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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

层的制备方法，将酚醛树脂、聚氨酯、乙烯-醋酸

乙烯共聚物、石墨烯、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

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

微珠、增塑剂、发泡剂混炼均匀并发泡成型，即得

所述保温层。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

温层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安全无污染，制备得

到的保温层不仅具有较好的保温效果，还具有较

好的机械强度及耐腐蚀性能，且原料成本低，产

品使用寿命长，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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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酚醛树脂20~30份、聚氨酯25~36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2~18份、石墨烯0.5~3.2份、

竹炭纤维7~15份、氧化锆纤维3~9份、膨胀珍珠岩6~13份、硅酸钙5~10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

11~20份、膨胀玻化微珠4~7份、增塑剂7~15份、发泡剂3~8份；

（2）称取配比量的聚氨酯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50~60℃，向反应釜中加入

石墨烯，反应1~2h，再加入配比量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继续反应0.5~1h，得到产物a1；

（3）将产物a1与配比量的酚醛树脂加入到混炼机中，混炼3~5min，然后再加入配比量的

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和增塑剂，

继续混炼5~10min，得到产物a2；

（4）再向产物a2中加入配比量的发泡剂，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将产物置于模具中发泡

成型，冷却，即得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重量份的各组分：

酚醛树脂26份、聚氨酯32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5份、石墨烯2.1份、竹炭纤维13份、

氧化锆纤维5份、膨胀珍珠岩12份、硅酸钙7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18份、膨胀玻化微珠5份、

增塑剂12份、发泡剂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粘

凹凸棒石粘土为自然风化后的凹凸棒石粘土经提纯后，将其置于马弗炉中以20℃/min的升

温速度程序升温至800℃，恒温焙烧4h，冷却之后即得到的产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塑

剂为邻苯二甲酸二辛酯或者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

剂为正戊烷、正庚烷、石油醚中的任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

锆纤维中氧化锆的含量为90~9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石墨烯的加入方法为：首先将石墨烯配制成质量浓度为0.4~0.6g/mL的水溶液，然后

将混合物滴加至反应釜中，控制滴加速度使其在25~30min内滴加完毕。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混炼温度为150~16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加入

混炼机前均需对其进行粉碎，并过100目筛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中产物发泡成型前先对其进行预热至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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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低温绝热管道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气体制取的工艺中，需要利用管道输送低温流体，并且在输送流体的同时，需要

保持流体的温度稳定，因此会在流体输送管道外敷设保温材料以进行隔热保温与保护。保

温材料一般选用硅铝系保温保温材料(包括矿物棉、膨胀蛭石、矿渣棉、玻璃纤维和岩棉)，

其形态为纤维交织形成的蓬松状态，因此空气在保温棉中的移动受阻，并且这些材料本身

的绝热性能良好，因此保温材料可以有效防止对流和传导传热，但是这些材料制成的保温

材料成本较高。

申请号为201510652429.3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低温管道使用的环保保温

材料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将废砂浆和废塑料使用酸性溶液浸泡后，使用清

水清洗，再进行过滤干燥处理；将清洗干燥后的废砂浆和废塑料分别研磨成砂粉和塑料粉；

将砂粉和塑料粉分别放入到工业电路中高温熔融，形成流体，然后使用甩丝机甩丝成砂纤

维和塑料纤维；将沥青进行改性处理，然后也放入到工业电路中高温熔融，形成流体，然后

使用甩丝机甩丝沥青纤维；将砂纤维、沥青纤维和塑料纤维均匀混合后，然后经过集棉器集

棉，形成保温棉，再制成所需的保温材料样式，本发明制得的保温材料具有一定的保温性，

制作过程较复杂，温度较高，不易控制。

[0003] 申请号为201610168502.4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用于低温绝热管道的

聚氨酯硬泡绝热保温层及其制备方法，是由不同特性的聚醚多元醇及聚酯多元醇按一定比

例混合，与泡沫稳定剂、催化剂、阻燃剂等助剂及异氰酸酯反应制备得到。主要反应为：(1)

多种聚醚多元醇与助剂充分混合形成特种组合聚醚多元醇；(2)特种组合聚醚多元醇与异

氰酸酯反应：聚氨酯硬泡层的原料如下，按重量份数计：(1)聚醚多元醇：杂醇基聚醚多元醇

(羟值400~500mgKOH/g)30-50份；其它聚醚多元醇(羟值400~420mgKOH/g)5~25份；(2)聚酯

多元醇(羟值200~400mgKOH/g)5~20份；(3)助剂及发泡剂：交联剂2~10份，泡沫稳定剂2~4

份，催化剂1~7份，水1~6份，阻燃剂10~20份，发泡剂10~20份；(4)异氰酸酯65~140份。但异氰

酸酯价格较高，导致反应体系整体价格较高。

[0004] 因此，研究开发一种不仅具有较好的保温效果，又具有成本低且具有较好的机械

强度及耐腐蚀性能的低温绝热管道用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符合目前市场

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

备方法，工艺简单、安全无污染，制备得到的保温层不仅具有较好的保温效果，还具有较好

的机械强度及耐腐蚀性能，且原料成本低，产品使用寿命长，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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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酚醛树脂20~30份、聚氨酯25~36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2~18份、石墨烯0.5~3.2份、

