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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及

其制备方法，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酚醛树

脂60‑80份；环己酮10‑14份；丙烯酸树脂20‑30

份；纳米气相二氧化硅7‑9份；硅烷偶联剂4‑5份；

分散剂2‑3份；相容剂2‑3份；固化剂1‑2份；增塑

剂1‑2份；促进剂1‑2份，还包括含铁化合物，含铁

化合物中铁元素的重量为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

总重量的0.4‑0.8wt%，最终制备得到的酚醛树脂

胶粘剂不仅在室温下同时具备较好的拉伸剪切

强度的韧性，更重要的是，该酚醛树脂胶粘剂可

有效耐高温，即其在高温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较

佳的拉伸剪切强度，胶接性能较为优异，较为适

合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具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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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酚醛树脂60-80 

份；环己酮10-14  份；丙烯酸树脂20-30份；纳米气相二氧化硅7-9份；硅烷偶联剂4-5份；分

散剂  2-3  份；相容剂  2-3  份；固化剂  1-2  份；增塑剂1-2份；促进剂  1-2  份，还包括含铁

化合物，所述含铁化合物中铁元素的重量为所述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总重量的0 .4-

0.8wt%；

并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得到：

（1）将一半的酚醛树脂、增塑剂、丙烯酸树脂依次加入反应釜，然后搅拌均匀得到A组

分；

（2）将另一半酚醛树脂与环己酮、纳米气相二氧化硅、硅烷偶联剂、相容剂、固化剂、促

进剂、含铁化合物依次加入反应釜，升温至45-50℃后搅拌1h，得到B组分；

（3）将A组分、分散剂和B组分混合，升温至92-96℃后冷却，即得所述改性酚醛树脂胶粘

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含铁化合物选自硫酸

亚铁、三氧化二铁或四氧化三铁中的一种或几种，

且所述含铁化合物中铁元素的重量为所述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总重量的0.5-0.7wt%。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酚醛树脂为邻苯

二甲腈醚化线型酚醛树脂。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

剂为六偏磷酸钠。

5.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相容剂为甲基

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

6.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化剂为六亚

甲基四胺。

7.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塑剂为乙酸双

硬脂酰胺。

8.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促进剂为三乙

醇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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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胶粘剂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到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酚醛树脂，易溶于醇而不溶于水，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耐酸性能、力学性能、耐热性

能，可广泛应用于防腐蚀工程、胶粘剂、阻燃材料、砂轮片制造等行业。酚醛树脂胶粘剂具有

耐热性好、粘接强度高、耐老化性能好及电绝缘性优良，且价廉易用等特点，因此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应用。其主要优点在于刚性大、耐热性相对较好、耐老化性好、耐水、耐油、耐化学

介质。但是酚醛树脂具有一定的脆性，容易龟裂且韧性较差，从而限制了酚醛树脂胶粘剂的

应用。

[0003] 公开号为10536835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组份如下：酚醛

树脂70～80份，防老剂2～3份，分散剂  3～4  份，相容剂  3～5  份，固化剂  1～2  份，增塑剂 

0.5  ～  1 .5  份，阻燃剂  4～6  份，促进剂0.5～1  份，环己酮  6～8  份，SEBS  9～12份。首

先，该专利中的胶粘剂在室温下的拉伸剪切强度不佳，在受到外力的冲击和振动影响时其

结构容易受到破坏，从而使得胶粘剂失去效用，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温度的升高，酚醛树脂

胶粘剂的拉伸剪切强度将急剧下降，从而导致其拉伸剪切强度出现大幅下降，即现有的酚

醛树脂胶粘剂无法在高温下很好地发挥其胶接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该改性酚醛树脂胶

粘剂在高温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较佳的拉伸剪切强度。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按重量份计，

