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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

制备方法。含有酚羟基的生物质原料与苯酚和硼

酸在酸性条件下进行硼酸酯化反应，该酯化产物

与多聚甲醛在碱性条件下进行加成缩聚，最后加

入缚醛剂，得到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其

游离酚和游离醛显著降低。该树脂与发泡助剂共

混在一定温度下发泡固化，制备耐热性能良好的

生物质酚醛泡沫，热分解温度469.6℃，质量损失

速率最快的温度548.5℃，800℃残炭77.88％。该

泡沫的研发不仅拓宽了酚醛泡沫的使用领域，也

使得我国廉价易得的生物质资源提供了一个高

附加值途径，同时降低了酚醛泡沫行业对石化原

料苯酚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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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本方法以含酚羟基的生物质原料、硼酸、苯

酚和多聚甲醛为主要原料，其特征在于，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

在融化的苯酚中加入酸性催化剂，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含羟基的生物质及其衍生产物和

硼酸，升温到110-140℃，恒温反应2-3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酚酯。第

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55-65℃，加入碱性

催化剂调pH值至8.5-9.5，分步加入多聚甲醛，在70-75℃反应1-1.5h，然后升温到85-90℃

反应2-3h，加入缚醛剂，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将自制的硼改性生物质发泡

酚醛树脂与发泡助剂共混，在一定温度下发泡固化，得到耐热性能良好的生物质酚醛泡沫

塑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含

酚羟基的生物质原料主要来源于两类，一类是直接利用生物质资源的有效成分，比如木质

素、腰果酚、单宁，另一类是利用生物质液化产物和生物质热解产物，如木材液化产物、热解

油和焦油等。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酸性催化剂是keggin杂多酸，如磷钼杂多酸，也可以Dawson杂多酸，如钼钒磷杂

多酸；所述的碱催化剂是钠(钾)基碱或钠(钾)基碱性弱碱盐，如氢氧化钠(钾)，碳酸氢钠

(钾)，碳酸钠(钾)。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酯化反应

温度110-140℃，恒温反应2-3h，硼酸占生物质原料和苯酚质量之和的3-7％。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酚醛摩尔

比为1∶1.5-1∶2.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含

酚羟基的生物质原料占苯酚质量的10-15％。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反

应完成后，降温至55-65℃，加入碱催化剂调pH值至8.5-9.5，多聚甲醛分3-4步加入，在70-

75℃反应1-1.5h，然后升温到85-90℃反应2-3h。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缚

醛剂是尿素或者三聚氰胺。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用的固

化剂为磷酸，对甲苯磺酸，硫酸二乙酯和水，质量比为30-20∶50-70∶20-30∶40-50。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用的

发泡配方如下：

药品名称 用量/g 

硼改性生物质酚醛树脂 100 

发泡剂 6-10 

固化剂 15-30 

表面活性剂 2-5 

在模具中70-80℃下固化10-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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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制备方法，属于材料领域。所制备

的泡沫耐热性得到了提高，即降低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可适用于化工企业和电厂烟气管

道等工业领域，在国家对保温材料阻燃性要求逐渐严格的情况下，具有自阻燃的该产品市

场前景良好。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建筑、石油化工、船舶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质轻、防火、低毒的材料逐

渐受到重视。在常用的隔热泡沫材料中，酚醛泡沫塑料具有其他泡沫塑料无法比拟的优势

而受到广泛应用。据行业专家分析认为，酚醛泡沫塑料将在中央空调系统、轻质保温彩钢

板、房屋隔热材料、石油化工管道等领域大有作为。其中石油化工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需

大量的各种管道支撑起一系列工艺过程，为了满足生产要求，节约能源，改善劳动条件，工

艺管道都需要进行隔热处理。石油化工行业使用的传统保温材料如保温石棉、珍珠岩和聚

氨酯泡沫等在耐候性、耐腐蚀、环保、防火等方面大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在防火

要求严格的生产部门，如天然气液化站、低沸点可燃液体储罐，酚醛泡沫是很好的保温材

料。此外，石油化工行业每年进行安全设备检修，需要的保温材料总量达20余万立方米，每

年新建项目使用的保温材料达到15余万立方米。全行业保温材料需求量较大，但是酚醛泡

沫在150℃以下可以长期使用，200℃就开始降解，而化工企业蒸汽管道温度或反应介质流

体温度一般高于150℃，电厂烟气管到温度也比较高，为了节约能耗，必须对这些管道进行

保温，因此研究开发耐热性的酚醛泡沫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0003] 酚醛泡沫有发泡酚醛树脂和发泡助剂共混在一定温度下发泡固化而成，故研究酚

