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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及中温固

化电热浆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

法及中温固化电热浆，其中，中温固化电热浆的

制作方法具体步骤：步骤1：制备金属混合物；步

骤2：金属混合物调整粘稠度并乳化；步骤3：研

磨；步骤4：反应釜内进行反应；步骤5：再次调节

粘稠度；步骤6：静置得到中温固化电热浆。中温

固化电热浆，包括原料组成：细微金属粉、触变

剂、增稠剂、溶剂、缓蚀剂、消泡剂、偶联剂、高温

有机硅树脂和表面活性剂。本发明解决了电热浆

料的不能中温固化及中温应用的问题，中温使用

的电热部件可以广泛选用性价比高、性能更好的

材料作为发热基材；并且相对现有技术而言制备

的产品更加轻薄、导热性更加快和节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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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作方法具体步

骤：

步骤1：将选取的细微金属粉、偶联剂和一半的溶剂加入到搅拌机中进行加热混合，得

到金属混合物；

步骤2：在金属混合物中加入高温有机硅树脂和3/5剩余的溶剂调整到具有100000cP至

200000cP粘稠度的粘稠物，接着将粘稠物放入乳化机中进行乳化处理；

步骤3：用研磨机研磨乳化后的粘稠物10分钟，并通过水冷系统将温度控制50℃以下，

得到研磨物；

步骤4：研磨物与表面活性剂、消泡剂、缓蚀剂、触变剂和增稠剂依次放入反应釜内进行

反应2至3小时，反应过程中用粒度分析仪测试导细微金属粉的均匀度；

步骤5：反应后测试粘稠度，如未达到要求值时加入所有剩余的溶剂调整粘稠度使之到

达要求值；

步骤6：自然环境下放置24小时，最后得到中温固化电热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搅拌时要求

控制的加热温度为50-60℃，加热搅拌时间控制在10分钟。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粘稠物放入

乳化机中进行乳化处理的时间为5分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粘稠度控制在

100000cP至200000cP。

5.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温固化电热浆由上述权利要求1-4任一项

所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所述中温固化电热浆包括原料组成和重量比：细微金属粉10-

50％、触变剂1-3％、增稠剂3-5％、溶剂10-30％、缓蚀剂0.1-5％、消泡剂0.1-3％、偶联剂1-

5％、高温有机硅树脂10-50％和表面活性剂1-5％。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其特征在于：包括原料组成和重量比：细微金

属粉15-40.4％、触变剂1.2-2％、增稠剂3.6-4.5％、溶剂15-27％、缓蚀剂1.8-4％、消泡剂

1.6-2％、偶联剂1-4％、高温有机硅树脂20-40％和表面活性剂2.9-5％。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其特征在于：包括原料组成和重量比：细微金

属粉37.5％、触变剂2％、增稠剂4.5％、溶剂10％、缓蚀剂3.5％、消泡剂1.6％、偶联剂3％、

高温有机硅树脂35％和表面活性剂2.9％。

8.如权利要求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细微金属粉包括球

形银粉、鳞片状银粉、铜粉、镍粉、铜镍合金粉、银包铜粉、银包镍粉、钼粉、碳粉、碳化硼或云

母粉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

9.如权利要求5任意一项所述的中温固化电热浆，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变剂包括丁丙

脂、聚酰胺蜡或氢化蓖麻油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增稠剂包括乙基纤维素或者KB6650中

的一种或组合；溶剂包括二乙二醇、丙二醇丙醚、均苯四甲酸二酐、联苯四甲二酐、甲基乙酰

胺、苯二胺、柠檬酸三丁脂、丁基卡必醇、丁基卡比醇模酸脂、松油醇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

组合；缓蚀剂包括苯并三氮唑、膦羧酸或琉基苯并噻唑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消泡剂

包括高碳醇脂肪酸酯复合物、聚氧乙烯聚氧丙烯季戊四醇醚、聚氧乙烯聚氧丙醇胺醚、聚氧

丙烯甘油醚或聚氧丙烯；偶联剂包括KH550；高温有机硅树脂；表面活性剂包括2-溴正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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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班85或卵磷脂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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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及中温固化电热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加热技术领域，涉及用于电加热的电子浆料，尤其涉及中温固化电