包括以下组分：酚醛树脂60-80  份；环己酮10-14  份；丙烯酸树脂20-30份；纳米气相二氧化

硅7-9份；硅烷偶联剂4-5份；分散剂  2-3  份；相容剂  2-3  份；固化剂  1-2  份；增塑剂1-2

份；促进剂  1-2  份，还包括含铁化合物，所述含铁化合物中铁元素的重量为所述改性酚醛

树脂胶粘剂总重量的0.4-0.8wt%。

[0006] 优选地，所述含铁化合物选自硫酸亚铁、三氧化二铁或四氧化三铁中的一种或几

种，且所述含铁化合物中铁元素的重量为所述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总重量的0.5-0.7wt%。

[0007] 优选地，所述酚醛树脂为邻苯二甲腈醚化线型酚醛树脂。

[0008] 优选地，所述分散剂为六偏磷酸钠。

[0009] 优选地，所述相容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

[0010] 优选地，所述固化剂为六亚甲基四胺。

[0011] 优选地，所述增塑剂为乙酸双硬脂酰胺。

[0012] 优选地，所述促进剂为三乙醇胺。

[0013] 制备上述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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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1）将一半的酚醛树脂、增塑剂、丙烯酸树脂依次加入反应釜，然后搅拌均匀得到A

组分；

[0015] （2）将另一半酚醛树脂与环己酮、纳米气相二氧化硅、硅烷偶联剂、相容剂、固化

剂、促进剂、含铁化合物依次加入反应釜，升温至45-50℃后搅拌1h，得到B组分；

[0016] （3）将A组分、分散剂和B组分混合，升温至92-96℃后冷却即得本发明中所述的酚

醛树脂胶粘剂。

[0017]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中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通

过加入特定含量的丙烯酸树脂和铁元素，并严格控制各原料的加入顺序和反应温度，最终

制备得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不仅在室温下同时具备较好的拉伸剪切强度和韧性，更重

要的是，该酚醛树脂胶粘剂可有效耐高温，即其在高温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较佳的拉伸剪

切强度，胶接性能较为优异，较为适合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具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给出实施例以对本发明进行具体的描述，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以下实施例只

用于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该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根据该实施例对本发明所做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或调整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9] 实施例1-5中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制备

[0020] 制备上述酚醛树脂胶粘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将一半的酚醛树脂、增塑剂、丙烯酸树脂依次加入反应釜，然后搅拌均匀得到A

组分；

[0022] （2）将另一半酚醛树脂与环己酮、纳米气相二氧化硅、硅烷偶联剂、相容剂、固化

剂、促进剂、含铁化合物依次加入反应釜，升温至45-50℃后搅拌1h，得到B组分；

[0023] （3）将A组分、分散剂和B组分混合，升温至92-96℃后冷却即得本发明中所述的酚

醛树脂胶粘剂。

[0024] 其中，酚醛树脂为邻苯二甲腈醚化线型酚醛树脂，分散剂为六偏磷酸钠，相容剂为

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固化剂为六亚甲基四胺，增塑剂为乙酸双硬

脂酰胺，促进剂为三乙醇胺。实施例1-5中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中各组分的重量份数见下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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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每个实施例中都是加入一种含铁化合物，

其铁元素在整个化合物的含量是固定的，首先计算铁元素在整个化合物中的含量，然后通

过需要加入的铁元素的含量除以铁元素在整个化合物中的含量即可得到所需加入的含铁

化合物的总重量，例如实施例1中，铁元素的重量份数为0.44，硫酸亚铁中铁元素的含量为

36.84%，含铁化合物的重量份数为1.194。在此为了简化说明，不再将其他实施例中含铁化

合物的加入量一一列举出来。

[0027] 对比例  1

[0028] 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组份以及重量份数为：硼改性酚醛树脂  77  份，防老剂  264 

2.4份，六偏磷酸钠  3  份，MBS  5  份，六亚甲基四胺  1.2  份，乙酸双硬脂酰胺  0.8  份，八溴

二苯乙烷  4.5  份，三乙醇胺  0.6  份，环己酮  6.5  份，SEBS  11  份。

[0029] 其制备方法的步骤如下  ：

[0030] （1）将环己酮加入水中配成质量浓度为  6％的浆液，分散均匀后加热至  80℃，加

入质量浓度为  10％的多磷酸酯溶液，恒温水浴搅拌  40  分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用去离子