竹炭纤维7~15份、氧化锆纤维3~9份、膨胀珍珠岩6~13份、硅酸钙5~10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

11~20份、膨胀玻化微珠4~7份、增塑剂7~15份、发泡剂3~8份；

（2）称取配比量的聚氨酯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50~60℃，向反应釜中加入

石墨烯，反应1~2h，再加入配比量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继续反应0.5~1h，得到产物a1；

（3）将产物a1与配比量的酚醛树脂加入到混炼机中，混炼3~5min，然后再加入配比量的

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和增塑剂，

继续混炼5~10min，得到产物a2；

（4）再向产物a2中加入配比量的发泡剂，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将产物置于模具中发泡

成型，冷却，即得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

[0007] 优选地，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酚醛树脂26份、聚氨酯32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5份、石墨烯2.1份、竹炭纤维13份、

氧化锆纤维5份、膨胀珍珠岩12份、硅酸钙7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18份、膨胀玻化微珠5份、

增塑剂12份、发泡剂5份。

[0008] 优选地，所述高粘凹凸棒石粘土为自然风化后的凹凸棒石粘土经提纯后，将其置

于马弗炉中以20℃/min的升温速度程序升温至800℃，恒温焙烧4h，冷却之后即得到的产

物。

[0009] 优选地，所述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辛酯或者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0010] 优选地，所述发泡剂为正戊烷、正庚烷、石油醚中的任一种。

[0011] 优选地，所述氧化锆纤维中氧化锆的含量为90~95%。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石墨烯的加入方法为：首先将石墨烯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0.4~0.6g/mL的水溶液，然后将混合物滴加至反应釜中，控制滴加速度使其在25~30min内滴

加完毕。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混炼温度为150~160℃。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

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加入混炼机前均需对其进行粉碎，并过100目筛处理。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产物发泡成型前先对其进行预热至45~50℃。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安全无污染，制备

得到的保温层不仅具有较好的保温效果，还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及耐腐蚀性能，且原料成

本低，产品使用寿命长，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及前景。

[0017] （2）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中首先将聚氨酯与石墨烯

改性处理，再与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反应，由于石墨烯独特的片层共轭结构，层层叠加形

成致密的防护层，具有较好的防水、防腐蚀性能、优异的力学性能及化学稳定性，使得改性

后的聚合物具有较好的防水防腐蚀性能及较好的力学性能，还具有较好的粘结牢固性，有

效避免了普通聚氨酯泡沫再热传递温差很大的情况下易发生收缩、开裂、粉化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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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了保温层的使用耐久性。

[0018] （3）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中添加有氧化锆纤维，具

有较好的绝热性能，可以耐低温到-273℃，耐高温到2200℃不影响其本身的性能，且具有较

好的阻燃效果，有效提高了保温层的温度耐受度及阻燃性能。

[0019] （4）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中添加有高粘凹凸棒石粘

土，由于凹凸棒石粘土本身特有的链层状结构，能够有效实现对热辐射的折射，降低热量散

失，起到较好的保温效果，且高粘凹凸棒石粘土的高粘性能能够大大提高保温层分组份之

间的粘结牢固性。

[0020] （5）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中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

粘凹凸棒石粘土和膨胀玻化微珠，协同作用，不仅有效提高保温层的保温效果，还能有效提

高保温层的机械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

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2]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

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酚醛树脂26份、聚氨酯32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5份、石墨烯2.1份、竹炭纤维13份、

氧化锆纤维5份、膨胀珍珠岩12份、硅酸钙7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18份、膨胀玻化微珠5份、

增塑剂12份、发泡剂5份；

（2）称取配比量的聚氨酯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60℃，向反应釜中加入石墨

烯，反应2h，再加入配比量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继续反应1h，得到产物a1；

（3）将产物a1与配比量的酚醛树脂加入到混炼机中，混炼5min，然后再加入配比量的竹

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和增塑剂，继

续混炼10min，得到产物a2；

（4）再向产物a2中加入配比量的发泡剂，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将产物置于模具中发泡

成型，冷却，即得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

[0023] 其中，所述高粘凹凸棒石粘土为自然风化后的凹凸棒石粘土经提纯后，将其置于

马弗炉中以20℃/min的升温速度程序升温至800℃，恒温焙烧4h，冷却之后即得到的产物。

[0024] 其中，所述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0025] 其中，所述发泡剂为正庚烷。

[0026] 其中，所述氧化锆纤维中氧化锆的含量为90%。

[0027] 其中，所述步骤（2）中石墨烯的加入方法为：首先将石墨烯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0.4g/mL的水溶液，然后将混合物滴加至反应釜中，控制滴加速度使其在30min内滴加完毕。

