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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是

以不同粒度白刚玉、单晶刚玉、蒽油、酚醛树脂液

结合糠醛、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和冰晶石、萘

粒、塑料颗粒、空心氧化铝填料以一定的重量比

配置成树脂砂轮。该方法实施能够使物料在混合

过程中粉体不会被湿料包裹住，不会因未分散开

而形成结团以致影响树脂砂轮产品的质量，另外

混合磨料原材料中加入一定重量份碳化硅，通过

在一定范围内控制碳化硅磨料与混合白刚玉、单

晶刚玉的配比含量，同时调整润湿剂、酚醛树脂

粉的含量可获得不同性能的砂轮切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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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所述树脂砂轮由以下原料制

得：

白刚玉F60  32份、单晶刚玉F70  24份、蒽油2份、酚醛树脂液5份、糠醛4份、杂酚油1份、

冰晶石3份、萘粒2份、酚醛树脂粉F210  5份和碳化硅F90  10份；

所述酚醛树脂液是在有机胺类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酚类化合物与甲醛发生缩合反

应，并将缩合反应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真空蒸馏后加入偶联剂制作而成；

所述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将白刚玉F60、单晶刚玉F70、碳化硅F90按照配比重量置入搅拌机混合均匀形

成混合磨料，再加入2重量份蒽油、5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混合磨料完全润湿后再

依次加入4重量份糠醛、1重量份杂酚油混合均匀，再加入3重量份冰晶石、2重量份萘粒混合

均匀，最后加入5重量份酚醛树脂粉混合均匀，经过250目标准筛，并筛选2次，通过该标准筛

的颗粒即作为用于砂轮成型的成型料；

所述砂轮成型的成型料的混合过程在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

(2)然后，按照成型密度2.44g/cm3计算砂轮成型的成型料的称重量，将称重后的砂轮成

型的成型料倒入已铺垫底层网布的模具内，并放入增强网片，该增强网片水平地完全埋入

所述砂轮成型的成型料中，该增强网片为玻璃纤维增强砂轮网片，再用刮板推料、刮平，再

放入上层网布和保径环，加模盖后将模具送入压机经压板加压成型，得砂轮胚体；

(3)最后，将砂轮胚体置于电烘箱或隧道窑内硬化，自室温梯度升温至175～195℃后保

温5～8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树脂砂轮成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萘粒替换为塑料颗

粒或空心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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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属于国际专利分类表中的“B24D磨削、抛光

或刃磨用的工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砂轮是用磨料和结合剂混合经压坯、干燥、焙烧而制成的中央有通孔的圆形固结

磨具。砂轮是磨具中用量最大、使用面最广的一种，使用时高速旋转，可对工件的外圆、内

圆、平面和各种型面等进行粗磨、半精磨、精磨、开槽以及切断等方式的机加工的工具。砂轮

按照结合剂的不同种类，可以分为树脂砂轮、橡胶砂轮、金属砂轮、陶瓷砂轮。这其中树脂砂

轮是用酚醛树脂，环氧树脂，聚氨酯树脂，聚乙烯醇树脂等作为结合剂做成的砂轮。树脂砂

轮具有强度高、弹性大、耐冲击、坚固性等特点，但是现有技术中制造树脂结合剂砂轮常会

出现诸多问题，首先是物料在混合过程中粉体常被湿料包裹住，未分散开而形成结团，内干

外湿，不仅改变了工艺的配比，影响着有机磨具制造技术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造

成很大的原材料浪费，其次是树脂砂轮在制造成型后，需要具有理想的气孔比例，才能够保

证砂轮在磨削时具有较高的切割效率和较低的磨削比，内部组织愈密，气孔比例较小的树

脂砂轮，切削刃间隔距离也愈小，砂轮容易被磨屑堵塞，造成砂轮磨削力增大，发热量大，甚

至烧件，并且引起磨料过早的破碎和脱落，使磨削比降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频繁的

对其进行修整以恢复磨削性能和正确的几何形状。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实施能够使物

料在混合过程中粉体不会被湿料包裹住，不会因未分散开而形成结团以致影响树脂砂轮产

品的质量。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

下步骤：

[0005] 第一步：取30～34重量份白刚玉、24～28重量份单晶刚玉置入搅拌机混合均匀形

成混合磨料，再加入2～3重量份蒽油、5～8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所述混合磨料完

全润湿后再依次加入4～9重量份糠醛、1～2重量份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混合均匀，再加入

