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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抛光砂带及其制备方法，

抛光砂带包括带状基材、灌注在基材内的改性环

氧树脂，以及均匀分布在改性环氧树脂内的黑刚

玉砂料；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

量比为3-7:1，黑刚玉砂料的粒度范围是P40-

P360；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改性环氧

树脂由下列原料制备而成：环氧树脂、固化剂、改

性剂和粘度调节剂，固化剂为聚酰胺，改性剂为

聚丁二烯。制备方法包括环氧树脂改性、共混、灌

浆、固化的步骤。本发明抛光砂带含砂量提高，磨

料颗粒分布在整个基材中，而不是只在表面，不

需要反复涂胶粘砂，使用寿命长，成本低、性价比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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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抛光砂带，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材、灌注在所述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以及均

匀分布在所述改性环氧树脂内的黑刚玉砂料；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比

为3-7:1，所述黑刚玉砂料的粒度范围是P40-P360；所述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由下列原料制备而成：环氧树脂、固化剂、改性剂和粘度调节剂，所

述固化剂为聚酰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添加量为环

氧树脂重量的5-10%；

所述粘度调节剂为丙酮、甲乙酮、环己酮或者正丁醇，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在所述改性环氧树脂中还添加有调色剂，所述调色剂为铁红、铁黑或铁黄，添加量为环

氧树脂重量的1-3%；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10-25%；

所述黑刚玉砂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以上；

所述基材的厚度为1-3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光砂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

3.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光砂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1）环氧树脂改性：在环氧树脂中加入固化剂、改性剂和粘度调节剂，搅拌混合均匀，其

中，所述固化剂为聚酰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添加

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所述粘度调节剂为丙酮、甲乙酮、环己酮或者正丁醇，添加量为

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2）共混：向步骤（1）所得的改性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砂料混合均匀，装入灌浆容器

中待用，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比为3-7:1，所用黑刚玉砂料的粒度范围

是P40-P360；

（3）灌浆：在盛有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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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浆的过程中，容器内的物料始终保持搅拌状

态；所述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

（4）固化：将步骤（3）灌浆完成的砂带放入干燥箱内进行固化，首先在50-70℃的条件下

初步固化2-3个小时，然后将干燥箱升温至150-170℃，高温固化25-30个小时后停止加热；

待干燥箱内温度降至50℃时，将砂带移出干燥箱，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抛光砂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抛光砂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还添加有调

色剂，所述调色剂为铁红、铁黑或铁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抛光砂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

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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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抛光砂带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抛光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抛光砂带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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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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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后的产品亮度、色泽极好。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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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一些行业采用砂带进行打磨、抛光，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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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含砂量高、性能更稳定的抛光砂带及其制备

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设计一种抛光砂带，包括基材、灌注在所述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以及均匀分布

在所述改性环氧树脂内的黑刚玉砂料；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比为3-7:

1，所述黑刚玉砂料的粒度范围是P40-P360；所述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

[0007] 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由下列原料制备而成：环氧树脂、固化剂、改性剂和粘度调节

剂，所述固化剂为聚酰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添加

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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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采用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

布，其孔隙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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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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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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 优选的，所述粘度调节剂为丙酮、甲乙酮、环己酮或者正丁醇，添加量为环氧树脂

重量的6-15%。

[0010] 优选的，在所述改性环氧树脂中还添加有调色剂，所述调色剂为铁红、铁黑或铁

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3%。调色剂可根据需要添加，以改变改性环氧树脂的颜色。

[0011] 优选的，所述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10-25%。

[0012] 优选的，所述黑刚玉砂料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70%以上。含砂量提高，可以使抛

光砂带的耐用性增加，抛光更加均匀，效果更加稳定。

[0013] 优选的，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双酚A型环氧树脂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粘

接性，制备的抛光砂轮韧性和耐热性更好。

[0014] 优选的，所述基材的厚度为1-3cm。

[0015]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上述的抛光砂带的制备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16] （1）环氧树脂改性：在环氧树脂中加入固化剂、改性剂和粘度调节剂，搅拌混合均

匀，其中，所述固化剂为聚酰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所述改性剂为聚丁二烯，

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5-10%；所述粘度调节剂为丙酮、甲乙酮、环己酮或者正丁醇，添加

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6-15%；

[0017] （2）共混：向步骤（1）所得的改性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砂料混合均匀，装入灌浆

容器中待用，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比为3-7:1，所用黑刚玉砂料的粒度

范围是P40-P360；

[0018] （3）灌浆：在盛有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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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浆的过程中，容器内的物料始终保持搅拌

状态；所述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

[0019] （4）固化：将步骤（3）灌浆完成的砂带放入干燥箱内进行固化，首先在50-70℃的条

件下初步固化2-3个小时，然后将干燥箱升温至150-170℃，高温固化25-30个小时后停止加

热；待干燥箱内温度降至50℃时，将砂带移出干燥箱，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抛光砂带。

