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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黑刚玉砂带及其制备方
法，
包括基材，
灌入在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和
黑刚玉磨料混合物，
黑刚玉磨料均匀分布在改性
环氧树脂中；
所述黑刚玉磨料的粒度范围是P40360；
所述黑刚玉磨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
以上；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
10-20% ；
所述基材为无纺布、棉布、混纺布或纱
布。本发明改变了传统砂带的制备工艺，
避免之
前的采用涂胶大量使用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
对工人身体上的危害的问题，
同时避免了采用涂
胶连接，
在使用时间稍长后容易导致磨料脱落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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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黑刚玉砂带，
其特征在于，
包括基材，
灌入在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和黑刚玉磨
料混合物，
黑刚玉磨料均匀分布在改性环氧树脂中 ；
所述黑刚玉磨料的粒度范围是P40360；
所述黑刚玉磨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以上；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
重量的10-20%；
所述基材为无纺布、
棉布、
混纺布或纱布；
所述基材的厚度为1-2cm；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包括环氧树脂，
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固化剂；
其中，
固化剂的加入量
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改性剂的加入
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
2 .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刚玉砂带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环氧树脂改性
在环氧树脂中加入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然后在搅拌下加入化学计量的固化剂，
直至固
化剂完全溶解；
其中，
固化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为
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改性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
步骤2：
共混
向改性后的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磨料，
其中黑刚玉磨料的重量与改性后的环氧树脂
之间的重量比是3 .5-7:1，
混合均匀待用；
步骤3：
灌浆
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安装扁平喷嘴，用偏平喷嘴在基材两面对吹，
并用轴辊
对基材进行碾压，
树脂和磨料在容器内不停的搅拌，
以保证磨料和树脂液的均匀混合，
也保
证了喷嘴喷出的树脂磨料混合液均匀分布在基材中；
步骤4：
固化定型
采用干燥箱固化进行固化，
固化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50℃-70℃的干燥箱中初步固化
2-3个小时，
初步固化后，
干燥箱升温至150-170℃，
高温固化25-30个小时；
然后降温至50度
后，
移出干燥箱，
即可。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刚玉砂带，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化剂采用聚酰胺，
所述改性
剂为聚丁二烯，
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刚玉砂带，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固化定型步骤中，
升温与降
温均采用均速方式。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刚玉砂带，
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2共混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
调色剂，
对共混物进行调色。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黑刚玉砂带，
其特征在于，
所述调色剂为铁红、
铁黑或者铁黄，
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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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刚玉砂带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磨具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黑刚玉砂带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黑刚玉是以高铝矾土加高铁铝矾土或者氧化铁屑，
在电弧炉里经过高温熔融冶炼
然后冷却，
从而制得的一种以Al2O3和铁尖晶石为主矿相的灰黑色结晶体。其主要化学成分
为三氧化二铝（Al2O3），
三氧化二铁（Fe2O3），
