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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中性低导热酚醛复合风

管的制备方法，包括位于外侧的防腐彩钢板和内

侧的保温基层，保温基体连接层和芯层采用不同

组分的发泡酚醛树脂材料，制备过程采用立式方

形成型模具，模具腔体设置两块速度可控的可提

拉隔板，将腔体分隔成两侧的侧腔室和中央的中

心腔室，分别将连接层酚醛树脂材料和芯层酚醛

树脂材料注入侧腔室和中心腔室，注入一定时间

后将可提拉隔板向上提拉，使连接层酚醛树脂材

料和芯层酚醛树脂材料进行发泡成型，开模得到

一体复合成型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将四块复合

风管板连接在一起，得到复合风管，本发明制备

的复合风管性能优良，适用于风压要求较高及高

净化特殊环境的公共场所空调送风、回风、新风

和补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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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性低导热酚醛复合风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风管包括管体，所

述管体由四块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连接在一起；

所述复合风管板包括位于外侧的防腐彩钢板和内侧的保温基层，所述保温基层包括连

接层和芯层，所述连接层和芯层采用不同组分的发泡酚醛树脂材料，

其中连接层的制备组分为酚醛树脂：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对甲苯磺酸：填料=50:（1~
2）：（0.5~0.8）：（1~1.5）：（20~25），以上比值为重量比，所用的酚醛树脂添加有硬脂酸锌进

行改性；填料为氧化镁粉和氢氧化铝粉的混合物；芯层的制备组分为酚醛树脂：异戊烷：聚

氧乙烯醚：对甲苯磺酸：硅油=50:（2~3）：（1~1.2）：（6~8）：（1~1.5），以上比值为重量比；

具体制备方法为：

（1）原料准备：向连接层酚醛树脂中加入对应量的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和填料，高速搅

拌均匀后加入对甲苯磺酸，继续高速搅拌后备用；

向芯层酚醛树脂中加入对应的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和硅油，高速搅拌均匀后加入对甲

苯磺酸，继续高速搅拌后备用；

（2）模具准备：所用的模具为立式方形成型模具，包括模具外壁和位于上方的模具上

盖，外壁和上盖围成了模具腔体，腔体的中央设置两块速度可控的可提拉隔板，将腔体分隔

成两侧的侧腔室和中央的中心腔室，模具腔体的两侧预先放置准备好的防腐彩钢板，防腐

彩钢板通过钢板定位槽固定，防腐彩钢板与保温基层连接的内侧表面上设有用以提高连接

强度的复合互锁金属框架；随后将模具加热到60~80℃；

（3）模具准备完成后，从上方注入口分别将连接层酚醛树脂材料和芯层酚醛树脂材料

注入侧腔室和中心腔室；

酚醛树脂的注入速度采用V1=H/8，其中H是整个模具的高度，单位为mm，V1单位为mm/

min，隔板在开始注入后200s开始提拉，提拉速度与注入速度相同，保证各层材料均在固化

率40%左右开始接触，使连接层酚醛树脂材料和芯层酚醛树脂材料进行发泡成型；

（4）发泡成型结束后，开模得到一体复合成型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将四块复合风管板

连接在一起，得到复合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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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性低导热酚醛材料复合风管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温复合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中性低导热酚醛材料及复合风

管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风管是现代建筑中空调与通风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风管要求保温性能好，

有较高的抗变形能力，系统运行安静，安装简单，成本较低，使用寿命较长。目前，复合风管

作为新一代环保节能型风管已经逐步取代了铁皮风管和玻璃纤维风管。现有产品的基本结

构是由两层高强度金属材料和一层保温材料为基材，采用胶粘技术和特殊的结构组合连

接。目前的保温材料通常采用酚醛树脂泡沫保温材料。但是现有产品主要存在以下技术问

题，首先是酚醛树脂泡沫保温材料是酚醛树脂加入发泡剂和固化剂后发泡固化成型的，而

所用的固化剂为强酸固化剂，残留在泡沫体内的酸使得材料为酸性材料，会对接触的金属

材料产生腐蚀，同时通过胶粘技术成型的复合风管存在工艺多，人工成本高等问题，同时强

酸的酚醛树脂泡沫材料也会对胶结层发生反应，降低了粘结强度。因此研发得到一种低导

热系数、保温性能好以及低酸中性，易于制备的酚醛材料复合风管对于目前生产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中性低导热酚醛材料及复合风管的制备