[0020] 在步骤（2）中，还添加有调色剂，所述调色剂为铁红、铁黑或铁黄，添加量为环氧树

脂重量的1-3%。

[0021] 优选的，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

[0022] 在抛光砂带的制备过程中，选用的是1-3cm厚、1m-2m宽的大卷基材进行砂浆灌注

和固化，制备出来的也是大卷的砂带，在使用时裁剪出需要的尺寸制成首尾连接的环状砂

带即可。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4] 本发明抛光砂带采用改性环氧树脂混合黑刚玉砂料，将混合物灌注到基材中，使

砂料均匀分布在整个基材中，在使用时，工作性能更加稳定，抛光更加均匀、抛光效率更高。

与现有技术中抛光砂轮采用布轮外缘涂胶、粘砂的方式相比，能够省去反复涂胶、粘砂的工

序，有利于节约劳动力、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与现有的打磨砂带相比，含砂量更高，耐磨性

和使用寿命大大增加。基材采用尼龙材质的百洁布，孔隙率高，能够承载的砂量大，使成品

砂带的耐用性大大提高，同时基材的纤维和固化的树脂会随着砂料一同磨损、消耗，表层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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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脱落的同时会露出里层的砂料，避免了表层砂料脱落造成的打磨不均、产生划痕等问题。

本发明抛光砂带采用黑刚玉砂料，成本更低，其性能稳定性好，能更好的保证抛光产品的质

量稳定性。采用本发明抛光砂带进行抛光的工件，表面色泽更加均匀一致，不会有烧伤的痕

迹，抛光后的产品亮度、色泽更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以下实施例只是用来详细说明

本发明，并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以下实施例中所涉及的设备元件如无特别

说明，均为常规设备元件；所涉及的工业原料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市售常规工业原料。

[0026] 实施例1：一种抛光砂带，包括基材、灌注在基材内的改性环氧树脂，以及均匀分布

在改性环氧树脂内的黑刚玉砂料；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比为5:1，黑刚

玉砂料的粒度范围是P40-P360；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

[0027] 其中，改性环氧树脂由下列原料制备而成：环氧树脂、固化剂、改性剂和粘度调节

剂，固化剂为聚酰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30%，改性剂为聚丁二烯，添加量为环氧树脂

重量的8%；粘度调节剂为环己酮，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0%；在改性环氧树脂中还添加

有调色剂，调色剂为铁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基材的

厚度为2cm。

[0028] 在成品砂带中，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占砂带总重量的10-25%。黑刚玉砂料的重量

占砂带总重量的70%以上。

[0029] 实施例2：一种抛光砂带，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

的重量比为4:1，固化剂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改性剂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

的5%；粘度调节剂为丙酮，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6%；在改性环氧树脂中还添加有调色

剂，调色剂为铁红，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基材的厚度为1cm。

[0030] 实施例3：一种抛光砂带，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

的重量比为7:1，固化剂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45%，改性剂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

的8%；粘度调节剂为正丁醇，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3%；在改性环氧树脂中还添加有调

色剂，调色剂为铁黑，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5%。基材的厚度为3cm。

[0031] 实施例4：一种抛光砂带，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

的重量比为6:1，固化剂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35%，改性剂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

的7%；粘度调节剂为甲乙酮，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8%；在改性环氧树脂中还添加有调色

剂，调色剂为铁红，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1.5%。基材的厚度为2.5cm。

[0032] 实施例5：一种抛光砂带的制备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33] （1）环氧树脂改性：在环氧树脂中加入固化剂、改性剂和粘度调节剂，搅拌混合均

匀，其中，固化剂为聚酰胺，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量的20-50%，改性剂为聚丁二烯，添加量为

环氧树脂重量的5-10%；粘度调节剂为丙酮、甲乙酮、环己酮或者正丁醇，添加量为环氧树脂

重量的6-15%；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

[0034] （2）共混：向步骤（1）所得的改性环氧树脂中加入黑刚玉砂料混合均匀，装入灌浆

容器中待用，其中，黑刚玉砂料与改性环氧树脂的重量比为3-7:1，所用黑刚玉砂料的粒度

范围是P40-P360；其中还添加有调色剂，调色剂为铁红、铁黑或铁黄，添加量为环氧树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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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1-3%。

[0035] （3）灌浆：在盛有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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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浆的过程中，容器内的物料始终保持搅拌

状态；基材为尼龙材质的工业百洁布。

[0036] （4）固化：将步骤（3）灌浆完成的砂带放入干燥箱内进行固化，首先在50-70℃的条

件下初步固化2-3个小时，然后将干燥箱升温至150-170℃，高温固化25-30个小时后停止加

热；待干燥箱内温度降至50℃时，将砂带移出干燥箱，冷却至室温，即得到该抛光砂带。

[0037] 上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

解，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还可以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具体参数进行变更，形成

多个具体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常见变化范围，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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