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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及其制

备方法，属于液体硅橡胶技术领域。所述有机硅

凝胶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

乙烯基硅油5～7份、抑制剂1～3份、催化剂1～3

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1～4份、含氢

硅油2～6份、扩链剂0～5份；所述基胶包括乙烯

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0～50份、填料250～300

份、硅烷处理剂5～20份。本发明的凝胶能够兼具

低热膨胀率、低硬度以及较高的导热性能和良好

的施工性能，能够充分满足灌封的使用要求，适

用范围广，性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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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烯

基硅油5～7份、抑制剂1～3份、催化剂1～3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1～4份、含氢

硅油2～6份、扩链剂3～5份；所述基胶包括乙烯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0～50份、填料250～

300  份、硅烷处理剂5～20份；所述扩链剂包含以下结构式的至少一种：

其中X、Y为CH3和H或C2H3和H；R1、R2为CH3、C2H3、C2H5、苯基、H的一种或多种；m=50～100、n=

10～5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乙烯基硅油为在25℃时

的运动粘度为100～8000MPa·s的乙烯基硅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抑制剂为2-甲基-3-丁

炔基-2醇、3-甲基-1-己炔基-3-醇、1-乙炔基-1-环己醇、3,5-二甲基-1-己炔基-3-醇、马来

酸二烯丙酯、基于膦的化合物、基于硫醇的化合物、三氮唑、环烯基硅氧烷和多乙烯基聚硅

氧烷中的至少一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为氯铂酸、醇改

性的氯铂酸、氯铂酸六水合物、烯基硅氧烷的铂螯合物及氯铂酸与β-二酮的螯合物中的至

少一种，铂金含量为500～5000pp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阻燃助剂为氢氧化铝、

氢氧化镁、碳酸钙、蒙脱土、三聚氰胺、硼酸锌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阻燃助剂的D50粒径为2～

50μ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氢硅油含氢量在0.2

～0.9wt%。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填料为氧化铝、氧化镁、氧化

锌、硅微粉、氮化硼、碳化硅、氮化铝、碳酸钙、沉淀或气相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填料

的D50粒径为2～100μ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处理剂为甲基三乙

氧基硅烷、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的至少一种。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三氮唑包括苯并三唑。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所述烯基硅氧烷的铂螯合

物包括氯铂酸与1,3-二乙烯基四甲基二硅氧烷的螯合物。

11.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10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a.基胶制备

按配方量取乙烯基硅油、阻燃助剂、填料和硅烷处理剂，在真空捏合集中捏合1～2h，升

温至120～150℃，并抽真空至真空度为-0.06～-0.009MPa，继续捏合2～4小时，冷却后得到

基胶；

b.A组分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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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抑制剂和催化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拌20～

30分钟，得到A组分；

c.  B组分的制备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含氢硅油和扩链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拌20

～30分钟，得到B组分；

d.混合

将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为1:1的比例进行混合，抽真空脱泡后，即得到所述的导热有

机硅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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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有机硅凝胶，尤其涉及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及其制备方法，属于

液体硅橡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硅灌封胶是通过硅氢加成反应得到一种有机硅氧烷组合物，加热固化后，有