热浆的制备方法及中温固化电热浆。

【背景技术】

[0002] 常见普通发热器的发热方式迄今仍采用传统的镍/鉻合金电阻丝或膜作为发热材

料。随着国内外对发热器性能、结构、安全、环保等要求的提高，对板式发热器需求的不断增

加，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对发热器薄型化、特型化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镍/鉻

合金电阻丝或膜作为发热模式及发热材料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发展的要求。

[0003] 目前已商品化的电阻丝发热器，一般是电极导线铆接或焊接在基板上，该电极导

线主要存在如下缺点：

[0004] (1)受电极结构、连接形状的限制，发热器难以实现小型化、薄型化和特型化。

[0005] (2)电极导线特别是高温电极制作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生产成本高。

[0006] (3)发热板制作工艺复杂，使得电路设计的自由度小，自动化程度低。

[0007] (4)焊点受热易脱落，表面易于氧化，使用寿命短。

[0008] (5)铆接处易打火，易松弛开裂，导致使用不安全。

[0009] (6)发热器的线路设计只能是串联式结构，线路设计的局限性大，故障率高。

[0010] 同时，现在也在电热丝的基础上也发展出了，高温固化的电阻发热浆料，而现有的

高温电阻发热浆料，还存在使用时需要高温固化在发热基板上，因此对发热基板的熔点要

求较高，现有的电子浆料的发热基板一般要求熔点在800℃以上，从而没办法使用低熔点高

导热性的材料作为发热基板，从而也使得导热性比较低的问题。

[0011] 鉴于此，本技术领域亟待出现一个用中温进行固化，能够使用低熔点高导热性的

材料作为发热基板，并且导热系数高和节能的中温固化电热浆。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及中温固化电

热浆。

[0013]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其中：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作方

法具体步骤：

[0015] 步骤1：将选取的细微金属粉、偶联剂和一半的溶剂加入到搅拌机中进行加热混

合，得到金属混合物；

[0016] 步骤2：在金属混合物中加入高温有机硅树脂和3/5剩余的溶剂调整到具有一定粘

稠度的粘稠物，接着将粘稠物放入乳化机中进行乳化处理。

[0017] 步骤3：用研磨机研磨乳化后的粘稠物10分钟，并通过水冷系统将温度控制在一定

范围，得到研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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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步骤4：研磨物与表面活性剂、消泡剂、缓蚀剂、触变剂和增稠剂依次放入反应釜内

进行反应2至3小时，反应过程中用粒度分析仪测试导细微金属粉的均匀度；

[0019] 步骤5：反应后测试粘稠度，如未达到要求值时加入所有剩余的溶剂调整粘稠度使

之到达要求值；

[0020] 步骤6：自然环境下放置24小时，最后得到中温固化电热浆。

[0021] 进一步的，步骤1中搅拌时要求控制的加热温度为50-60℃，加热搅拌时间控制在

10分钟。

[0022] 进一步的，步骤2中粘稠物的粘稠度控制在100000cP至200000cP；粘稠物放入乳化

机中进行乳化处理的时间为5分钟。

[0023] 进一步的，步骤3水冷系统将温度控制在50℃以下。

[0024] 进一步的，步骤5粘稠度控制在100000cP至200000cP。

[0025] 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的中温固化电热浆，其中：包括原料组成和重量比：细微金属粉

10-50％、触变剂1-3％、增稠剂3-5％、溶剂10-30％、缓蚀剂0.1-5％、消泡剂0.1-3％、偶联

剂1-5％、高温有机硅树脂10-50％和表面活性剂1-5％。

[0026] 进一步的，包括原料组成和重量比：细微金属粉15-40.4％、触变剂1.2-2％、增稠

剂3.6-4.5％、溶剂15-27％、缓蚀剂1.8-4％、消泡剂1.6-2％、偶联剂1-4％、高温有机硅树

脂20-40％和表面活性剂2.9-5％。

[0027] 进一步的，包括原料组成和重量比：细微金属粉37.5％、触变剂2％、增稠剂4.5％、

溶剂10％、缓蚀剂3.5％、消泡剂1.6％、偶联剂3％、高温有机硅树脂35％和表面活性剂

2.9％。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细微金属粉包括球形银粉、鳞片状银粉、铜粉、镍粉、铜镍合金粉、

银包铜粉、银包镍粉、钼粉、碳粉、碳化硼或云母粉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

[0029] 进一步的，所述触变剂包括丁丙脂、聚酰胺蜡或氢化蓖麻油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

