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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耐高温透明胶及其制备方法。该透明胶由以下重

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

酸酯30~40份、乙二醇丁醚40~50份、乙二胺1~3

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2份、山梨醇2~
5份、硬脂酸钙2~3份、活性剂2~4份、聚二甲基硅

氧烷1~3份、防腐剂3~5份和乙酸异丁酯20~30份。

本发明透明胶具有较好的耐高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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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高温透明胶，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

二异氰酸酯30~40份、乙二醇丁醚40~50份、乙二胺1~3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2

份、山梨醇2~5份、硬脂酸钙2~3份、活性剂2~4份、聚二甲基硅氧烷1~3份、防腐剂3~5份和乙

酸异丁酯20~30份；

所述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30~40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20~30mL的蒸馏水中，研磨2~3h，得到研磨液；

（2）将5~10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50~60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烷二异

氰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1~2h，然后放入冰箱

中进行低温处理3~5h；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3~5h，

控制干燥温度为60~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透明胶，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

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1:1.2~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透明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

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为1:1~2:1~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透明胶，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低温处理温

度为-10℃~-5℃。

5.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加热

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0~50℃，搅拌速度2500~2800r/min；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脂酸

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5~60℃，搅拌3~6h；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0~95℃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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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高温透明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耐高温透明胶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透明胶是将各种玻璃与其它基材进行粘结和密封的材料，玻璃透明胶通常溶

于水，在家居装饰装修中不可避免要用到玻璃透明胶，使用玻璃胶将玻璃与固体粘结，使玻

璃稳定，由于玻璃置于室外，夏季高温天气，玻璃透明胶容易发生老化，造成其大分子受热

降解，其粘性降低，玻璃透明胶容易发生脱落，一是影响玻璃的美观，二是玻璃透明胶脱落

后，玻璃容易晃动，发出噪音，影响办公和休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透明胶不耐高温，容易脱落的问题，提供一种能够耐

高温的透明胶。

[000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

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30～40份、乙二醇丁醚40～50份、乙二胺1

～3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2份、山梨醇2～5份、硬脂酸钙2～3份、活性剂2～4

份、聚二甲基硅氧烷1～3份、防腐剂3～5份和乙酸异丁酯20～30份。

[0006] 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与乙二醇丁醚接枝，生成的粘结物质具有较好的粘结

性能，使用乙二胺作为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与乙二醇丁醚反应的催化剂，甲基乙烯

基双吡咯烷酮硅烷为链增长剂，山梨醇为保湿剂，硬脂酸钙为凝胶剂，聚二甲基硅氧烷为消

泡剂，乙酸异丁酯为溶剂。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

混合比为1:1.2～2。

[0008] 作为优选，所述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

的混合比为1:1～2:1～1.5。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将30～40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20～30mL的蒸馏水中，研磨2～3h，得到研磨

液；

[0011] (2)将5～10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50～60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

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1～2h，然后

放入冰箱中进行低温处理3～5h；

[0012]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3

～5h，控制干燥温度为60～80℃。

[0013] 本发明使用羧甲基环糊精与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混合，形成羧甲基环糊精包合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结构，在高温条件下，羧甲基环糊精吸收外部部分热量，保护内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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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二苯基甲烷二异氰及其聚合物不易分解，提高其耐热性能；另外二苯基甲烷二异氰与

乙二醇丁醚接枝聚合后形成长链结构，羧甲基环糊精将其包合，羧甲基环糊精内部填满二

苯基甲烷二异氰与乙二醇丁醚的长链聚合物，在外力作用下具有较强的缓冲作用，原理类

似于充气的气球，能够保护玻璃在到震动时，粘在玻璃上的胶体能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消耗掉一部分作用力，保护玻璃不受损坏。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低温处理温度为-10℃～-5℃。

[0015]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

加热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0～50℃，搅拌速度2500～2800r/min；

[0017]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5～60℃，搅拌3～6h；

[0018]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0～95℃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

拌均匀并灌装。

[0019]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具有耐高温性能；(2)能够保护固定的易碎物

品；(3)粘性较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

[0021] 本发明中，若非特指，所采用的原料和设备等均可从市场购得或是本领域常用的，

实施例中的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30份、乙二醇丁醚40份、乙二胺1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份、山梨醇2份、硬脂酸

钙2份、活性剂2份、聚二甲基硅氧烷1份、防腐剂3份和乙酸异丁酯20份。

[0024] 其中，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

1:1.2。

[0025] 其中，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

为1:1:1。

[0026] 其中，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将30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20mL的蒸馏水中，研磨2h，得到研磨液；

[0028] (2)将5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50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烷二异氰

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1h，然后放入冰箱中进

行低温处理3h，温度控制在-10℃；

[0029]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

3h，控制干燥温度为60℃。

[0030]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

加热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0℃，搅拌速度2500r/min；

[0032]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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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5℃，搅拌3h；

