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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木质素在制备酚醛泡沫保温

材料中的应用。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对

木质素分子量的控制，将分级的木质素与可发型

酚醛树脂直接共混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避免

了木质素制备酚醛树脂过程中繁琐的改性步骤，

节约酸碱用量、降低改性过程中的能耗，同时可

大幅提升最终酚醛泡沫保温材料制品中的木质

素含量，既具经济性，更具环保性。并且采用分级

木质素填充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具备更优的力

学性能、热稳定性和抗紫外老化性能，泡沫保温

材料的细腻度更佳，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能

够满足市场需求。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CN 107974037 B

2019.12.10

CN
 1
07
97
40
37
 B



1.分级木质素在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中的应用；其中，所述的分级木质素为

分子量分布范围大于1000Da，且小于等于3000Da的木质素；

其中，所述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还包括如下组分：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

剂；

其中，所述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按照如下方法制备得到：将各组分混合均匀后，进行发

泡加热；

其中，所述的混合均匀是指先以1000～10000rpm的转速将分级木质素与酚醛树脂均匀

混合成木质素共混型酚醛树脂，再以100～1200rpm的转速将木质素共混型酚醛树脂与其它

组分混合均匀；

其中，所述的发泡温度为50～90℃，时间为0.5～4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级木质素由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1)将木质素加入碱性水溶液中，搅拌溶解后，经过固液分离得到木质素溶液；

(2)将步骤(1)中所得的木质素溶液进行超滤，得到截留液A1和透过液A2；将透过液A2

进行纳滤，得到截留液B1和透过液C1；

(3)向步骤(2)中得到的截留液A1、截留液B1和透过液C1中分别加入酸溶液，调整pH后

进行固液分离，取固体部分烘干后分别得到分子量分布范围大于3000Da的木质素，分子量

分布范围大于1000Da，且小于等于3000Da的木质素和分子量分布范围小于等于1000Da的木

质素。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木质素为酶解木质素、

造纸木质素、碱木质素、有机溶剂木质素、木质素磺酸盐，以及对前述的木质素进行酰化、酯

化、醚化、酚化、烷基化、脱甲基化改性后的木质素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碱性水溶液为氢氧化钠

水溶液、氢氧化钾水溶液、氢氧化铷水溶液和氢氧化铯水溶液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其中，所述的碱性水溶液的pH为8～13。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木质素溶液的固含量为

0.5～10wt％。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超滤膜的截留分子量为

3000Da；超滤时，压力为0.1～0.6MPa，温度为20～60℃，搅拌速度为200～600rpm。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为

1000Da；纳滤时，压力为0.1～0.6MPa，温度为20～60℃，搅拌速度为200～600rpm。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酸溶液为盐酸水溶液、

硫酸水溶液、磷酸水溶液和草酸水溶液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其中，所述的酸溶液为

pH＜3的酸性水溶液。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调整pH是指加入酸溶液

至pH为1.5～3。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各组分的质量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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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还包括阻燃剂

和/或增韧剂。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阻燃剂5～

25份和/或增韧剂5～15份。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泡剂为正丁烷、正戊烷、异丁烷、

异戊烷、环戊烷、石油醚和二氯一氟乙烷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化剂为苯磺酸、对甲苯磺酸、二

甲苯磺酸、硫酸、磷酸和盐酸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聚硅氧烷、聚氧乙烯

醚、聚氧丙烯、聚氧化乙烯聚氧丙烯、聚乙烯山梨糖醇酐脂肪酸酯和吐温系列中的任意一种

或几种的组合。

16.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燃剂为三氧化二锑、氢氧化镁、

氢氧化铝、卤代磷酸酯和硼酸锌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增韧剂为乙二醇、聚乙二醇、聚乙

烯醇、聚酯多元醇、丁腈橡胶、聚氨酯预聚体和环氧树脂中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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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木质素在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保温材料领域，具体涉及木质素在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酚醛泡沫塑料是一种新型难燃、防火低烟保温材料，它是由酚醛树脂加入阻燃剂、

抑烟剂、发泡剂、固化剂及其它助剂制成的闭孔硬质泡沫塑料。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难燃、低

