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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

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墨板中间的

金属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

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7份、树脂3～12

份、丙烯酸甲酯1.5～5份、偏铝酸钠0.5～3份和

笼型倍半硅氧烷6～10份。本发明制备得到的石

墨垫片，即保持了石墨垫片耐腐蚀、耐高低温、良

好回弹性等优良特性，同时提高了石墨垫片的耐

氧化性和力学性能，延长了其高温高压等恶劣工

况下的使用寿命。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长寿命齿

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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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墨板中间的金属齿

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7份、

树脂3～12份、丙烯酸甲酯1.5～5份、偏铝酸钠0.5～3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6～1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笼型倍半硅氧

烷的结构通式为(RSiO3/2)n，所述结构通式中的n为8，并且8个顶角的R基均为N-(羟基乙

基)-N-甲基氨基丙基。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笼型倍半

硅氧烷，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S1：向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乙酸乙酯的混合溶液，在磁力搅拌的条件下加入N-(羟基乙

基)-N-甲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盐酸和去离子水；

S2：通入惰性气体作为保护气氛，并在60℃的温度条件下加热冷凝回流反应24h；

S3：反应结束后再加入四氢呋喃进行重结晶；

S4：采用甲醇清洗，50℃真空干燥24h，得到所述笼型倍半硅氧烷。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甲醇、乙酸乙

酯、N-(羟基乙基)-N-甲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盐酸和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60：140：25：

37：70。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惰性气体为氮

气或氩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石墨粉末的目

数为40～60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树脂为丙烯酸

或丙烯酸衍生物中的至少一种。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石墨粉末采用化学处理剂进行化学处理，处理时间为2～3h；

S2：将化学处理后的石墨粉末进行清洗、过滤和干燥后进行高温膨胀；

S3：按重量份数计，在氮气气氛的保护下，将高温膨胀后的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7

份、树脂3～12份、丙烯酸甲酯1.5～5份和偏铝酸钠0.5～3份进行机械搅拌混合均匀；

S4：在模具中放置金属齿板，然后向步骤S3的混合物中加入6～10份的笼型倍半硅氧

烷，继续搅拌均匀后，倒入所述金属齿板的两侧进行压片，得到内嵌有金属齿板的石墨板，

将石墨板进行冲压得到所述的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

9.一种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化学处理剂为体积比1：1～10的硫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10.一种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化学处理剂与石墨粉末的体积和重量比为50：3～8m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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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墨垫片加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增强柔性石墨垫片又叫增强石墨垫片或高强石墨垫片是从增强石墨板打孔或切

割而成的，石墨垫片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耐高低温，良好的压缩回弹性，较好的强度等特

点，因此被广泛用于管道、阀门、泵、压力容器、热交换器、冷凝器、发电机、空气压缩机、排气

管、制冷机等设备连接处。

[0003] 齿板增强型石墨垫片一般跟随法兰配套使用，其表面柔软，避免了金属对金属的

直接接触，且能可靠、紧密的结合，保护了金属法兰在极高的载荷不被损伤；齿板增强型石

墨垫片尤其适合于高温、高压，工况条件交变的场合，在热交换器、容器、反应釜的法兰连接

处，是传统金属包覆垫片的理想替代品。针对现有技术而言，现有的齿板增强型石墨垫片其

耐氧化性和力学性能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造成其无法满足石墨垫片长寿命使用要求，严重

影响了生产安全。

[0004] 鉴于此，亟需改进开发一种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使其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更

好的保证设备正常运转，避免造成工厂车间正常生产秩序的停滞，进而避免造成严重的经

济损失和人身危害。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以上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针对现有石墨垫片

耐氧化性和力学性能差，使用寿命短的问题，提供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及其

制备方法，即保持了石墨垫片耐腐蚀、耐高低温、良好回弹性等优良特性，同时提高了石墨

垫片的耐氧化性和力学性能，延长了其高温高压等恶劣工况下的使用寿命。

[0006]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墨板中间的金属

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7份、树脂3～12

份、丙烯酸甲酯1.5～5份、偏铝酸钠0.5～3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6～10份。