醛泡沫的耐热性主要就是研究发泡酚醛树脂的耐热性。传统未改性酚醛树脂脆性大、韧性

差和耐热性差等缺点限制了其高性能材料的发展。因此，对酚醛树脂进行改性，提高其耐热

性和韧性是酚醛树脂材料发展的方向，硼改性酚醛树脂是目前最成功的酚醛树脂改性品种

之一。将硼元素引入酚醛树脂较多的研究是固体硼改性酚醛树脂，用于摩擦材料、模塑料和

层压材料等，如王雷(2009，耐高温硼酚醛生产研究)第一步先制备硼酸苯酯，再和多聚甲醛

制备硼改性酚醛树脂，溶于乙醇用于复合层压板。温度超过450℃后仅失重27 .7％。邱军

(2007，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先用苯酚固体和硼酸反应生成硼酸苯酯，甲苯作为溶

剂.利用得到的中间体硼酸苯酯和多聚甲醛反应，制备了浅黄绿色的树脂固体。高硼含量的

树脂在1200℃时的失重率仅为34.7％，残炭率高达65.3％；可用于耐烧蚀材料的基体树脂。

张敏(2004，合成化学)采用先苯酚与甲醛反应，生成的水杨醇和硼酸反应，经过两次脱水得

到固体的热固性酚醛树脂，可溶于乙醇，500℃失重15％，其综合性能达到前国内军用产品

指标。王晓威(2013，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硼酸、苯酚、液体甲醛为原料，采用两步

法制备固体硼改性酚醛树脂，可用作高温制动摩擦材料的基体树脂。

[0004] 在酚醛泡沫领域，黄剑清等(2007，玻璃钢/复合材料)以氢氧化钠水溶液作催化剂

苯酚甲醛进行加成缩聚，反应后期用硼酸中和，合成可发泡的硼改性发泡酚醛树脂，并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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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硼改性酚醛泡沫，该泡沫最高使用温度为200℃。黄剑清等(2013，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用碱性硅溶胶作催化剂和硼酸作中和剂的方法合成了发泡酚醛树脂，并制

备了硼硅改性酚醛泡沫，泡沫的使用环境温度最高为200℃。潘雯(2016，技术研究)在制备

酚醛泡沫过程中，将发泡酚醛树脂、硼酸和发泡助剂高速共混，倒入磨具发泡，结果表明硼

元素提高了泡沫的耐热性，其950℃的残炭率为67.2％。王斌(2013，中国材料进展)采用自

制的甲阶酚醛树脂，与酚醛空心微球和三氧化二硼共混模发，硼改性有利于酚醛泡沫的高

温稳定性，当三氧化二硼含量为质量分数7％时，酚醛泡沫的耐高温性能最优，其失重10％

时的热分解温度为447℃。在酚醛泡沫耐热性研究方面目前的文献均是将硼酸在发泡树脂

反应后期加入，一方面作为中和剂，另一方面作为耐热元素与树脂反应程度不够，硼元素不

完全以硼氧键形式存在。在反应初期就引入硼元素，使硼充分与含酚羟基原料反应，得到耐

热性更高的酚醛泡沫，适用于一些特殊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随着国家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发展，不仅建筑保温材料市场方兴未艾，化工企业和

电厂等行业也重视企业的节能减排，降低企业成本。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企业单位管道

保温的耐热性生物质酚醛泡沫保温材料。

[0006] 一种增强生物质酚醛泡沫耐热性的方法。本方法以含羟基的生物质原料、硼酸、苯

酚和多聚甲醛为主要原料，其特征在于，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

在融化的苯酚中加入酸性催化剂，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含羟基的生物质及其衍生产物和

硼酸，升温到110-140℃，恒温反应2-3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酯。第二

部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55-65℃，加入碱催化

剂pH值至8.5-9.5，分步加入多聚甲醛，在70-75℃反应1-1.5h，然后升温到85-90反应0.5-

1h，加入缚醛剂，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将自制的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

脂与发泡助剂共混，在一定温度下发泡固化，得到耐热性能良好的生物质酚醛泡沫塑料。

[0007] 所用的含酚羟基的生物质原料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利用生物质资源的有效成

分，比如木质素、腰果酚、单宁，另一类是利用生物质液化产物和生物质热解产物，如木材液

化产物、热解油和焦油等；

[0008] 所述的硼酸酯化催化剂可以是keggin杂多酸，如磷钼杂多酸，也可以Dawson杂多

酸，如钼钒磷杂多酸；

[0009] 所述的硼酸占生物质原料和苯酚质量之和的3-7％；酯化反应温度110-140℃，恒

温反应2-3h，

[0010] 所述的酚醛摩尔比为1∶1.5-1∶2.0；

[0011] 所述的含酚羟基的生物质原料占苯酚质量的10-15％；

[0012] 所述的硼酸占苯酚和含酚羟基生物质原料总质量的3-7％；

[0013] 所述的酯化后降温至55-65℃，加入碱催化剂调pH值至8.5-9.5，分步加入多聚甲

醛，在70-75℃反应1-1.5h，然后升温到85-90反应0.5-1h，多聚甲醛分3-4步加入，在70-75

℃反应1-1.5h，然后升温到85-90℃反应2-3h；

[0014] 所述的碱催化剂是钠(钾)基碱或钠(钾)基碱性弱碱盐，如氢氧化钠(钾)，碳酸氢

钠(钾)，碳酸钠(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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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的缚醛剂是尿素或者三聚氰胺；