烟、抗高温歧变。它可以现场浇注发泡、可模制、也可机械加工，可制成板材、管壳及各种异

型产品。它克服了原有泡沫塑料型保温材料易燃、多烟、遇热变形的缺点，保留了原有泡沫

塑料型保温材料质轻、施工方便等特点。

[0003] 木质素是世界上存量仅次于纤维素的一种天然高分子物质，全世界每年生产6×

105亿吨木质素，只有少部分被利用起来，大部分被直接燃烧取能，大大浪费了资源。木质素

是以苯基丙烷为结构单元，通过碳-碳键和醚键高度交联的三维网状结构天然芳香族化合

物。由于分子上具有醇羟基和酚羟基等活性官能团，与酚醛树脂结构相似，木质素可部分替

代酚醛树脂用于制备木质素改性酚醛树脂，可达到降低生产成本、高效利用生物质资源的

目的。

[0004] CN102504477A、CN103756250A、CN106700001A报道了将不同来源木质素进行酸性

或者碱性酚化改性，利用酚化改性木质素制备木质素酚醛树脂并用于发泡的方法。但是高

温酚化中额外添加的高酸(或碱)用量、维持高温所需的额外能耗、木质素酚化液化中仍有

不溶物的存在以及木质素酚醛树脂的高黏度，限制了木质素改性酚醛泡沫的工业化应用。

[0005] CN104403263A报导了一种木质素与酚醛树脂混合发泡的方法，将40％固含量木质

素水溶液与酚醛树脂混合发泡。但是由于木质素未分级，不同分子量木质素物理化学性能

差异较大，导致与酚醛树脂的混合效果差，产品质量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木质素在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中的应用

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效果不佳等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本发明保护了分级木质素在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中的应用；其中，所述的分级

木质素为如下三种分子量分布范围的木质素之一：

[0009] (1)分子量分布范围大于3000Da的木质素；

[0010] (2)分子量分布范围大于1000Da，且小于等于3000Da的木质素；

[0011] (3)分子量分布范围小于等于1000Da的木质素。

[0012] 其中，所述的分级木质素由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13] (1)将木质素加入碱性水溶液中，搅拌溶解后，经过固液分离得到木质素溶液；

[0014] (2)将步骤(1)中所得的木质素溶液进行超滤，得到截留液A1和透过液A2；将透过

液A2进行纳滤，得到截留液B1和透过液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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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3)向步骤(2)中得到的截留液A1、截留液B1和透过液C1中分别加入酸溶液，调整

pH后进行固液分离，取固体部分烘干后分别得到分子量分布范围大于3000Da的木质素，分

子量分布范围大于1000Da，且小于等于3000Da的木质素和分子量分布范围小于等于1000Da

的木质素。

[0016] 步骤(1)中，所述的木质素为酶解木质素、造纸木质素、碱木质素、有机溶剂木质

素、木质素磺酸盐，以及对前述的木质素进行酰化、酯化、醚化、酚化、烷基化、脱甲基化改性

后的木质素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17] 步骤(1)中，所述的碱性水溶液为氢氧化钠水溶液、氢氧化钾水溶液、氢氧化铷水

溶液和氢氧化水铯溶液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碱性水溶液的pH为8～13。

[0018] 步骤(1)中，所述的木质素溶液的固含量为0.5～10wt％。

[0019] 步骤(2)中，所述的超滤膜的截留分子量为3000Da；超滤时，压力为0.1～0.6MPa，

温度为20～60℃，搅拌速度为200～600rpm。

[0020] 步骤(2)中，所述的纳滤膜的截留分子量为1000Da；纳滤时，压力为0.1～0.6MPa，

温度为20～60℃，搅拌速度为200～600rpm。

[0021] 步骤(3)中，所述的酸溶液为盐酸水溶液、硫酸水溶液、磷酸水溶液和草酸水溶液

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酸溶液为pH＜3的酸性水溶液。

[0022] 步骤(3)中，所述的调整pH是指加入酸溶液至pH为1.5～3。

[0023] 其中，所述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还包括如下组分：

[0024] 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

[0025] 其中，各组分的质量份数如下：

[0026]

[0027]

[0028] 其中，所述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还包括阻燃剂和/或增韧剂。

[0029] 其中，还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阻燃剂5～25份和/或增韧剂5～15份。

