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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

醛泡沫板及其制备方法，其组分及质量份数为：

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10-30份，增韧剂

1-10份，稳定剂1-5份，发泡剂10-20份，表面活性

剂2-10份，阻燃剂5-10，固化剂5-20份。一种改性

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1）制备改性酚醛树脂；2）将改性酚醛树脂、

改性粘土、增韧剂用计量泵输送到浇注发泡机的

混合头内，再依次加入稳定剂、发泡剂、表面活性

剂、阻燃剂,搅拌均匀后再加入固化剂进行搅拌；

3）膜腔中发泡、固化。本发明通过对复合生产工

艺的改进，大大的提高了酚醛泡沫的韧性、阻燃

性、隔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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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

酚醛泡沫板的组分及质量份数为：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10-30份，增韧剂1-10份，

稳定剂1-5份，发泡剂10-20份，表面活性剂2-10份，阻燃剂5-10，固化剂5-20份；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制备改性酚醛树脂：准备苯酚、多聚甲醛、NaOH、氨水，苯酚、多聚甲醛的比例为1: 

(1 .5-2.0)，NaOH的用量为苯酚的3%-6%，氨水的用量为苯酚的1%-3%；  先将NaOH和氨水混

合，向苯酚、改性剂中加入NaOH、氨水混合溶液总量的80%进行混合，在40-60℃下保温20-

40min，加入多聚甲醛总量的80%，在60-70℃保温20-40min，然后加入剩余的NaOH和氨水混

合液，保温10-20min，再加入剩余的多聚甲醛，调节pH值为8-9，加入改性剂，升温到70-80℃

保温10-20min，在85-95℃回流30-60min，减压脱水出料；步骤1）中的改性剂为环氧树脂

E51；

2）将步骤1）制成的改性酚醛树脂、改性粘土、增韧剂用计量泵输送到浇注发泡机的混

合头内，再依次加入稳定剂、发泡剂、表面活性剂、 阻燃剂,搅拌均匀后再加入固化剂进行

搅拌； 其中，增韧剂为乙二醇；

3）将搅拌后的物料从浇注发泡机上部迅速浇注在内部覆有保护层的模具膜腔中，通过

机械手将模具盖上盖板进行模压，所述盖板的底部设有规则有序排列的圆柱型凸台，将模

具连盖板一起送入层压输送机，物料在模具内的底层面材和上层盖板之间发泡固化成形，

并随着层压输送机向前输送，输送过程中模具内的温度控制在65-70℃，输送时长15-20分

钟，所述模具的深度为20mm-30mm,模具上的凸台高3-4mm，所述模具内的底层面材为高强度

无纺布；

4）将固化后的酚醛泡沫板冷却脱模；

所述发泡剂为无氟发泡剂二亚硝基五次甲基四胺；

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壬基酚与环氧乙烷的加成物，或聚硅氧烷、聚氧乙烯、聚氧丙烯的嵌

段共聚；

固化剂为无机酸和有机酸的混合物加入制成的浓度为40-60%的水溶液，所述无机酸可

选用硫酸、盐酸、磷酸中的一种，所述有机酸为草酸、己二酸、苯硝酸、酚硝酸、甲苯磺酸,苯

磺酸、石油磺酸中的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稳定

剂为吐温-80和甲基硅油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所述阻燃剂为无机阻

燃剂硼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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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的制备方法，属于建筑保温隔声

材料制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酚醛泡沫和传统的聚乙烯泡沫和聚氨酯泡沫板相比，酚醛泡沫除了导热系数低以

外，还具有这两种泡沫不具备的难燃性，且其燃烧等级达到了B1级，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性

能，是一种理想的阻燃材料，现广泛应用于保温阻火场合。同时，酚醛泡沫板作为轻质泡沫

板，由于其特有的泡孔结构，使得这种材料在保温性能和隔声性能方面都适用。因此，将酚

醛泡沫板的保温隔声阻燃性能应用于建筑墙体、楼板中进行推广，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0003] 市面上也已有性能有所提高的隔音泡沫板，但是一般泡沫隔音板仅仅是通过铝箔