方法，采用一体式复合制备方法，由芯层提供良好的保温性能，连接层采用低酸组分，实现

了中性低导热酚醛材料复合风管的制备。

[0004] 本发明完整的技术方案包括：

[0005] 一种中性低导热酚醛复合风管的制备方法，所述复合风管包括管体，所述管体由

四块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连接在一起；

[0006] 所述复合风管板包括位于外侧的防腐彩钢板和内侧的保温基层，所述保温基体包

括连接层和芯层，所述连接层和芯层采用不同组分的发泡酚醛树脂材料，

[0007] 其中连接层的制备组分为酚醛树脂：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对甲苯磺酸：填料＝50:

(1～2)：(0.5～0.8)：(1～1.5)：(20～25)，以上比值为重量比，所用的酚醛树脂添加有硬脂

酸锌进行改性；填料为氧化镁粉和氢氧化铝粉的混合物；芯层的制备组分为酚醛树脂：异戊

烷：聚氧乙烯醚：对甲苯磺酸：硅油＝50:(2～3)：(1～1.2)：(6～8)：(1～1.5)，以上比值为

重量比；

[0008] 具体制备方法为：

[0009] (1)原料准备：向连接层酚醛树脂中加入对应量的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和填料，高

速搅拌均匀后加入对甲苯磺酸，继续高速搅拌后备用；

[0010] 向芯层酚醛树脂中加入对应的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和硅油，高速搅拌均匀后加入

对甲苯磺酸，继续高速搅拌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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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2)模具准备：所用的模具为立式方形成型模具，包括模具外壁和位于上方的模具

上盖，外壁和上盖围成了模具腔体，腔体的中央设置两块速度可控的可提拉隔板，将腔体分

隔成两侧的侧腔室和中央的中心腔室，模模具腔体的两侧预先放置准备好的防腐彩钢板，

防腐彩钢板通过钢板定位槽固定，防腐彩钢板与保温基体连接的内侧表面上设有用以提高

连接强度的复合互锁金属框架；随后将模具加热到60～80℃。

[0012] (3)模具准备完成后，从上方注入口分别将连接层酚醛树脂材料和芯层酚醛树脂

材料注入侧腔室和中心腔室，注入一定时间后将可提拉隔板向上提拉，使连接层酚醛树脂

材料和芯层酚醛树脂材料进行发泡成型。

[0013] (4)发泡成型结束后，开模得到一体复合成型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将四块复合风

管板连接在一起，得到复合风管。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中性低导热酚醛复合风管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酚醛复合风管制备过程示意图。

[0016] 图3为酚醛复合风管实物图。

[0017] 图中：1‑防腐彩钢，2‑互锁金属框架，3‑连接层，4‑芯层，5‑模具外壁，6‑模具上盖，

7‑可提拉隔板，8‑侧腔室，9‑中心腔室；10‑彩钢定位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仅仅是作为例示，并非用于限制本申请。

[0019] 本发明所公开的中性低导热酚醛材料及复合风管为一体成型，复合风管包括管

体，管体由四块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连接在一起。

[0020] 如图1所示，该复合风管板包括位于外侧的防腐彩钢板1和内侧的保温基层，保温

基体包括连接层3和芯层4，连接层和芯层采用不同组分的发泡酚醛树脂材料。

[0021] 该复合风管通过一体式复合成型方式，防腐彩钢板与保温基体连接的内侧表面上

设有用以提高连接强度的互锁金属框架2，该金属框架可以采用铁丝网或不锈钢丝网，直接

焊接于钢板内侧。

[0022] 连接层的制备组分为酚醛树脂：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对甲苯磺酸：填料＝50:(1～

2)：(0.5～0.8)：(1～1.5)：(20～25)，以上比值为重量比，所用的酚醛树脂添加有硬脂酸锌

进行改性；填料为氧化镁粉和氢氧化铝粉的混合物。

[0023] 芯层的制备组分为酚醛树脂：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对甲苯磺酸：硅油＝50:(2～

3)：(1～1.2)：(6～8)：(1～1.5)，以上比值为重量比。

[0024] 具体制备方法为：

[0025] (1)原料准备：向连接层酚醛树脂中加入对应量的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和填料，高