机硅灌封胶显示出优良的耐候、电绝缘性能。通过加入阻燃填料、导热填料等在原有性能基

础上，拓展出了导热、电磁屏蔽等其他功能。因此被广泛的应用于车载或家用电子电器设备

的灌封领域。

[0003] 传统有机硅灌封胶在使用中，随着微电子集成化电路的发展，电子元器件和电子

设备正快速的朝小型化、微型化方向发展，导致在有限的体积内集聚了更多的热量，此时需

要更高导热的绝缘材料将多余的热量快速的传递至外壳扩散掉。诸如电源转换器、光伏逆

变器、锂电池及球泡灯等电子电器元件封装施工中，存在壳体内部空间狭小，短时间发热量

大的问题，积聚的热量导致电子元器件内部温升较高，有机硅导热胶受热产生形变膨胀，易

发生扯断细小电线或挤压破坏元件的现象，造成产品质量问题。

[0004] 作为有机硅绝缘灌封胶材料，CN200510079207.3公开了一种硅氧烷凝胶组合物，

固化后显示出其具有低弹性模量和低应力的特点，能够有效保护电子元器件的冷热冲击。

[0005] CN1926737公开了一种填充有微球体的密封剂材料，固化后表现出良好的机械性

能并且挡在挤压环境中使用时保持弹性。

[0006] CN103582921公开了一种发粘的柔软组合物，固化后硬度低于邵氏0070，导热率不

小于0.2W/m·K，并且具有发粘表面，用作电源转换器内的灌封剂。然而上述硅氧烷凝胶组

合物存在导热性能较差，只能起到一定的绝缘密封性能，或不具备阻燃性能、粘附性能不佳

等缺陷，应用于大发热类型的电子元器件时，限制了其适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有机硅凝胶不能同时满足良好的力学性能、粘附性

和高导热性能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导热有机硅凝胶，通过对原料特定的配比设计，使

得到的有机硅凝胶具有低硬度、低热膨胀率、高导热性能特征以及良好的力学性能和施工

性能。

[0008]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

烯基硅油5～7份、抑制剂1～3份、催化剂1～3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1～4份、含

氢硅油2～6份、扩链剂0～5份；所述基胶包括乙烯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0～50份、填料250

～300份、硅烷处理剂5～20份。

[0010]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作为优选，本发明中，所述乙烯基硅油为在25℃时的运动

粘度为100～3000MPa·s的乙烯基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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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中，所述抑制剂为2-甲基-3-丁炔基-2醇、3-甲基-1-己炔基-3-醇、1-乙炔

基-1-环己醇、3,5-二甲基-1-己炔基-3-醇、马来酸二烯丙酯、基于膦的化合物、基于硫醇的

化合物、苯并三唑或类似的三氮唑、环烯基硅氧烷如四甲基二乙烯基二硅氧烷和多乙烯基

聚硅氧烷中的至少一种。

[0012] 本发明中，所述催化剂为氯铂酸、醇改性的氯铂酸、氯铂酸六水合物、以及此类化

合物的螯合物，例如烯烃的铂螯合物、羰基的铂螯合物、烯基硅氧烷的铂螯合物、有机聚硅

氧烷的铂螯合物、氯铂酸与β-二酮的螯合物以及氯铂酸与1,3-二乙烯基四甲基二硅氧烷的

螯合物中的至少一种，铂金含量为500～5000ppm。

[0013] 本发明中，所述扩链剂包含以下结构式的至少一种：

[0014] ；

[0015] 其中X、Y为CH3、C2H3、H的一种或多种；R1、R2为CH3、C2H3、C2H5、苯基、H的一种或多种；

m=0～100、n=0～100。

[0016] 本发明中，所述阻燃助剂为氢氧化铝、氢氧化镁、碳酸钙、蒙脱土、三聚氰胺、硼酸

锌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阻燃助剂的D50粒径为2～50μm。

[0017] 本发明中，所述含氢硅油含氢量在0.2～0.9wt%。

[0018] 本发明中，填料为氧化铝、氧化镁、氧化锌、硅微粉、氮化硼、碳化硅、氮化铝、碳酸

钙、沉淀或气相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填料的D50粒径为2～100μm。

[0019] 本发明中，所述硅烷处理剂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甲基三甲

氧基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的至少一种。

[0020]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所述导热有机硅凝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0021] a.基胶制备

[0022] 按配方量取乙烯基硅油、阻燃助剂、填料和硅烷处理剂，在真空捏合集中捏合1～

2h，升温至100～150℃，并抽真空至真空度为-0.06～-0.009MPa，继续捏合2～4小时，冷却

后得到基胶；

[0023] b.A组分制备

[0024]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抑制剂和催化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拌