表面的花纹与酚醛泡沫板结合形成凹槽进行隔音，或者是通过已制备好的酚醛泡沫板进行

二次加工形成波浪线的凹槽进行隔音，这种隔音效果较单纯的泡孔隔声相比有所改进，但

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酚醛泡沫板其脆性以及成本问题也限制了其作为保温材料的

推广应用。

[0004] 为了在保持酚醛泡沫优异阻燃性能的基础上，提高泡沫的韧性，抗冲击性，隔声效

果，制备价格低廉，综合性能优异的酚醛泡沫，本文选用不同的改性剂以及生产工艺对酚醛

泡沫进行了改性研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市场中酚醛泡沫板的韧性差、内聚能低、掉渣率高、力学强度

低、隔声效果一般的缺陷提供一种在原有生产工艺上进行改进的工艺简单、操作容易，能够

提高隔声效果、阻燃性、抗冲击性、防掉渣率的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及其制

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的组分及质量份数为：改性酚醛树脂100份，

改性粘土10-30份，增韧剂1-10份，稳定剂1-5份，发泡剂10-20份，表面活性剂2-10份，阻燃

剂5-10，固化剂5-20份。

[0008] 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制备改性酚醛树脂：准备苯酚、多聚甲醛、NaOH、氨水，苯酚、多聚甲醛的比例为

1:  (1.5-2.0)，NaOH的用量为苯酚的3%-6%，氨水的用量为苯酚的1%-3%；  先将NaOH和氨水

混合，向苯酚中加入NaOH、氨水混合溶液总量的80%进行混合，在40-60℃下保温20-40min，

加入多聚甲醛总量的80%，在60-70℃保温20-40min，然后加入剩余的NaOH和氨水混合液，保

温10-20min，再加入剩余的多聚甲醛，调节pH值为8-9，加入改性剂，升温到70-80℃保温10-

20min，在85-95℃回流30-60min，减压脱水出料；步骤1）中的改性剂为环氧树脂E51；

[0010] 2）将步骤1）制成的改性酚醛树脂、改性粘土、增韧剂用计量泵输送到浇注发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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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头内，再依次加入稳定剂、发泡剂、表面活性剂、 阻燃剂,搅拌均匀后再加入固化剂

进行搅拌；步骤2）中使用的增韧剂为乙二醇、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磷酸三甲苯酯中的任意一

种；

[0011] 3）将搅拌后的物料从浇注发泡机上部迅速浇注在内部覆有保护层的模具膜腔中，

通过机械手将模具盖上盖板进行模压，所述盖板的底部设有规则有序排列的圆柱型凸台，

将模具连盖板一起送入层压输送机，物料在模具内的底层面材和上层盖板之间发泡固化成

形，并随着层压输送机向前输送，输送过程中模具内的温度控制在65-70℃，输送时长15-20

分钟，所述模具的深度为20mm-30mm,模具上的凸台高3-4mm，所述模具内的底层面材为高强

度无纺布；

[0012] 4）将固化后的酚醛泡沫板冷却脱模。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发泡剂为无氟发泡剂二亚硝基五次甲基四胺。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壬基

酚与环氧乙烷的加成物，或聚硅氧烷、聚氧乙烯、聚氧丙烯的嵌段共聚物。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固化剂为无机酸和有机酸的混合物加入制成的浓度为

40-60%的水溶液，所述无机酸可选用硫酸、盐酸、磷酸中的一种，所述有机酸为草酸、已二

酸、苯硝酸、酚硝酸、甲苯磺酸,苯磺酸、石油磺酸中的一种。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稳定剂为吐温-80和甲基硅油的混合物。

[0017]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阻燃剂为无机阻燃剂硼酸锌。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对传统的酚醛泡沫保温板生产线进行工装改进，使酚醛树脂在模具的膜腔内进行

发泡，使生产的酚醛泡沫板一面复合保护膜，另一面经模具上的盖板膜压后形成圆形空腔，

复合的保护膜降低了酚醛泡沫板的掉渣率，提高了酚醛泡沫板的拉伸性能，而醛泡沫板表

面的圆形空腔，与以往的压纹和波浪式凹槽减震式隔音相比，隔声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