[0030] 其中，所述的酚醛树脂为可发型酚醛树脂。

[0031] 其中，所述的发泡剂为正丁烷、正戊烷、异丁烷、异戊烷、环戊烷、石油醚和二氯一

氟乙烷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优选正戊烷。

[0032] 其中，所述的发泡剂为苯磺酸、对甲苯磺酸、二甲苯磺酸、硫酸、磷酸和盐酸中的任

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优选对甲苯磺酸和磷酸的复配体系。

[0033] 其中，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聚硅氧烷、聚氧乙烯醚、聚氧丙烯、聚氧化乙烯聚氧丙

烯、聚乙烯山梨糖醇酐脂肪酸酯和吐温系列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优选聚硅氧烷和

吐温系列的复配体系。

[0034] 其中，所述的阻燃剂为三氧化二锑、氢氧化镁、氢氧化铝、卤代磷酸酯和硼酸锌中

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优选氢氧化铝。

[0035] 其中，所述的增韧剂为乙二醇、聚乙二醇、聚乙烯醇、聚酯多元醇、丁腈橡胶、聚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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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预聚体和环氧树脂中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优选聚乙二醇和聚氨酯预聚体的复配体

系。

[0036] 其中，所述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按照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37] 将各组分混合均匀后，进行发泡加热。

[0038] 其中，所述的混合均匀是指先以1000～10000rpm的转速将分级木质素与酚醛树脂

均匀混合成木质素共混型酚醛树脂，再以100～1200rpm的转速将木质素共混型酚醛树脂与

其它组分混合均匀。

[0039] 其中，所述的发泡温度为50～90℃，时间为0.5～4h。

[0040] 有益效果：

[0041] 本发明旨在解决木质素酚醛泡沫中存在的木质素改性高酸碱用量、高额外能耗、

低木质素替代量问题，通过对木质素分子量的控制，提供了一种分级木质素与可发型酚醛

树脂直接共混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制备方法。本发明通过对木质素分子量的控制，将

分级的木质素与可发型酚醛树脂直接共混制备酚醛泡沫保温材料，避免了木质素制备酚醛

树脂过程中繁琐的改性步骤，节约酸碱用量、降低改性过程中的能耗，同时可大幅提升最终

酚醛泡沫保温材料制品中的木质素含量，既具经济性，更具环保性。并且采用分级木质素填

充的酚醛泡沫保温材料具备更优的力学性能、热稳定性和抗紫外老化性能，泡沫保温材料

的细腻度更佳，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004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势：

[0043] 1、相对于传统酚醛泡沫，本发明添加木质素可以使酚醛泡沫成本大大降低，同时

木质素的加入使泡沫抗紫外性和韧性提升，并减少了掉渣率。

[0044] 2、相对于木质素改性酚醛泡沫，本发明可以完全节省木质素改性过程中额外的酸

碱用量及高额能耗。同时分级木质素由于其网状交联结构且分子量均一，在酚醛树脂中可

直接替代酚醛树脂结构，而不是如改性木质素只能替代苯酚组份，替代量显著增加。同时避

免了树脂制造过程中由于木质素的大量添加导致黏度剧增无法发泡问题。

[0045] 3、相对于木质素水溶液与酚醛树脂混合发泡，本发明采用分级木质素超高速直接

共混酚醛树脂工艺，通过超高速分散均质乳化效应使分级木质素在酚醛树脂中分散更均

匀，从而大大增加了木质素替代量，为木质素大宗工业化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实施例1：

[0047] 称取可发型酚醛树脂100质量份，分子量1000～3000木质素10质量份，超高速分散

机转速8000rpm搅拌10min至搅拌均匀。加入吐温-80  6质量份，正戊烷10质量份，固化剂(苯

磺酸：磷酸：水＝3：3：1)14质量份，氢氧化铝20质量份，聚乙二醇6质量份，500rpm混合搅拌

均匀后导入模具，80℃固化2h，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0048] 制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各种性能见表1。