20～30分钟，得到A组分；

[0025] c.  B组分的制备

[0026]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含氢硅油和扩链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

拌20～30分钟，得到B组分；

[0027] d.混合

[0028] 将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为1:1的比例进行混合，抽真空脱泡后，即得到所述的导

热有机硅凝胶。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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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发明通过添加特定比例、以及特定结构的扩链剂以及含氢硅油，使得有机硅凝

胶在热条件下保持着低硬度、低热膨胀率，同时具备了非常好的基材粘附性能；并通过添加

高导热填料并配合阻燃助剂，赋予灌封胶高的导热性能和阻燃性能，能够快速传导出电子

元器件产生的热量。本发明的导热灌封胶粘度较低，方便排泡，能够充分灌封点子元器件的

狭小缝隙，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能，尤其适用于点胶机进行操作生产。

[0031] 综上，相较于现有技术中的有机硅凝胶，本发明的凝胶能够兼具低热膨胀率、低硬

度以及较高的导热性能和良好的施工性能，能够充分满足灌封的使用要求，适用范围广，性

能佳。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7份、

抑制剂1份、催化剂2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1份、含氢硅油4份、扩链剂5份；所述

基胶包括乙烯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50份、填料250份、硅烷处理剂18份。

[0035] 本实施例中，乙烯基硅油在25℃时的运动粘度为3000Pa·s。

[0036] 本实施例中，抑制剂为3-甲基-1-己炔基-3-醇。

[0037] 本实施例中，催化剂为烯基硅氧烷的铂螯合物，铂金含量为5000ppm。

[0038] 本实施例中，扩链剂的结构式为：

[0039] ，其中X、Y为CH3、H；

R1、R2为CH3、C2H5；m=100、n=50。

[0040] 本实施例中，阻燃助剂为氢氧化镁，其D50粒径为2μm。

[0041] 本实施例中，填料为氧化铝，其D50粒径为70μm。

[0042] 本实施例中，硅烷处理剂为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6份、

抑制剂1份、催化剂3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2份、含氢硅油2份、扩链剂3份；所述

基胶包括乙烯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50份、填料250份、硅烷处理剂6份。

[0045] 本实施例中，乙烯基硅油在25℃时的运动粘度为1000mPa·s。

[0046] 本实施例中，抑制剂为2-甲基-3-丁炔基-2醇。

[0047] 本实施例中，催化剂为氯铂酸与1,3-二乙烯基四甲基二硅氧烷的螯合物，铂金含

量5000ppm。

[0048] 本实施例中，扩链剂的结构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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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其中X、Y分别为C2H3、H；R1、

R2分别为CH3、H；m=100、n=10。

[0050] 本实施例中，阻燃助剂为氢氧化铝，其D50粒径为20μm。

[0051] 本实施例中，含氢硅油含氢量在0.2wt%。

[0052] 本实施例中，填料为氧化铝和硅微粉的混合物，其D50粒径为30μm。

[0053] 本实施例中，硅烷处理剂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6份、

抑制剂1份、催化剂3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3份、含氢硅油3份、扩链剂4份；所述