水离心洗涤  5 次，抽滤后将滤饼置于真空干燥箱中，100℃下干燥  12  小时，过筛后得到改

性环己酮  ；

[0031] （2）按配方，将一半量的硼改性酚醛树脂、防老剂  264、乙酸双硬脂酰胺、八溴二苯

乙烷加入搅拌釜，搅拌均匀后得到甲组份，按配方将另一半量的硼改性酚醛树脂、六亚甲基

四胺、MBS、三乙醇胺、SEBS以及步骤（1）得到的改性环己酮加入搅拌釜，升温至80℃后搅拌 

30  分钟，得到乙组份，将乙组份、六偏磷酸钠加入甲组份中，搅拌均匀后得到酚醛树脂胶粘

剂。

[0032] 对比例2

[0033] 酚醛树脂胶粘剂，其组份以及重量份数为：硼改性酚醛树脂  80  份，防老剂  264  2

份，六偏磷酸钠  3.5  份，MBS  3.5  份，六亚甲基四胺  1.6  份，乙酸双硬脂酰胺  1.2  份，八

溴二苯乙烷  5  份，三乙醇胺  0.8  份，环己酮  8  份，SEBS  10  份。

[0034] 其制备方法的步骤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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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1）将环己酮加入水中配成质量浓度为  6％的浆液，分散均匀后加热至  80℃，加

入质量浓度为  10％的多磷酸酯溶液，恒温水浴搅拌  40  分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用去离子

水离心洗涤  5 次，抽滤后将滤饼置于真空干燥箱中，100℃下干燥  12  小时，过筛后得到改

性环己酮  ；

[0036] （2）按配方，将一半量的硼改性酚醛树脂、防老剂  264、乙酸双硬脂酰胺、八溴二苯

乙烷加入搅拌釜，搅拌均匀后得到甲组份，按配方将另一半量的硼改性酚醛树脂、六亚甲基

四胺、MBS、三乙醇胺、SEBS以及步骤（1）得到的改性环己酮加入搅拌釜，升温至80℃后搅拌 

30  分钟，得到乙组份，将乙组份、六偏磷酸钠加入甲组份中，搅拌均匀后得到酚醛树脂胶粘

剂。

[0037]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清楚，对比例1、对比例2中的技术方案分别对应背景技术

中提到的公开号为105368355A的中国专利。

[0038] 对上述实施例1-5和对比例1-2得到的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进行拉伸剪切强度的

测试，具体的测试方法参考标准GB  7124-2008-T胶粘剂拉伸剪切强度的测定（刚性材料对

刚性材料）。韧性测试参考GB/T  1043.1-2008  标准，采用简支梁摆锤冲击强度试验机测试

实施例1-5胶粘剂所制成的胶膜的冲击强度，对比例1-2中胶粘剂所制成胶膜的冲击强度由

上述提到的公开号为105368355A的中国专利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记载的数据得到。

[0039]

[0040] 由上表1可知，本发明中实施例1-5中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在室温条件下的拉伸剪

切强度可达到26  MPa以上，在300℃高温条件下的拉伸剪切强度可达到14  MPa以上。即该改

性酚醛树脂胶粘剂不仅在室温下具有较好的拉伸剪切强度，而且韧性和对比例1、对比例2

中的高韧性酚醛树脂胶粘剂也较为接近，另外，将该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升温至300℃以

后，其拉伸剪切强度仍至少可以保持在室温条件下测试值的一半以上，即本发明中的改性

酚醛树脂胶粘剂在高温下亦可保持其良好的胶接性能。而对比例和1和对比例2中的酚醛树

脂胶粘剂在室温下的拉伸剪切强度低于21MPa，在300℃高温条件下的拉伸剪切强度更是急

剧降低至8Mpa左右，其高温下的拉伸剪切强度明显劣于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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