[0016] 所述的固化剂为磷酸、对甲苯磺酸、硫酸二乙酯和水，质量比为30-20∶50-70∶20-

30∶40-50；

[0017] 所述的发泡配方：硼改性生物质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

100∶6-10∶15-30∶2-5。

[0018] 有益效果：

[0019] 将硼酸作为反应物之一参与反应，而不是在制备树脂的后期加入，泡沫的热分解

温度469.6℃，质量损失速率最快的温度548.5℃，800℃残炭77.88％(空气氛围)。泡沫的耐

热性提高幅度明显，拓宽了酚醛泡沫的应用领域。

[0020] 含酚羟基生物质原料的使用降低了酚醛泡沫的成本，为生物质原料提供了一条高

附加值途径。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融化的全部苯酚中加入磷钼杂

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木质素(苯酚质量的10％)和硼酸(苯酚和含酚羟基生物质原料

总质量的3％)，升温到110℃，恒温反应2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酚酯。

第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55℃，加入氢氧化

钠pH值至8.5，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1.7)，在70℃反应1h，然后升温到85

℃反应2h，加入尿素，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自制的硼改性生物质酚醛树脂∶

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6∶15∶2，70℃下固化15min，得到改性泡沫。

[0023] 实施例2

[0024] 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融化的全部苯酚中加入钼钒磷

杂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腰果壳油(苯酚质量的12％)和硼酸(苯酚和含酚羟基生物质

原料总质量的5％)，升温到120℃，恒温反应2.5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

酚酯。第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55℃，加入

氢氧化钾pH值至8.5，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1.7)，在70℃反应1h，然后升

温到85℃反应2h，加入三聚氰胺，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自制的硼改性生物

质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8∶20∶2，70℃下固化15min，得到改

性泡沫。

[0025] 实施例3

[0026] 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融化的全部苯酚中加入磷钼杂

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单宁(苯酚质量的14％)和硼酸(苯酚和含酚羟基生物质原料总

质量的6％)，升温到130℃，恒温反应2.5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酚酯。

第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55℃，加入碳酸钠

pH值至9.0，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1.8)，在72℃反应1h，然后升温到85℃

反应2h，加入尿素，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自制的硼改性生物质酚醛树脂∶发

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8∶20∶2，70℃下固化15min，得到改性泡沫。

[0027] 实施例4

[0028] 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融化的全部苯酚中加入钼钒磷

杂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木材液化产物(苯酚质量的15％)和硼酸(苯酚和含酚羟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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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原料总质量的7％)，升温到140℃，恒温反应2.5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

硼酸酚酯。第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60℃，

加入碳酸钾pH值至9.5，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1.9)，在72℃反应1.5h，然

后升温到90℃反应1.5h，加入三聚氰胺，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自制的硼改

性生物质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8∶25∶3，75℃下固化18min，

得到改性泡沫。

[0029] 实施例5

[0030] 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融化的全部苯酚中加入钼钒磷

杂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热解油(苯酚质量的12％)和硼酸(苯酚和含酚羟基生物质原

料总质量的6％)，升温到135℃，恒温反应3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酚

酯。第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60℃，加入碳

酸氢钠pH值至9.0，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1.8)，在72℃反应1.5h，然后升

温到90℃反应1.5h，加入尿素，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自制的硼改性生物质

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10∶25∶3，75℃下固化18min，得到改性

泡沫。

[0031] 实施例6

[0032] 本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为硼酸酚酯的合成。融化的全部苯酚中加入磷钼杂

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焦油(苯酚质量的10％)和硼酸(苯酚和含酚羟基生物质原料总

质量的5％)，升温到120℃，恒温反应3h，使用分水器分出反应生成的水，制备硼酸酚酯。第

二步为硼改性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第一步反应完成后，降温至60℃，加入碳酸氢钾

pH值至9.0，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1.8)，在72℃反应2h，然后升温到90℃

反应1.5h，加入三聚氰胺，降温出料。第三步为酚醛泡沫的制备。自制的硼改性生物质酚醛

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8∶28∶3，75℃下固化20min，得到改性泡沫。

[0033] 对比例

[0034] 本方法包含二个步骤：第一步为生物质发泡酚醛树脂的制备的制备。融化的全部

苯酚中加入磷钼杂多酸，共混搅拌均匀，再加入焦油(苯酚质量的10％)，升温到120℃，恒温

反应3h后降温至60℃，加入碳酸氢钾pH值至9.0，分3-4次加入多聚甲醛(酚醛摩尔比为1∶

1.8)，在72℃反应2h，然后升温到90℃反应1.5h，加入三聚氰胺，降温出料。第二步为酚醛泡

沫的制备。自制的生物质酚醛树脂∶发泡剂∶固化剂∶表面活性剂(质量比)100∶10∶30∶3，75

℃下固化20min，得到改性泡沫。

[0035] 泡沫耐热性比较

[0036]

实施例1 残炭率(800℃)/％

实施例2 77.88

实施例3 77.12

实施例4 75.46

实施例5 76.54

实施例6 74.68

对比例 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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