合；增稠剂包括乙基纤维素或者KB6650中的一种或组合；溶剂包括二乙二醇、丙二醇丙醚、

均苯四甲酸二酐、联苯四甲二酐、甲基乙酰胺、苯二胺、柠檬酸三丁脂、丁基卡必醇、丁基卡

比醇模酸脂、松油醇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缓蚀剂包括苯并三氮唑、膦羧酸或琉基苯

并噻唑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消泡剂包括高碳醇脂肪酸酯复合物、聚氧乙烯聚氧丙

烯季戊四醇醚、聚氧乙烯聚氧丙醇胺醚、聚氧丙烯甘油醚或聚氧丙烯；偶联剂包括KH550；高

温有机硅树脂；表面活性剂包括2-溴正辛酸、司班85或卵磷脂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1] 本发明解决了电热浆料的不能中温固化及中温应用的问题，中温使用的电热部件

可以广泛选用性价比高、性能更好的材料作为发热基材；并且相对现有技术而言制备的产

品更加轻薄、导热性更加快和节能的特点。

[0032] 本发明所选用的主体材料均能够实现300度条件下固化，可长期应用在300度的发

热温度范围内。本发明产品可以广泛应用在熔点大于300度的材料制成的基板上，如导热高

和性价比高的铝、或其它高分子材料上，因此本发明的导热系数高，在使用是传热更加快。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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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限定本发

明。

[0034]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备方法，其中：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制作

方法具体步骤：

[0035] 步骤1：将选取的细微金属粉、偶联剂和一半的溶剂加入到搅拌机中进行加热混

合，得到金属混合物；

[0036] 步骤2：在金属混合物中加入高温有机硅树脂和3/5剩余的溶剂调整到具有一定粘

稠度的粘稠物，接着将粘稠物放入乳化机中进行乳化处理。

[0037] 步骤3：用研磨机研磨乳化后的粘稠物10分钟，并通过水冷系统将温度控制在一定

范围，得到研磨物；

[0038] 步骤4：研磨物与表面活性剂、消泡剂、缓蚀剂、触变剂和增稠剂依次放入反应釜内

进行反应2至3小时，反应过程中用粒度分析仪测试导细微金属粉的均匀度；

[0039] 步骤5：反应后测试粘稠度，如未达到要求值时加入所有剩余的溶剂调整粘稠度使

之到达要求值，粘稠度控制在100000cP至200000cP；

[0040] 步骤6：自然环境下放置24小时，最后得到中温固化电热浆。

[0041] 进一步的，步骤1中搅拌时要求控制的加热温度为50-60℃，加热搅拌时间控制在

10分钟。

[0042] 进一步的，步骤2中粘稠物的粘稠度控制在100000cP至200000cP；粘稠物放入乳化

机中进行乳化处理的时间为5分钟。

[0043] 进一步的，步骤3水冷系统将温度控制在50℃以下。

[0044] 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的中温固化电热浆的原料组成和重量百分比：细微金属粉10-

50％、触变剂1-3％、增稠剂3-5％、溶剂10-30％、缓蚀剂0.1-5％、消泡剂0.1-3％、偶联剂1-

5％、高温有机硅树脂10-50％和表面活性剂1-5％。

[0045] 进一步的，上述较适宜的主要配方的重量百分比(WT/％)之方案一，包括原料组成

和重量百分比：细微金属粉15-40.4％、触变剂1.2-2％、增稠剂3.6-4.5％、溶剂15-27％、缓

蚀剂1.8-4％、消泡剂1.6-2％、偶联剂1-4％、高温有机硅树脂20-40％和表面活性剂2.9-

5％。

[0046] 进一步的，上述较适宜的主要配方的重量百分比(WT/％)之方案一，包括原料组成

和重量比：细微金属粉37.5％、触变剂2％、增稠剂4.5％、溶剂10％、缓蚀剂3.5％、消泡剂

1.6％、偶联剂3％、高温有机硅树脂35％和表面活性剂2.9％。

[0047] 具体实施例中5个实施例，原料组成和重量百分比(WT/％)计具体如下：

[0048] 原料 实施例一 实施例二 实施例三 实施例四 实施例五

细微金属粉 50 40.4 37.5 10 28

溶剂 30 27 10 14 15

偶联剂 1 3 3 5 2.5

高温有机硅树脂 10 20 35 50 40

表面活性剂 4.8 1 2.9 5 3.5

消泡剂 0.1 2 1.6 3 1.7

缓蚀剂 0.1 1.8 3.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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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变剂 1 1.2 2 3 1.3