另有部分二氧化硅（SiO2），
二氧化钛（TiO2）及
其它成份。黑刚玉生产工艺决定了生产电耗低于棕刚玉，
排放少，
是环境友好型高性价比的
磨料产品。
[0003] 黑刚玉磨料传统上主要用于各种工件的喷砂、
研磨、
抛光等表面处理，
特别是对不
锈钢工件抛光具有独特的优势，
经黑刚玉抛光的不锈钢工件表面色泽均匀一致，
显示出不
锈钢本质的光泽，
不会有烧伤的痕迹，
颜值很高。近十几年来，
黑刚玉应用的研究逐步深入，
应用更加广泛，
发现黑刚玉跟其它高硬度高耐用性的磨料复合，
制作的磨具性能更加优良。
[0004] 现有不锈钢产品的抛光一般采用布轮作为基材，
在布轮外缘涂胶、粘砂制成抛光
轮，
磨料颗粒粘在布轮外缘表面，
在使用时，
磨料容易磨损、脱落，
这时砂轮就需要重新涂
胶、
粘砂才能继续使用，
这就造成砂轮的工作效率低、
稳定性低，
容易造成打磨抛光不均匀，
反复涂胶成本高，
且作为粘接剂的胶通常有刺激性气味，
不利于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0005] 在研发初期调研中，
我们发现无纺布具有防潮、透气、柔韧、质轻、不助燃、容易分
解、
无毒无刺激性、
色彩丰富、
价格低廉、
可循环再用等特点。而现有的工业打磨中使用的砂
带是在基材的表面进行静电植砂，
含砂量仅有表面一层砂，
打磨过程中砂粒极易脱落，
且表
层的沙粒脱落后砂带就报废，
不能再重复植砂，
砂带耐用性很低，
使用寿命很短。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现有的黑刚玉砂带在使用中存在，
磨料容易脱落，
需要反复使用涂胶，
导致成本增加，
其不利于工人的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的问题，
提出一种打磨更均匀，
更利于工
人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的黑刚玉砂带和制造黑刚玉砂带的方法。
[0007] 本发明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黑刚玉砂带，
包括基材，
灌入在基
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和黑刚玉磨料混合物，
黑刚玉磨料均匀分布在改性环氧树脂中；
所述
黑刚玉磨料的粒度范围是P40-360；
黑刚玉磨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以上；
所述改性
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10-20%，
所述基材为无纺布、
棉布、
混纺布或纱布。
[0008] 其中所述基材的厚度为1-2cm，
采用此厚度范围 ，
既能保证黑刚玉磨料的附着效
果，
又能减少基材的使用量，
降低生产成本。
[0009]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包括环氧树脂，
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固化剂；
其中，
固化剂的加
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改性剂的
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
[0010] 其中，
所述固化剂采用聚酰胺，
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
所述改性剂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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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烯，
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
其中，
双酚A环氧
树脂是热塑性树脂，
但具有热固性，
能与多种固化剂、
催化剂及添加剂形成多种性能优异的
固化物。
[0011] 所述粘度调节剂为丙酮、
甲乙酮、
环己酮或者正丁醇。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
将黑刚玉砂料均匀混合在改性环氧树脂中，
再将混合的砂料
灌注到基材中，
使黑刚玉砂料均匀分布在整个基材内部，
而不是粘接在基材表面，
也不用像
现有的抛光砂轮一样在使用过程中反复涂胶、
粘砂，
节省了大量的操作工序，
保证了砂带工
作性能的稳定性，
提高打磨抛光效率，
抛光的均匀性更好。基材采用无纺布、棉布或者纱布，
此种基材质地柔软，
孔隙率大，
价格便宜，
能够提高单位面积的含砂量，
在打磨抛光过程中，
基材的纤维会能够随砂料一同磨损、消耗，
外层砂料磨损后会使里层的砂料露出来，
不会因
为表面砂料磨损、
脱落而影响打磨效果。环氧树脂中加入聚丁二烯改性剂，
能够提高树脂的
柔韧性，
便于将树脂砂料的混合物灌注到基材中去。聚酰胺固化剂的添加能够增强环氧树
脂的弹性、
韧性和粘结性，
保证抛光砂带具有所需的弹性和强度，
提高砂带的耐用性。
[0013]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述黑刚玉砂带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1：
环氧树脂改性在环氧树脂中加入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然后在搅拌下加入化学
计量的固化剂，
直至固化剂完全溶解；
其中，
固化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
粘
度调节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改性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
[0014] 步骤2：
共混向改性后的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磨料，
其中黑刚玉磨料的重量与改
性后的环氧树脂之间的重量比是3 .5-7:1，
混合均匀待用。
[0015] 步骤3：
灌浆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安装扁平喷嘴，
用偏平喷嘴在基材两面
对吹，
并用轴辊对基材进行碾压，
