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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铸板脱模剂，
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原料：
骨胶0 .7-0 .8份、
聚乙烯醇1 .5-1 .9份、
软木粉1 .5-2 .2份、
功能助剂0 .4-0 .5份和水94 .9
～95 .4份，
其中，
所述功能助剂由碳黑材料和十
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铸板脱
模剂的制备方法。
本发明提供的铸板脱模剂粘附
力强、
耐高温、
保温又兼顾通气顺畅，
可以改善板
栅浇铸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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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铸板脱模剂，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骨胶0 .7-0 .8份、聚乙烯醇
1 .5-1 .9份、
软木粉1 .5-2 .2份、
功能助剂0 .4-0 .5份和水94 .9～95 .4份，
其中，
所述功能助剂
由碳黑材料和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
所述软木粉的粒径为150目-200目。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板脱模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黑 材料包括气黑和乙炔黑。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板脱模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黑材料与所述十二水合硫酸铝
钾的重量比为(0 .12-0 .20)：
(0 .20-0 .28)。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铸板脱模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黑材料与所述十二水合硫酸铝
钾的重量比为3:7。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板脱模剂，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铸板脱模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骨胶 0 .7-0 .8份、
聚乙烯醇1 .5-1 .9份、软木粉2 .0份、功能助剂0 .4份和水94 .9～95 .4
份。
6 .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铸板脱模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一：
将水加入至铝锅中，
进行加热；
步骤二：
将水加热到85℃-90℃，
将骨胶和聚乙烯醇加入铝锅中，
继续加热并搅拌均匀；
步骤三：
将软木粉加入铝锅中，
同时持续搅拌；
步骤四：
煮沸后加入由碳黑材料和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的功能助剂，
并搅拌均匀，
使
其充分溶解；
步骤五：
煮沸时间大于5分钟后，
停止加热，
冷却后，
即可得到铸板脱模剂。