[0008] 优选的，所述笼型倍半硅氧烷的结构通式为(RSiO3/2)n，所述结构通式中的n为8，

并且8个顶角的R基均为N-(羟基乙基)-N-甲基氨基丙基。

[0009] 优选的，所述笼型倍半硅氧烷，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0010] S1：向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乙酸乙酯的混合溶液，在磁力搅拌的条件下加入N-(羟

基乙基)-N-甲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盐酸和去离子水；

[0011] S2：通入惰性气体作为保护气氛，并在60℃的温度条件下加热冷凝回流反应24h；

[0012] S3：反应结束后再加入四氢呋喃进行重结晶；

[0013] S4：采用甲醇清洗，50℃真空干燥24h，得到所述笼型倍半硅氧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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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甲醇、乙酸乙酯、N-(羟基乙基)-N-甲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盐酸

和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60：140：25：37：70。

[0015] 优选的，所述惰性气体为氮气或氩气。

[0016] 优选的，所述石墨粉末的目数为40～60目。更优选的石墨粉末的目数为50。

[0017] 优选的，所述树脂为丙烯酸或丙烯酸衍生物中的至少一种。

[0018] 相应的、一种如上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19] S1：将石墨粉末采用化学处理剂进行化学处理，处理时间为2～3h；

[0020] S2：将化学处理后的石墨粉末进行清洗、过滤和干燥后进行高温膨胀；

[0021] S3：按重量份数计，在氮气气氛的保护下，将高温膨胀后的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

3～7份、树脂3～12份、丙烯酸甲酯1.5～5份和偏铝酸钠0.5～3份进行机械搅拌混合均匀；

[0022] S4：在模具中放置金属齿板，然后向步骤S3的混合物中加入6～10份的笼型倍半硅

氧烷，继续搅拌均匀后，倒入所述金属齿板的两侧进行压片，得到内嵌有金属齿板的石墨

板，将石墨板进行冲压得到所述的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

[0023] 优选的，所述化学处理剂为体积比1：1～10的硫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0024] 优选的，所述化学处理剂与石墨粉末的体积和重量比为50：3～8ml/g。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本发明所添加的笼型倍半硅氧烷提供大量的羟基基团交联点，与丙烯酸及其衍生

物的树脂可以很好地进行交联得到连续的网络结构，降低了石墨垫片的气孔率，有效阻止

石墨被空气中的氧气渗入并被氧气受氧化。

[0027] 本发明所添加的笼型倍半硅氧烷，由于其特有的笼型结构，进一步提高了石墨垫

片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能力，通过与添加的偏铝酸钠的协同作用，有效地提高了石墨垫片

的力学性能。

[0028] 本发明的石墨垫片，不仅保持了原有垫片的各项优异性能，而且便于安装拆卸，可

以多次重复使用不易损坏，使用寿命更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墨板中间的金属

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份、树脂5份、丙烯

酸甲酯1.5份、偏铝酸钠0.5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6份。

[0032] 所述笼型倍半硅氧烷，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0033] S1：向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乙酸乙酯的混合溶液，在磁力搅拌的条件下加入N-(羟

基乙基)-N-甲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盐酸和去离子水；所述甲醇、乙酸乙酯、N-(羟基乙

基)-N-甲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盐酸和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60：140：25：37：70；

[0034] S2：通入氮气或氩气惰性气体作为保护气氛，并在60℃的温度条件下加热冷凝回

流反应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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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S3：反应结束后再加入四氢呋喃进行重结晶；

[0036] S4：采用甲醇清洗，50℃真空干燥24h，得到所述笼型倍半硅氧烷。

[0037] 所述石墨粉末的目数为50目。

[0038] 所述树脂为丙烯酸树脂。

[0039] 相应的、一种如上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40] S1：将石墨粉末采用体积比为1：1的硫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作为化学处理剂进行化

学处理，处理时间为2h；所述化学处理剂与石墨粉末的体积和重量比为50：3ml/g；

[0041] S2：将化学处理后的石墨粉末进行清洗、过滤和干燥后进行高温膨胀；

[0042] S3：按重量份数计，在氮气气氛的保护下，将高温膨胀后的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