树脂和磨料在容器内不停的搅拌，
以保证磨料和树脂液的
均匀混合，
也保证了喷嘴喷出的树脂磨料混合液均匀分布在基材中。
[0016] 步骤4：
固化定型采用干燥箱固化进行固化，
固化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50℃-70℃
的干燥箱中初步固化2-3个小时，
初步固化后，
干燥箱升温至150-170℃，
高温固化25-30个
小时；
然后降温至50度后，
移出干燥箱，
即可。
[0017] 进一步，
在所述固化定型步骤中，
升温与降温均采用均速方式，
采用均速升温或者
降温，
采用此种方式的升温或者降温，
避免了砂带因温度骤然升高或者降低而导致的砂带
表面龟裂问题。
[0018] 进一步，
在步骤2共混的过程中加入的调色剂，
对共混物进行调色。
[0019] 进一步，
所述调色剂为铁红、铁黑或者铁黄，
根据生产中的需求进行调色剂的加
入，
因为调色剂为直观加入，
具体颜色根据直观观察，
一般加入量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
的的1-3%。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黑刚玉砂带及其制备方法，
改变了传统
砂带的制备工艺，
避免之前的采用涂胶大量使用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工人身体上的危
害的问题，
同时避免了采用涂胶连接，
在使用时间稍长后容易导致磨料脱落的问题。采用本
发明抛光的工件表面色泽更加均匀一致，
并且痕迹小，
在磨削和耐磨产品领域具有非常重
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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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一种黑刚玉砂带，
包括基材，
灌入在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和黑刚玉磨料
混合物，
黑刚玉磨料均匀分布在改性环氧树脂中；
其中，
黑刚玉磨料的粒度是P40；
黑刚玉磨
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10%，
所述基材为
无纺布。
[0022] 其中所述基材的厚度为1cm，
采用此厚度范围，
既能保证黑刚玉磨料的附着效果，
又能减少基材的使用量，
降低生产成本。
[0023] 一种上述黑刚玉砂带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环氧树脂改性
在环氧树脂中加入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然后在搅拌下加入化学计量的固化剂，
直至固化剂
完全溶解；
其中，
固化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
重量的6％，
改性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
[0024] 其中，
固化剂为聚酰胺；
粘度调节剂有称稀释剂，
主要作用是降低环氧树脂配方体
系的粘度，
改善工艺性能。但稀释剂的加入对环氧树脂固化物的HDT、机械性能等有很明显
的影响。
因此，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较少，
一般采用丙酮、
甲乙酮、
环己酮或者正丁醇作为稀
释剂。
[0025] 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
能够增加环氧树脂的韧性，
防止断裂。
[0026] 步骤2：
共混向改性后的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磨料，
其中黑刚玉磨料的重量与改
性后的环氧树脂之间的重量比是7:1，
混合均匀待用。共混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调色剂，
对
共混物进行调色。
所述调色剂为铁红，
将共混物调成红色。颜料的应用为共混物重量的1%。
[0027] 步骤3：
灌浆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安装扁平喷嘴，
用偏平喷嘴在基材两面
铺设，
铺设均匀后，用轴辊对基材进行碾压，
树脂和磨料在容器内不停的搅拌，
以保证磨料
和树脂液的均匀混合，
也保证了喷嘴喷出的树脂磨料混合液均匀分布在基材中。
[0028] 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设置有两个出料口，
在出料口处通过管道设置扁平
喷嘴，
树脂和磨料的混合物在重力的作用下，
通过扁平喷嘴在基材上进行铺设。
[0029] 步骤4：
固化定型采用干燥箱固化进行固化，
固化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50℃的干
燥箱中初步固化2个小时，
初步固化后，
干燥箱均速升温至150℃，
高温固化25个小时；
然后
降温至50度后，
移出干燥箱，
即可。
[0030] 实施例2一种黑刚玉砂带，
包括基材，
灌入在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和黑刚玉磨料
混合物，
黑刚玉磨料均匀分布在改性环氧树脂中；
其中，
黑刚玉磨料的粒度是P200；
黑刚玉
磨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5%；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15%，
所述基材
为混纺布。
[0031] 其中所述基材的厚度为1 .5cm，
采用此厚度范围 ，
既能保证黑刚玉磨料的附着效
果，
又能减少基材的使用量，
降低生产成本。
[0032] 一种上述黑刚玉砂带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环氧树脂改性
在环氧树脂中加入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然后在搅拌下加入化学计量的固化剂，
直至固化剂
完全溶解；
其中，
固化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35％，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