基胶包括乙烯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150份、填料250份、硅烷处理剂5份。

[0056] 本实施例中，乙烯基硅油在25℃时的运动粘度为2000mPa·s。

[0057] 本实施例中，1-乙炔基-1-环己醇。

[0058] 本实施例中，催化剂为烯基硅氧烷的铂螯合物，其铂金含量3000ppm。

[0059] 本实施例中，扩链剂为的结构式为：

[0060] ，其中X、Y分别为C2H3、H；R1、

R2分别为CH3、C2H5；m=50、n=50。

[0061] 本实施例中，阻燃助剂为氢氧化铝，其D50粒径为20μm。

[0062] 本实施例中，含氢硅油含氢量在0.4wt%。

[0063] 本实施例中，填料为氧化铝和氮化硼的混合物，其D50粒径为25μm。

[0064] 本实施例中，硅烷处理剂为甲基三甲氧基硅烷。

[0065] 实施例4

[0066] 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6份、

抑制剂2份、催化剂2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4份、含氢硅油6份；所述基胶包括乙

烯基硅油100份、填料300份、硅烷处理剂20份。

[0067] 本实施例中，乙烯基硅油在25℃时的运动粘度为2000mPa·s。

[0068] 本实施例中，抑制剂为3,5-二甲基-1-己炔基-3-醇和多乙烯基聚硅氧烷的混合

物。

[0069] 本实施例中，催化剂为烯基硅氧烷的铂螯合物，铂金含量为1000ppm。

[0070] 本实施例中，含氢硅油含氢量在00.1wt%。

[0071] 本实施例中，填料为氧化铝和硅微粉的混合物，其D50粒径为25μm。

[0072] 本实施例中，硅烷处理剂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和六甲基二硅氮烷的混合物。

[0073]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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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一种导热有机硅凝胶，包括以下按重量份计的A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5份、

抑制剂3份、催化剂2份，B组分：基胶100份、乙烯基硅油4份、含氢硅油6份  ；所述基胶包括乙

烯基硅油100份、阻燃助剂50份、填料250份、硅烷处理剂12份。

[0075] 本实施例中，乙烯基硅油在25℃时的运动粘度为2000mPa·s。

[0076] 本实施例中，抑制剂为3-甲基-1-己炔基-3-醇、1-乙炔基-1-环己醇、2-甲基-3-丁

炔基-2醇的混合物。

[0077] 本实施例中，催化剂为氯铂酸与1,3-二乙烯基四甲基二硅氧烷的螯合物，铂金含

量为500ppm。

[0078] 本实施例中，阻燃助剂为氢氧化铝，其D50粒径为45μm

[0079] 本实施例中，含氢硅油含氢量在0.3wt%。

[0080] 本实施例中，填料为氧化铝和沉淀二氧化硅的混合物，其D50粒径为20μm。

[0081] 本实施例中，硅烷处理剂为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和甲基三甲氧基硅烷的混合物。

[0082] 实施例6

[0083]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实施例5的导热有机硅凝胶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84] a.基胶制备

[0085] 按配方量取乙烯基硅油、阻燃助剂、填料和硅烷处理剂，在真空捏合集中捏合1h，

升温至150℃，并抽真空至真空度为-0.06MPa，继续捏合2小时，冷却后得到基胶；

[0086] b.A组分制备

[0087]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抑制剂和催化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拌

20分钟，得到A组分；

[0088] c.  B组分的制备

[0089]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含氢硅油和扩链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

拌20分钟，得到B组分；

[0090] d.混合

[0091] 将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为1:1的比例进行混合，抽真空脱泡后，即得到所述的导

热有机硅凝胶。

[0092] 实施例7

[0093]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实施例5的导热有机硅凝胶的另一种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94] a.基胶制备

[0095] 按配方量取乙烯基硅油、阻燃助剂、填料和硅烷处理剂，在真空捏合集中捏合2h，

升温至100℃，并抽真空至真空度为-0.09MPa，继续捏合4小时，冷却后得到基胶；

[0096] b.A组分制备

[0097]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抑制剂和催化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拌

30分钟，得到A组分；

[0098] c.  B组分的制备

[0099] 按配方量取基胶、乙烯基硅油、含氢硅油和扩链剂，于常温下，在行星搅拌机中搅

拌30分钟，得到B组分；

[0100] d.混合

[0101] 将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为1:1的比例进行混合，抽真空脱泡后，即得到所述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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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有机硅凝胶。

[0102] 实施例8

[0103] 实施例1～实施例5的有机硅凝胶的技术指标如下：

[0104]

[010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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