3份、树脂5份、丙烯酸甲酯1.5份和偏铝酸钠0.5份进行机械搅拌混合均匀；

[0043] S4：在模具中放置金属齿板，然后向步骤S3的混合物中加入6份的笼型倍半硅氧

烷，继续搅拌均匀后，倒入所述金属齿板的两侧进行压片，得到内嵌有金属齿板的石墨板，

将石墨板进行冲压得到所述的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组成及其制备方法基本与实施例1相

似，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

墨板中间的金属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5

份、树脂8份、丙烯酸甲酯3.5份、偏铝酸钠2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8份。

[0046] 所述石墨粉末的目数为40目。

[0047] 所述树脂为丙烯酸乙酯树脂。

[0048] 相应的、一种如上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49] S1：将石墨粉末采用体积比为1：4的硫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作为化学处理剂进行化

学处理，处理时间为3h；所述化学处理剂与石墨粉末的体积和重量比为50：5.5ml/g；

[0050] S2：将化学处理后的石墨粉末进行清洗、过滤和干燥后进行高温膨胀；

[0051] S3：按重量份数计，在氮气气氛的保护下，将高温膨胀后的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

5份、树脂8份、丙烯酸甲酯3.5份和偏铝酸钠2份进行机械搅拌混合均匀；

[0052] S4：在模具中放置金属齿板，然后向步骤S3的混合物中加入8份的笼型倍半硅氧

烷，继续搅拌均匀后，倒入所述金属齿板的两侧进行压片，得到内嵌有金属齿板的石墨板，

将石墨板进行冲压得到所述的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实施例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组成及其制备方法基本与实施例1相

似，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

墨板中间的金属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7

份、树脂12份、丙烯酸甲酯5份、偏铝酸钠3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10份。

[0055] 所述石墨粉末的目数为60目。

[0056] 所述树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

[0057] 相应的、一种如上述的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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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0058] S1：将石墨粉末采用体积比为1：10的硫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作为化学处理剂进行化

学处理，处理时间为3h；所述化学处理剂与石墨粉末的体积和重量比为50：8ml/g；

[0059] S2：将化学处理后的石墨粉末进行清洗、过滤和干燥后进行高温膨胀；

[0060] S3：按重量份数计，在氮气气氛的保护下，将高温膨胀后的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

7份、树脂12份、丙烯酸甲酯5份和偏铝酸钠3份进行机械搅拌混合均匀；

[0061] S4：在模具中放置金属齿板，然后向步骤S3的混合物中加入10份的笼型倍半硅氧

烷，继续搅拌均匀后，倒入所述金属齿板的两侧进行压片，得到内嵌有金属齿板的石墨板，

将石墨板进行冲压得到所述的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

[0062] 实施例4

[0063] 本实施例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组成及其制备方法基本与实施例1相

似，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

墨板中间的金属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7

份、树脂3份、丙烯酸甲酯1.5份、偏铝酸钠1.5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6份。

[0064] 所述石墨粉末的目数为60目。

[0065] 实施例5

[0066] 本实施例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组成及其制备方法基本与实施例1相

似，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

墨板中间的金属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

份、树脂12份、丙烯酸甲酯1.5份、偏铝酸钠0.5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6份。

[0067] 实施例6

[0068] 本实施例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其组成及其制备方法基本与实施例1相

似，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种长寿命齿板增强高强石墨垫片，包括石墨板及内嵌在所述石

墨板中间的金属齿板，所述石墨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石墨粉末100份、单宁酸3

份、树脂6份、丙烯酸甲酯5份、偏铝酸钠1份和笼型倍半硅氧烷9份。

[0069] 所述石墨粉末的目数为40目。

[0070] 将实施例1～6制备得到的石墨垫片和市售石墨垫片作为对比例进行性能测试，其

性能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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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抗氧化性能测试：通过将实施例1～6和对比例的石墨垫片放入马弗炉中进行高温

灼烧，在800℃氧化时效1h的条件下，通过测定石墨垫片的氧化失重率来评估其抗氧化性

能；

[0072] 密封性能测试：在介质压力为2MPa，石墨垫片比压为20MPa的条件，测试其回弹率

和压缩率，以评价其压缩回弹性能，并通过测试实施例1～6和对比例的石墨垫片的泄漏率

来评价其密封性能。

[007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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