高；泡沫板加工厚度为30  mm和20  mm，空腔深度仅为3~4  mm，不会对酚醛泡沫板的承重抗压

能力产生任何的影响。

[0020] 改性酚醛树脂在回流前加入改性剂，有利于环氧的溶解，与反应体系充分接触，反

应完全，使溶液均匀，环氧树脂与酚醛树脂反应，接枝到酚醛树脂分子中，使产品枝化，分子

量增大，拉剪强度增加，提高了任性；表面活性剂选用的是脂肪醇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壬

基酚与环氧乙烷的加成物，或聚硅氧烷、聚氧乙烯、聚氧丙烯的嵌段共聚物中的一种，不仅

有良好的泡沫稳定性能，而且有极强的乳化作用。本发明的通过材料的复合以及生产工艺

的改进，酚醛泡沫板泡孔细腻，密度均匀，强度及隔热性能可靠，大大的提高了酚醛泡沫的

韧性、阻燃性、隔声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制备改性酚醛树脂：准备苯酚、多聚甲醛、NaOH、氨水，苯酚、多聚甲醛的比例为

1:  (1.5-2.0)，NaOH的用量为苯酚的3%-6%，氨水的用量为苯酚的1%-3%；  先将NaOH和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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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向苯酚中加入NaOH、氨水混合溶液总量的80%进行混合，在40-60℃下保温20-40min，

加入多聚甲醛总量的80%，在60-70℃保温20-40min，然后加入剩余的NaOH和氨水混合液，保

温10-20min，再加入剩余的多聚甲醛，调节pH值为8-9，加入改性剂，升温到70-80℃保温10-

20min，在85-95℃回流30-60min，减压脱水出料；步骤1）中的改性剂为环氧树脂E51；

[0025] 2）将步骤1）制成的改性酚醛树脂、改性粘土、增韧剂用计量泵输送到浇注发泡机

的混合头内，再依次加入稳定剂、发泡剂、表面活性剂、 阻燃剂,搅拌均匀后再加入固化剂

进行搅拌；步骤2）中使用的增韧剂为乙二醇、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磷酸三甲苯酯中的任意一

种；

[0026] 3）将搅拌后的物料从浇注发泡机上部迅速浇注在内部覆有保护层的模具膜腔中，

通过机械手将模具盖上盖板进行模压，所述盖板的底部设有规则有序排列的圆柱型凸台，

将模具连盖板一起送入层压输送机，物料在模具内的底层面材和上层盖板之间发泡固化成

形，并随着层压输送机向前输送，输送过程中模具内的温度控制在65-70℃，输送时长15-20

分钟，所述模具的深度为20mm-30mm,模具上的凸台高3-4mm，所述模具内的底层面材为高强

度无纺布；

[0027] 4）将固化后的酚醛泡沫板冷却脱模。

[0028] 上述步骤中的原料质量分数如下：

[0029] 步骤1制成的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10份，增韧剂1份，稳定剂1份，发泡剂

10份，表面活性剂2份，阻燃剂5，固化剂5份。

[0030] 实施例2

[0031]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各组分质量份数如下：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30份，

增韧剂10份，稳定剂5份，发泡剂20份，表面活性剂10份，阻燃剂10，固化剂20份。

[0032] 实施例3

[0033]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各组分质量份数如下：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20份，

增韧剂1份，稳定剂5份，发泡剂10份，表面活性剂2份，阻燃剂10，固化剂5份。

[0034] 实施例4

[0035]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各组分质量份数如下：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15份，

增韧剂10份，稳定剂1份，发泡剂20份，表面活性剂10份，阻燃剂5，固化剂10份。

[0036] 实施例5

[0037]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各组分质量份数如下：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25份，

增韧剂7份，稳定剂3份，发泡剂15份，表面活性剂5份，阻燃剂7，固化剂18份。

[0038] 实施例6

[0039]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各组分质量份数如下：改性酚醛树脂100份，改性粘土20份，

增韧剂3份，稳定剂5份，发泡剂15份，表面活性剂10份，阻燃剂6，固化剂15份。

[0040] 实施例1~6所得的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的性能见表1。

[0041] 表1 酚醛泡沫板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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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由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改性增强型保温隔声酚醛泡沫板，保温和抗压效果

都很好，韧性也有很大的提高。通过隔声效果的检测，结构表面，本发明的降噪效果也有明

显的提高。

[0044] 以上所述仅为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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