2

CN 108941443 B

说

明

书

1/3 页

一种铸板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铸板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属于铸造脱模剂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板栅是铅酸蓄电池的核心组件之一，
在铅酸蓄电池中，
板栅作为活性物质的载体，
起着骨架支撑和粘附活性物质的作用，
同时，
板栅还作为电流的传导体起着集流、
汇流和输
流的作用。在铅酸蓄电池行业绝大部分板栅是由铅基合金通过重力浇铸制成。
[0003] 脱模剂喷涂在模具内腔，
发挥保温、润滑、调整厚度等作用。脱模剂主要由粉料、
悬
浮剂、功能助剂和溶剂组成。粉料通常是硅酸纳或骨胶（低纯度明胶肽蛋白质）+聚乙烯醇，
悬浮剂是软木粉，
溶剂是水，
功能助剂可以显著改善脱模剂使用性能。
[0004] 未添加功能助剂的脱模剂普遍存在耐用性差的问题，
约4小时要喷刷1次，
浇铸过
程中还容易产生气孔、
断筋等，
良好的功能助剂可以改善板栅浇铸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0005]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铸板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以克服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
提供了一种铸板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该铸板脱模剂粘附力强、
耐高温、
保温又兼顾通气顺畅，
可以改善板栅浇铸质量，
提高生产
效率。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铸板脱模剂，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骨胶0 .7-0 .8份、
聚乙烯醇
1 .5-1 .9份、
软木粉1 .5-2 .2份、
功能助剂0 .4-0 .5份和水94 .9～95 .4份，
其中，
所述功能助剂
由碳黑材料和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碳黑 材料包括气黑和乙炔黑。
[0010] 进一步地 ，
所述碳黑材料与所述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的重量比 为（0 .12-0 .20）：
（0 .20-0 .28）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碳黑材料与所述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的重量比为3:7。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铸板脱模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骨胶 0 .7-0 .8份、聚乙烯醇
1 .5-1 .9份、
软木粉2 .0份、
功能助剂0 .4份和水94 .9～95 .4份。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软木粉的粒径为150目-200目。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铸板脱模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一：
将水加入至铝锅中，
进行加热；
[0016] 步骤二：
将水加热到85℃-90℃，
将骨胶和聚乙烯醇加入铝锅中，
继续加热并搅拌
均匀；
[0017] 步骤三：
将软木粉加入铝锅中，
同时持续搅拌；
[0018] 步骤四：
煮沸后加入由碳黑材料和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的功能助剂，
并搅拌均
匀，
使其充分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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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步骤五：
煮沸时间大于5分钟后，
停止加热，
冷却后，
即可得到铸板脱模剂。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铸板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该铸板脱模剂粘附力强、
耐高温、
保
温又兼顾通气顺畅，
可以改善板栅浇铸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铸板脱模剂，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骨胶0 .7-0 .8份、
聚
乙烯醇1 .5-1 .9份、
软木粉1 .5-2 .2份、
功能助剂0 .4-0 .5份和水94 .9～95 .4份，
其中，
所述功
能助剂由碳黑材料和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在本较佳实施例中，
所述铸板脱模剂包括以
下重量份的原料：
骨胶 0 .7-0 .8份、
聚乙烯醇1 .5-1 .9份、
软木粉2 .0份、
功能助剂0 .4份和水
94 .9～95 .4份。
[0024] 其中，
所述碳黑 材料包括气黑和乙炔黑，
所述碳黑材料与所述十二水合硫酸铝钾
的重量比为（0 .12-0 .20）：
（0 .20-0 .28）。在实际生产中，
根据不同板栅厚度，
来调整碳黑材
料与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的重量比。在本较佳实施例中，
所述碳黑材料与所述十二水合硫酸
铝钾的重量比为3:7。
[0025] 所述铸板脱模剂的原料中，
水用作溶剂，
使各组分分散均匀；
骨胶粘合性好，
可延
长脱模剂使用时间；
聚乙烯醇可促进各组分的充分混合；
软木粉主要起到保温、排气作用，
软木粉的粒径为150目-200目，
保证良好的透气性；
碳黑材料用于提高脱模剂耐高温性、
改
善脱模效果。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铸板脱模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一：
将水加入至铝锅中，
进行加热。
[0028] 步骤二：
将水加热到85℃-90℃，
将骨胶和聚乙烯醇加入铝锅中，
继续加热并搅拌
均匀。
[0029] 步骤三：
将软木粉加入铝锅中，
同时持续搅拌。
[0030] 步骤四：
煮沸后加入由碳黑材料和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组成的功能助剂，
并搅拌均
匀，
使其充分溶解。
[0031] 步骤五：
煮沸时间大于5分钟后，
停止加热，
冷却后，
即可得到铸板脱模剂。
[0032] 以下通过多个具体实施例进行说明：
[0033] 实施例一：
铸板脱模剂的原料按重量份组成如下：
骨胶0 .7份、
聚乙烯醇1 .8份、软
木粉2 .0份、功能助剂0 .4份（其中碳黑材料与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的重量比为3:7）和水95 .1
份，
按上述比例调配的脱模剂，
针对2 .2mm厚度的铅钙板栅，
铸片速度达16 .5片/分钟，
一次
喷模可使用时间达8小时，
产品无断筋、
气孔、
热裂等问题。
[0034] 实施例二：
铸板脱模剂的原料按重量份组成如下：
骨胶0 .8份、
聚乙烯醇1 .9份、软
木粉2 .2份、功能助剂0 .5份（其中碳黑材料与十二水合硫酸铝钾的重量比为3:7）和水95 .4
份，
按上述比例调配的脱模剂，
针对2 .2mm厚度的铅钙板栅，
铸片速度达17 .2片/分钟，
一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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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模可使用时间达8 .2小时，
产品无断筋、
气孔、
热裂等问题。
[0035] 综上所述，
本发明提供的铸板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该铸板脱模剂粘附力强、
耐高
温、
保温又兼顾通气顺畅，
可以改善板栅浇铸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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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