增稠剂 3 3.6 4.5 5 4

[0049] 进一步的，所述细微金属粉包括球形银粉、鳞片状银粉、铜粉、镍粉、铜镍合金粉、

银包铜粉、银包镍粉、钼粉、碳粉、碳化硼或云母粉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其中球形银

粉、鳞片状银粉、铜粉、镍粉、钼粉、碳粉和云母粉制成纳米金属粉，而铜镍合金粉、银包铜

粉、银包镍粉和碳化硼制成微米级金属粉。细微金属粉，导电填料是功能相的主要成分，主

要为浆料体系提供导电功能性。其含量在配方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多时影响体系的附着力，

过少时影响体系的电性能。在制作时刻单独使用上述金属粉，也可以采用两种以上的不同

金属粉进行混合使用。

[0050] 进一步的，所述触变剂包括丁丙脂、聚酰胺蜡或氢化蓖麻油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

合；增稠剂包括乙基纤维素或者KB6650中的一种或组合；溶剂包括二乙二醇、丙二醇丙醚、

均苯四甲酸二酐、联苯四甲二酐、甲基乙酰胺、苯二胺、柠檬酸三丁脂、丁基卡必醇、丁基卡

比醇模酸脂、松油醇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缓蚀剂包括苯并三氮唑、膦羧酸或琉基苯

并噻唑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消泡剂包括高碳醇脂肪酸酯复合物、聚氧乙烯聚氧丙

烯季戊四醇醚、聚氧乙烯聚氧丙醇胺醚、聚氧丙烯甘油醚或聚氧丙烯；偶联剂包括KH550；高

温有机硅树脂；表面活性剂包括2-溴正辛酸、司班85或卵磷脂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组合。

[0051] 上述的触变剂主要是改善浆料体系的印刷性能，保证印刷图形的饱满性。其含量

在配方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多时影响体系的附着力及电性能，过少时作用不明显。

[0052] 增稠剂主要是防止浆料分层，以提高浆料体系的储存稳定性；其含量在配方体系

中所占的比例过多时影响体系的电性能，过少时作用不明显。

[0053] 高温有机硅树脂主要为浆料体系提供良好的耐热性能，其含量在配方体系中所占

比例过多时影响体系的附着力，过少时影响体系的耐热性能。

[0054] 溶剂主要是调节浆料的粘度指标及改善浆料体系对印刷基材的侵润性。

[0055] 消泡剂主要是消除浆料体系中的气泡，改善浆料的物性指标。其含量在配方体系

中所占的比例过多时影响体系的附着力及电性能，过少时作用不明显。

[0056] 缓蚀剂主要是防止或减缓材料腐蚀的化学物质或复合物，其含量在配方体系中所

占的比例过多时影响体系的附着力及电性能，过少时作用不明显。

[0057] 偶联剂主要是改善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的界面作用，从而大大提高复合浆料材料

的性能，如物理性能、电性能和热性能。

[0058] 表面活性剂主要是增加固体表面的吸附，其含量在配方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多时

影响体系的电性能，过少时作用不明显。

[0059] 按以上实施例生产出的产品，用百格刀、3M600胶带、铅笔硬度计、高低温试验箱、

膜厚测试仪、方阻测试仪、功率计、耐压测试仪、漏电流测试仪、阻抗测试仪等测量设备进行

了测试，结果如下：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7666729 B

7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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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综上所述，本发明生产的中温固化电热浆非常优越。

[0063] 以上将本实施例中生产的产品与传统高温固化电子浆料的对比如下：

[0064]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07666729 B

9



[0065]

[0066] 本发明的产品应用时厚度只有0.05mm，加上基板、绝缘层和导体层，总厚度小于

0.2mm，应用不占空间。

[0067] 导热系数高，传热快，用本浆料应用于低熔点高导热材料制成发热片，导热系数原

高温固化产品的20倍以上。

[0068] 固化工艺简单，只需一次固化，本电热浆料所配套应用的绝缘等材料只需120度半

固化处理，加工好本电热浆料后，可一次性300度固化，工艺简单，缩短了加工时间和加工成

本。

[006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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