速搅拌均匀后加入对甲苯磺酸，继续高速搅拌后备用。

[0026] 向芯层酚醛树脂中加入对应的异戊烷、聚氧乙烯醚和硅油，高速搅拌均匀后加入

对甲苯磺酸，继续高速搅拌后备用。

[0027] (2)模具准备：所用的模具为立式方形成型模具，如图2所示，包括模具外壁5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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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方的模具上盖6，外壁和上盖围成了模具腔体，腔体的中央设置两块速度可控的可提拉

隔板7，将腔体分隔成两侧的侧腔室和中央的中心腔室，模模具腔体的两侧预先放置准备好

的防腐彩钢板，防腐彩钢板通过钢板定位槽10固定，随后将模具加热到60～80℃。

[0028] (3)模具准备完成后，从上方注入口分别将连接层酚醛树脂材料和芯层酚醛树脂

材料注入侧腔室和中心腔室，注入一定时间后将可提拉隔板向上提拉，使连接层酚醛树脂

材料和芯层酚醛树脂材料进行发泡成型。

[0029] (4)发泡成型结束后，开模得到一体复合成型复合风管板，通过法兰将四块复合风

管板连接在一起，得到复合风管。

[0030] 在上述步骤中，首先，本发明不同于现有技术中对钢板和酚醛树脂发泡材料分别

加工后进行胶结的方式组合，而是采用了发泡过程一体成型，得到的产品直接结合在一起，

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其次，为了克服现有的酚醛树脂泡沫材料酸性

大，对外层钢板易造成腐蚀的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复合结构，连接层和芯层采用不同组分的

发泡酚醛树脂材料。其中与钢板直接连接的连接层材料，酚醛树脂在制备时利用硬脂酸锌

进行改性，对残留的酸进行中和，同时发泡过程显著降低了酸性固化剂的用量以进一步降

低其酸性，同时还使用了氧化镁粉和氢氧化铝粉，除了提高其连接强度，如果遇到火灾，其

中的Al(OH)3会发生分解反应，进一步提高酚醛树脂泡沫的阻燃效果。而对芯层而言，采用

相对传统的酚醛树脂保温材料组分，同时加入匀泡剂提高其保温性能。同时在制备方法上，

区别于现有的卧式模具，本发明采用了立式方形模具，采用可提拉隔板，将不同组分的酚醛

树脂材料同时加入，同时隔板向上提拉，使还处于液态的酚醛树脂材料在固化过程中自然

结合。同时为了提高酚醛泡沫和钢板的连接强度，在钢板上设有用以提高连接强度的复合

互锁金属框架，该金属框架可以采用铁丝网活不锈钢丝网直接焊接于钢板内侧，工艺简单，

成本低廉。在发泡过程中，该连接层酚醛材料直接浸入到铁丝网中并固化，无需采用粘结材

料即可实现牢固的连接。

[0031] 在注入成型工艺方面，酚醛树脂材料注入立式模具的速度、隔板提拉的速度是至

关重要的参数，如果隔板提拉相对注入速度过快，那么连接层和芯层材料在尚未固化前就

会融在一起，不能起到低酸降低腐蚀的效果，提拉速度过慢，那么两层之间结合就不够好，

由于两侧的钢板是与芯层和连接层构成的整体保温基层受力，中间结合不好会严重影响整

个产品的强度。经过设计与实验验证，酚醛的注入速度采用V1＝H/8，其中H是整个模具的高

度，单位为mm，V1单位为mm/min。具体为对1200mm高的模具，注入速度为150mm/分钟，区别于

现有技术中的一次性快速注入整体发泡的方式，该方法采用逐步注入，使下层的材料有时

间首先固化，注满后底部材料已经固化完毕，同时配合隔板提拉，保证连接牢固且防止混

层。而隔板在开始注入后200s开始提拉，提拉速度与注入速度相同，这样保证了各层材料均

在固化率40％左右开始接触，既能保证良好的连接强度，又避免了芯层过度渗入连接层。

[0032] 本发明制备的复合风管实际照片如图3所示，耐风压2000PA以上，有良好的隔热性

能，导热系数低至0.018‑0.020w/(m·k)，与金属件连接的保温基层的PH值为4‑7，接近中性

材料，很好地保护了钢板免受腐蚀，用途广泛，尤其适用于风压要求较高及高净化特殊环境

的公共场所空调送风、回风、新风和补风管道。主要性能如下表所示：

[0033] 表1复合风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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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0035]

[0036] 以上申请的仅为本申请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申请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型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申请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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