重量的10％，
改性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7％。
[0033] 其中，
固化剂为聚酰胺；
粘度调节剂有称稀释剂，
主要作用是降低环氧树脂配方体
系的粘度，
改善工艺性能。但稀释剂的加入对环氧树脂固化物的HDT、机械性能等有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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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因此，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较少，
一般采用丙酮、
甲乙酮、
环己酮或者正丁醇作为稀
释剂。
[0034] 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
能够增加环氧树脂的韧性，
防止断裂。
[0035] 步骤2：
共混向改性后的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磨料，
其中黑刚玉磨料的重量与改
性后的环氧树脂之间的重量比是5:1，
混合均匀待用。共混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调色剂，
对
共混物进行调色。所述调色剂为铁黄，
将共混物调成黄色。颜料的应用为共混物的重量的
2%。
[0036] 步骤3：
灌浆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安装扁平喷嘴，
用偏平喷嘴在基材两面
铺设，
铺设均匀后，用轴辊对基材进行碾压，
树脂和磨料在容器内不停的搅拌，
以保证磨料
和树脂液的均匀混合，
也保证了喷嘴喷出的树脂磨料混合液均匀分布在基材中。
[0037] 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设置有两个出料口，
在出料口处通过管道设置扁平
喷嘴，
树脂和磨料的混合物在重力的作用下，
通过扁平喷嘴在基材上进行铺设。
[0038] 步骤4：
固化定型采用干燥箱固化进行固化，
固化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60℃的干
燥箱中初步固化2 .5个小时，
初步固化后，
干燥箱均速升温至160℃，
高温固化28个小时；
然
后降温至50度后，
移出干燥箱，
即可。
[0039] 实施例3一种黑刚玉砂带，
包括基材，
灌入在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和黑刚玉磨料
混合物，
黑刚玉磨料均匀分布在改性环氧树脂中；
其中，
黑刚玉磨料的粒度是P360；
黑刚玉
磨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20%，
所述基材
为纱布。
[0040] 其中所述基材的厚度为2cm，
采用此厚度范围，
既能保证黑刚玉磨料的附着效果，
又能减少基材的使用量，
降低生产成本。
[0041] 一种上述黑刚玉砂带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环氧树脂改性
在环氧树脂中加入改性剂、
粘度调节剂，
按通常方法共混，
然后在搅拌下加入化学计量的固
化剂，
直至固化剂完全溶解；
其中，
固化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0％，
粘度调节剂的
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5％，
改性剂的加入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0％。
[0042] 其中，
固化剂为聚酰胺；
粘度调节剂有称稀释剂，
主要作用是降低环氧树脂配方体
系的粘度，
改善工艺性能。但稀释剂的加入对环氧树脂固化物的HDT、机械性能等有很明显
的影响。
因此，
粘度调节剂的加入量较少，
一般采用丙酮、
甲乙酮、
环己酮或者正丁醇作为稀
释剂。
[0043] 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
能够增加环氧树脂的韧性，
防止断裂。
[0044] 步骤2：
共混向改性后的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磨料，
其中黑刚玉磨料的重量与改
性后的环氧树脂之间的重量比是3 .5:1，
混合均匀待用。共混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调色剂，
对共混物进行调色。所述调色剂为铁黑，
将共混物调成黑色。颜料的应用为共混物的重量的
3%。
[0045] 步骤3：
灌浆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安装扁平喷嘴，
用偏平喷嘴在基材两面
铺设，
铺设均匀后，用轴辊对基材进行碾压，
树脂和磨料在容器内不停的搅拌，
以保证磨料
和树脂液的均匀混合，
也保证了喷嘴喷出的树脂磨料混合液均匀分布在基材中。
[0046] 在盛有树脂和磨料的容器下方设置有两个出料口，
在出料口处通过管道设置扁平
喷嘴，
树脂和磨料的混合物在重力的作用下，
通过扁平喷嘴在基材上进行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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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固化定型采用干燥箱固化进行固化，
固化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70℃的干
燥箱中初步固化3个小时，
初步固化后，
干燥箱均速升温至170℃，
高温固化30个小时；
然后
降温至50度后，
移出干燥箱，
即可。
[0048] 最后需说明的是，
以上者仅系本发明部分实施例，
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
依据本发
明的结构及特征，
稍加变化修饰而成者，
亦应包括在本发明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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