3～6重量份冰晶石、2～5重量份萘粒、塑料颗粒、空心氧化铝混合均匀，最后加入5～10重量

份酚醛树脂粉混合均匀，经过250目标准筛，通过该标准筛的颗粒即作为用于砂轮成型的成

型料；

[0006] 第二步：按照成型密度2.44～2.48g/cm3计算砂轮成型料的称重量，将称重后的砂

轮成型料倒入已铺垫底层网布的模具内，用刮板推料、刮平，再放入上层网布和保径环，加

模盖后将模具送入压机经压板加压成型，得砂轮胚体；

[0007] 第三步：将砂轮胚体置于电烘箱或隧道窑内硬化，自室温梯度升温至175℃～195

℃后保温5～8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树脂砂轮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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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混合磨料原材料中还包括10

～15重量份碳化硅。

[0009]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上述组分中颗粒状物料的粒度分

别为白刚玉F12～F80，单晶刚玉F24～F90，碳化硅F12～F90，酚醛树脂粉F200～F220。

[0010]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酚醛树脂液是在有机胺类催

化剂存在的条件下，酚类化合物与甲醛发生缩合反应，并将缩合反应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真

空蒸馏后加入偶联剂制作而成。

[0011]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物料的混合过程在全封闭的

环境下进行。

[0012]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砂轮成型料经过所述标准筛

筛选次数为2次。

[0013]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在刮板推料、刮平步骤之前所述砂

轮成型料中还放入有增强网片，该增强网片水平地完全埋入所述砂轮成型料中。

[0014] 优选地，上述的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增强网片为玻璃纤维增强砂

轮网片。

[0015] 本发明技术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16] (1)本发明润湿剂采用2～3重量份蒽油、5～8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润湿

剂与混合磨料完全润湿后再依次加入4～9重量份糠醛、1～2重量份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

混合均匀，配以科学的重量份比，能够有效的解决粉体被湿料包裹住，未分散开而形成结团

的问题，有效的提高了树脂砂轮产品的生产质量。

[0017] (2)本发明白刚玉其化学稳定性好，硬度高，发热量较小，磨削能力强、效率高，在

磨削时磨粒容易破碎，自锐性较好，单晶刚玉具有良好的多棱切削刃，硬度(HV＝2300～

2400kg/mm2)和韧性都比白刚玉高，磨削能力强，发热量少，将不同粒度号的磨料按其一定

比例混合使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起到切割高硬度金属的作用，切割片在切割金

属过程中由于摩擦放出大量的热量，如热量无法散发，容易产生烧片现象，组份加入冰晶石

填料，切削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大于1011℃)使之分解为三氟化铝气体，带走部分热量，降低

切削温度的作用，同时也可防止切割部件氧化，增强其自锐性，防止砂轮堵塞，提高砂轮强

度，另外萘粒、塑料颗粒、空心氧化铝这类填料用于造成磨具中的气孔，在磨削时起散热排

屑作用。

[0018] (3)本发明混合磨料原材料中还包括10～15重量份碳化硅，碳化硅具有很强的硬

度(莫氏硬度为9.2)，且具有相当尖锐的切削刃和自锐性，与许多非金属(玻璃、陶瓷等)和

某些非铁金属(锌、铜及其合金)材料不易产生化学反应。碳化硅的导热率很高、热膨胀小、

抗热震性很高，故碳化硅以其上独有的特性能在切割石材时发挥良好的作用。通过在一定

范围内控制碳化硅磨料与混合白刚玉、单晶刚玉的配比含量，同时调整润湿剂、酚醛树脂粉

的含量可获得不同性能的砂轮切割片。

[0019] (4)本发明酚醛树脂液是在有机胺类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酚类化合物与甲醛发

生缩合反应，并将缩合反应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真空蒸馏后加入偶联剂制作而成，该酚醛树

脂能长期保持较高的粘结强度，能够有效保证树脂砂轮在存储期间不会出现性能衰退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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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5)本发明树脂砂轮中增强网片与磨料组织之间通过胶质的粘合作用紧密结合，

自然形成多孔间隙，用料大大减少，生产成本减低，另外砂轮间隙多孔，顺利带走磨削热，不

易烧伤工件，实用性能良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述，以使本发明技术方案更易于理解和

掌握。

[0022] 一种树脂砂轮的制备方法，物料的混合过程在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其包括如下

步骤：

[0023] 第一步：取30～34重量份白刚玉、24～28重量份单晶刚玉置入搅拌机混合均匀形

成混合磨料，再加入2～3重量份蒽油、5～8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所述混合磨料完

全润湿后再依次加入4～9重量份糠醛、1～2重量份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混合均匀，再加入