[0033]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0℃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32份、乙二醇丁醚43份、乙二胺1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份、山梨醇3份、硬脂酸

钙2份、活性剂2份、聚二甲基硅氧烷1份、防腐剂3份和乙酸异丁酯23份。

[0036] 其中，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

1:1.4。

[0037] 其中，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

为1:1.3:1.2。

[0038] 其中，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将33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23mL的蒸馏水中，研磨2.3h，得到研磨液；

[0040] (2)将6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52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烷二异氰

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1.3h，然后放入冰箱中

进行低温处理3.5h，温度控制在-8℃；

[0041]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

3.5h，控制干燥温度为65℃。

[0042]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

加热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2℃，搅拌速度2600r/min；

[0044]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6℃，搅拌4h；

[0045]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2℃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35份、乙二醇丁醚45份、乙二胺2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5份、山梨醇3.5份、硬

脂酸钙2.5份、活性剂3份、聚二甲基硅氧烷2份、防腐剂4份和乙酸异丁酯25份。

[0048] 其中，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

1:1.6。

[0049] 其中，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

为1:1.5:1.3。

[0050] 其中，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将35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25mL的蒸馏水中，研磨2.5h，得到研磨液；

[0052] (2)将7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54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烷二异氰

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1.6h，然后放入冰箱中

进行低温处理4h，温度控制在-7℃；

[0053]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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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控制干燥温度为70℃。

[0054]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

加热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5℃，搅拌速度2650r/min；

[0056]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7℃，搅拌4.5h；

[0057]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3℃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0058] 实施例4

[0059]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38份、乙二醇丁醚47份、乙二胺3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2份、山梨醇4份、硬脂酸

钙3份、活性剂4份、聚二甲基硅氧烷3份、防腐剂5份和乙酸异丁酯28份。

[0060] 其中，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

1:1.8。

[0061] 其中，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

为1:1.8:1.4。

[0062] 其中，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将38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27mL的蒸馏水中，研磨2.7h，得到研磨液；

[0064] (2)将8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57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烷二异氰

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1.8h，然后放入冰箱中

进行低温处理4.5h，温度控制在-6℃；

[0065]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

3.5～4.5h，控制干燥温度为75℃。

[0066]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7]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

加热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8℃，搅拌速度2700r/min；

[0068]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8℃，搅拌5h；

[0069]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4℃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0070] 实施例5

[0071]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40份、乙二醇丁醚50份、乙二胺3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2份、山梨醇5份、硬脂酸

钙3份、活性剂4份、聚二甲基硅氧烷3份、防腐剂5份和乙酸异丁酯30份。

[0072] 其中，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

1:2。

[0073] 其中，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

为1:2:1.5。

[0074] 其中，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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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1)将40g羧甲基环糊精加入到30mL的蒸馏水中，研磨3h，得到研磨液；

[0076] (2)将10g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入到60mL乙酸异丁酯中得到二苯基甲烷二异

氰酸酯溶液，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溶液加入到研磨液中，进行研磨2h，然后放入冰箱中

进行低温处理5h，温度控制在-5℃；

[0077] (3)将步骤(2)低温处理过的研磨液用去离子水洗涤，然后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

5h，控制干燥温度为80℃。

[0078]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9] (a)将配方重量份的改性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

加热搅拌，控制加热温度50℃，搅拌速度2800r/min；

[0080]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60℃，搅拌6h；

[0081]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5℃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0082] 对比例1

[0083]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由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制成：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35

份、乙二醇丁醚45份、乙二胺2份、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1.5份、山梨醇3.5份、硬脂酸

钙2.5份、活性剂3份、聚二甲基硅氧烷2份、防腐剂4份和乙酸异丁酯25份。

[0084] 其中，活性剂为聚山梨酯和透明皂基的混合物，聚山梨酯与透明皂基的混合比为

1:1.6。

[0085] 其中，防腐剂为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液，羟苯乙酯、丙酯和乙酯的混合比

为1:1.5:1.3。

[0086] 一种耐高温透明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7] (a)将配方重量份的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乙酸异丁酯加入到反应釜中，加热

搅拌，控制加热温度45℃，搅拌速度2650r/min；

[0088] (b)将配方重量份的乙二醇丁醚、乙二胺、甲基乙烯基双吡咯烷酮硅烷、山梨醇、硬

脂酸钙、活性剂和聚二甲基硅氧烷加入反应釜中，控制温度在57℃，搅拌4.5h；

[0089] (c)加入配方重量份的防腐剂，控制温度在93℃进行真空脱泡，脱泡完成后搅拌均

匀并灌装。

[0090] 实施1～5及对比例1固化后的样品拉伸强度测试：

[0091]

[0092] 将实施1～5及对比例1固化好的透明胶置于180℃的条件下，老化10天，然后测试

其拉伸强度：

[0093]

[009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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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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