[0028] 其中，所述步骤（3）中混炼温度为160℃。

[0029] 其中，所述步骤（3）中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

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加入混炼机前均需对其进行粉碎，并过100目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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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其中，所述步骤（4）中产物发泡成型前先对其进行预热至50℃。

[0031]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

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酚醛树脂20份、聚氨酯25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2份、石墨烯0.5份、竹炭纤维7份、

氧化锆纤维3份、膨胀珍珠岩6份、硅酸钙5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11份、膨胀玻化微珠4份、增

塑剂7份、发泡剂3份；

（2）称取配比量的聚氨酯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50℃，向反应釜中加入石墨

烯，反应2h，再加入配比量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继续反应0.5h，得到产物a1；

（3）将产物a1与配比量的酚醛树脂加入到混炼机中，混炼3min，然后再加入配比量的竹

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和增塑剂，继

续混炼10min，得到产物a2；

（4）再向产物a2中加入配比量的发泡剂，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将产物置于模具中发泡

成型，冷却，即得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

[0032] 其中，所述高粘凹凸棒石粘土为自然风化后的凹凸棒石粘土经提纯后，将其置于

马弗炉中以20℃/min的升温速度程序升温至800℃，恒温焙烧4h，冷却之后即得到的产物。

[0033] 其中，所述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0034] 其中，所述发泡剂为正戊烷。

[0035] 其中，所述氧化锆纤维中氧化锆的含量为90%。

[0036] 其中，所述步骤（2）中石墨烯的加入方法为：首先将石墨烯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0.4g/mL的水溶液，然后将混合物滴加至反应釜中，控制滴加速度使其在25min内滴加完毕。

[0037] 其中，所述步骤（3）中混炼温度为150℃。

[0038] 其中，所述步骤（3）中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

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加入混炼机前均需对其进行粉碎，并过100目筛处理。

[0039] 其中，所述步骤（4）中产物发泡成型前先对其进行预热至45℃。

[0040]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

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酚醛树脂30份、聚氨酯36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8份、石墨烯3.2份、竹炭纤维15份、

氧化锆纤维9份、膨胀珍珠岩13份、硅酸钙10份、高粘凹凸棒石粘土20份、膨胀玻化微珠7份、

增塑剂15份、发泡剂8份；

（2）称取配比量的聚氨酯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60℃，向反应釜中加入石墨

烯，反应1h，再加入配比量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继续反应1h，得到产物a1；

（3）将产物a1与配比量的酚醛树脂加入到混炼机中，混炼5min，然后再加入配比量的竹

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和增塑剂，继

续混炼5min，得到产物a2；

（4）再向产物a2中加入配比量的发泡剂，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将产物置于模具中发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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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冷却，即得所述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

[0041] 其中，所述高粘凹凸棒石粘土为自然风化后的凹凸棒石粘土经提纯后，将其置于

马弗炉中以20℃/min的升温速度程序升温至800℃，恒温焙烧4h，冷却之后即得到的产物。

[0042] 其中，所述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0043] 其中，所述发泡剂为石油醚。

[0044] 其中，所述氧化锆纤维中氧化锆的含量为95%。

[0045] 其中，所述步骤（2）中石墨烯的加入方法为：首先将石墨烯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0.6g/mL的水溶液，然后将混合物滴加至反应釜中，控制滴加速度使其在30min内滴加完毕。

[0046] 其中，所述步骤（3）中混炼温度为160℃。

[0047] 其中，所述步骤（3）中竹炭纤维、氧化锆纤维、膨胀珍珠岩、硅酸钙、高粘凹凸棒石

粘土、膨胀玻化微珠加入混炼机前均需对其进行粉碎，并过100目筛处理。

[0048] 其中，所述步骤（4）中产物发泡成型前先对其进行预热至50℃。

[0049] 对比例：

按照申请号为201610168502.4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方法制备低温绝热管道用保温

层。

[0050] 试验：

将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低温绝热管道用保温层及对比例方法制备得到的低温

绝热管道用保温层进行性能测试，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25℃导热系数W/（m*K） 耐低程度℃ 抗压强度kPa 吸水率% 尺寸稳定性%

实施例1 0.0298 -273 368 1.56 1.65

实施例2 0.0301 -273 362 1.89 1.81

实施例3 0.0297 -273 369 1.73 1.63

对比例 0.0322 -135 285 3.22 2.43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低温绝热管道用保温层与对比例制备的低

温绝热管道用保温层相比导热系数大大降低，说明本发明保温层具有优异的绝热保温效

果；且耐低温程度及抗压程度具有显著的提高，此外，吸水率较低，尺寸稳定性较好，说明本

发明的保温层具有较好的使用稳定性。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的低温绝热管道外层保温层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安全无

污染，制备得到的保温层不仅具有较好的保温效果，还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及耐腐蚀性能，

且原料成本低，产品使用寿命长，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及前景。

[0052]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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