3～6重量份冰晶石、2～5重量份萘粒、塑料颗粒、空心氧化铝混合均匀，最后加入5～10重量

份酚醛树脂粉混合均匀，经过250目标准筛，并筛选2次。通过该标准筛的颗粒即作为用于砂

轮成型的成型料；

[0024] 第二步：按照成型密度2.44～2.48g/cm3计算砂轮成型料的称重量，将称重后的砂

轮成型料倒入已铺垫底层网布的模具内，用刮板推料、刮平，再放入上层网布和保径环，加

模盖后将模具送入压机经压板加压成型，得砂轮胚体；

[0025] 第三步：将砂轮胚体置于电烘箱或隧道窑内硬化，自室温梯度升温至175℃～195

℃后保温5～8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树脂砂轮成片。

[0026] 上述混合磨料原材料中还包括10～15重量份碳化硅。

[0027] 上述组分中颗粒状物料的粒度分别为白刚玉F12～F80，单晶刚玉F24～F90，碳化

硅F12～F90，酚醛树脂粉F200～F220。

[0028] 上述酚醛树脂液是在有机胺类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酚类化合物与甲醛发生缩合

反应，并将缩合反应得到的混合物进行真空蒸馏后加入偶联剂制作而成。

[0029] 上述在刮板推料、刮平步骤之前所述砂轮成型料中还放入有增强网片，该增强网

片水平地完全埋入所述砂轮成型料中，其增强网片为玻璃纤维增强砂轮网片。

[0030]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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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其制备工艺如下：

[0033] 将白刚玉F12、单晶刚玉F24按照配比重量置入搅拌机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磨料，再

加入3重量份蒽油、8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混合磨料完全润湿后再依次加入9重量

份糠醛、2重量份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混合均匀，再加入6重量份冰晶石、5重量份萘粒、塑

料颗粒、空心氧化铝混合均匀，最后加入10重量份酚醛树脂粉混合均匀，经过250目标准筛，

并筛选2次，通过该标准筛的颗粒即作为用于砂轮成型的成型料；

[0034] 然后按照成型密度2.48g/cm3计算砂轮成型料的称重量，将称重后的砂轮成型料

倒入已铺垫底层网布的模具内，并放入增强网片，该增强网片水平地完全埋入所述砂轮成

型料中，该增强网片为玻璃纤维增强砂轮网片，再用刮板推料、刮平，再放入上层网布和保

径环，加模盖后将模具送入压机经压板加压成型，得砂轮胚体；

[0035] 最后将砂轮胚体置于电烘箱或隧道窑内硬化，自室温梯度升温至175℃～195℃后

保温5～8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树脂砂轮成片。

[0036] 【实施例2】

[0037]

[0038] 其制备工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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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将白刚玉F80、单晶刚玉F90按照配比重量置入搅拌机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磨料，再

加入2重量份蒽油、5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混合磨料完全润湿后再依次加入4重量

份糠醛、1重量份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混合均匀，再加入3重量份冰晶石、2重量份萘粒、塑

料颗粒、空心氧化铝混合均匀，最后加入5重量份酚醛树脂粉混合均匀，经过250目标准筛，

并筛选2次，通过该标准筛的颗粒即作为用于砂轮成型的成型料；

[0040] 然后按照成型密度2.44g/cm3计算砂轮成型料的称重量，将称重后的砂轮成型料

倒入已铺垫底层网布的模具内，并放入增强网片，该增强网片水平地完全埋入所述砂轮成

型料中，该增强网片为玻璃纤维增强砂轮网片，再用刮板推料、刮平，再放入上层网布和保

径环，加模盖后将模具送入压机经压板加压成型，得砂轮胚体；

[0041] 最后将砂轮胚体置于电烘箱或隧道窑内硬化，自室温梯度升温至175℃～195℃后

保温5～8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树脂砂轮成片。

[0042] 【实施例3】

[0043]

[0044]

[0045] 其制备工艺如下：

[0046] 将白刚玉F60、单晶刚玉F70、碳化硅F90按照配比重量置入搅拌机混合均匀形成混

合磨料，再加入2重量份蒽油、5重量份酚醛树脂液混合均匀，待混合磨料完全润湿后再依次

加入4重量份糠醛、1重量份杂酚油、酚或甲氧甲酚混合均匀，再加入3重量份冰晶石、2重量

份萘粒、塑料颗粒、空心氧化铝混合均匀，最后加入5重量份酚醛树脂粉混合均匀，经过250

目标准筛，并筛选2次，通过该标准筛的颗粒即作为用于砂轮成型的成型料；

[0047] 然后按照成型密度2.44g/cm3计算砂轮成型料的称重量，将称重后的砂轮成型料

倒入已铺垫底层网布的模具内，并放入增强网片，该增强网片水平地完全埋入所述砂轮成

型料中，该增强网片为玻璃纤维增强砂轮网片，再用刮板推料、刮平，再放入上层网布和保

径环，加模盖后将模具送入压机经压板加压成型，得砂轮胚体；

[0048] 最后将砂轮胚体置于电烘箱或隧道窑内硬化，自室温梯度升温至175℃～195℃后

保温5～8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树脂砂轮成片

[0049]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其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任何限制。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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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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