[0049] 实施例2：

[0050] 称取可发型酚醛树脂100质量份，分子量1000～3000木质素20质量份，超高速分散

机转速8000rpm搅拌10min至搅拌均匀。加入吐温-80  6质量份，正戊烷8质量份，固化剂(苯

磺酸：磷酸：水＝4：2：3)18质量份，氢氧化铝20质量份，聚乙二醇5质量份，500rpm混合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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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后导入模具，80℃固化2h，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0051] 制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各种性能见表1。

[0052] 实施例3：

[0053] 称取可发型酚醛树脂100质量份，分子量1000～3000木质素30质量份，超高速分散

机转速8000rpm搅拌10min至搅拌均匀。加入吐温-80  8质量份，正戊烷10质量份，固化剂(对

甲苯磺酸：磷酸：水＝7：3：3)13质量份，氢氧化铝20质量份，增韧剂(聚乙二醇：甘油＝1：1)

10质量份，500rpm混合搅拌均匀后导入模具，80℃固化2h，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

温材料。

[0054] 制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各种性能见表1。

[0055] 对比例1：

[0056] 称取可发型酚醛树脂100质量份，分子量小于1000木质素20质量份，超高速分散机

转速8000rpm搅拌10min至搅拌均匀。加入吐温-80  6质量份，正戊烷8质量份，固化剂(苯磺

酸：磷酸：水＝4：2：3)18质量份，氢氧化铝20质量份，聚乙二醇5质量份，500rpm混合搅拌均

匀后导入模具，80℃固化2h，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0057] 制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各种性能见表1。

[0058] 对比例2：

[0059] 称取可发型酚醛树脂100质量份，分子量大于3000木质素20质量份，超高速分散机

转速8000rpm搅拌10min至搅拌均匀。加入吐温-80  6质量份，正戊烷8质量份，固化剂(苯磺

酸：磷酸：水＝4：2：3)18质量份，氢氧化铝20质量份，聚乙二醇5质量份，500rpm混合搅拌均

匀后导入模具，80℃固化2h，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0060] 制得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各种性能见表1。

[0061] 对比例3：

[0062] 称取可发型酚醛树脂100质量份，未分级木质素20质量份，超高速分散机转速

8000rpm搅拌10min至搅拌均匀。加入吐温-80  6质量份，正戊烷8质量份，固化剂(苯磺酸：磷

酸：水＝4：2：3)18质量份，氢氧化铝20质量份，聚乙二醇5质量份，500rpm混合搅拌均匀后导

入模具，80℃固化2h，得未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0063] 制得未分级木质素填充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各种性能见表1。

[006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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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通过观察实施例1到3和对比例3，发现通过分级木质素(分子量1000～3000)添加

所制得的增强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能相对于未分级木质素添加所制得的酚醛泡沫保温材

料，压缩性能和拉伸性能均有明显提高，并且氧指数也有提升，这是由于分级木质素分子量

较为均一，物理化学性能接近，木质素具有刚性的苯环结构，分散到泡沫中能增强泡沫的性

能。同时分级木质素添加所制得的增强型泡沫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烟密度相对未分级木

质素添加所制得的酚醛树脂泡沫保温材料没有大的浮动，材料性能相近。

[0067] 通过实施例1到3和对比例1到2，发现所添加分级木质素的分子量对酚醛泡沫保温

材料性能影响很大。随着添加木质素分子量的减少，分子量小于1000时，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的压缩强度、拉伸强度大幅度下降，同时导热系数明显提高，导热性能变差。这是由于随着

木质素分子量的减少，木质素聚合度减少，低聚合度的木质素对于酚醛泡沫保温材料制品

性能没有贡献。随着添加木质素分子量的增大，分子量大于3000时，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氧

指数大幅度下降，阻燃性能变差。这是由于随着木质素分子量的提高，木质素的羟甲基含量

降低，木质素分子活性降低，同时分子量的增大导致空间位阻较大，分散不均。

[0068] 通过分级木质素添加所制得的增强型酚醛泡沫保温材料，能显著的提高泡沫保温

材料的压缩性能、拉伸性能、氧指数，且其他材料性能不会降低，并且当所添加分级木质素

的分子量在1000～3000时，酚醛泡沫保温材料性能较为优异。同时由于分级木质素的直接

共混添加，大大降低了酚醛泡沫保温材料的成本，为木质素大宗工业化应用开辟了一条新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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