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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
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热膜发热管制备领域，
公开了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按
如下步骤进行：
（1）取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
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份聚丁烯、
陶土、矿棉纤维、
分散剂放入密炼机中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2）将
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聚丁烯、
海泡石粉、
陶土、
矿棉纤维、
分散剂放入捏合机中混炼，
混炼
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螺杆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
降噪材料；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圆管
形，
并将成型后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
管外壁。本发明将海泡石粉与丁基橡胶进行复
合，
制备的复合降噪材料具有多孔结构，
加上丁
基橡胶自身的降噪性能 ，
将其套于发热管外壁，
能够有效降低发热管工作时发出的噪音。

说明书3页

CN 104761835 B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进行：
（1）取40-60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0-15份聚丁烯、2-4份陶
土、
2-4份矿棉纤维、
1-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2）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0-15份聚丁烯、
10-20份海泡石粉、
2-4份陶土、
2-4
份矿棉纤维、
1-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螺杆挤
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的复
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
步骤（2）
中混炼的温度为130-150℃，
混炼时间为30-60min。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海泡
石粉过150-300目筛。
4 .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海泡石粉经过热活化处理或酸活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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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热膜发热管制备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
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技术的发展，
在电热水器领域，
电热膜发热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裸露的电热
丝，
特别是在即热式电热水器领域，
由于对水加热速率的要求较高，
电热膜发热管的加热效
率更高，
因此目前市场上的即热式电热水器多数采用电热膜发热管加热。
[0003] 但是在电热膜发热管工作时，
由于功率较大，
普遍会发出较大的噪声，
大大降低了
用户的使用体验。
[0004] 授权公告号CN 102127356 B，
授权公告日2013年6月5日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电
热膜发热管高温绝缘凝胶配方，
由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绝缘涂料、
溶剂、
缩水甘油醚稀释剂
组成。所述溶剂由酯醚类溶剂、酮类溶剂、
醇醚类溶剂组成。该发明制成的涂料涂覆于电热
膜发热管的电热膜外，
具有耐磨、
耐酸碱等优点，
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发热管工作时
的噪声。不足之处在于该绝缘涂层的降噪原理仅仅是涂覆在电热膜外表，
绝缘涂层本身并
没有很好的降噪性能，
因此降噪的效果并不理想。
[0005] 对于降噪，
一般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隔声，
即对声源进行发射，
使声音不能通过
隔声材料，
另一种是吸声，
即吸声材料对声音进行吸收、
削弱以达到降噪目的 ，
两者的降噪
原理不同 ，
目的也不同 ，
隔声材料能够降低声源地相邻空间的噪声，
普遍用于住宅，
而吸声
材料能够降低生源地的噪声，
电影院、
KTV普遍使用以避免各种声源发生混响。
目前人们普
遍对隔声材料和吸声材料混淆不清，
导致混乱使用而无法达到目的。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有效降低发热管工作时噪音的电
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0007]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按如下
步骤进行：
[0008] （1）
取40-60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0-15份聚丁烯、
2-4
份陶土、
2-4份矿棉纤维、
1-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0009] （2）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0-15份聚丁烯、
10-20份海泡石粉、2-4份陶
土、
2-4份矿棉纤维、
1-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
螺杆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0010]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
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0011] 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0012] 丁基橡胶是一种线型高分子共聚物，
分子排列紧密，
具有优良的密封性、
抗龟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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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绝缘性能和抗老化性能，
同时丁基橡胶密度较大，
还具有出色的减振、
降噪效果；
海泡石
为天然无机多孔物质，
内部具有众多微孔结构，
是理想的吸声材料。
[0013] 本发明将海泡石粉、
矿棉纤维等内部具有疏松结构的物质与丁基橡胶进行复合，
使得丁基橡胶也具有多孔结构，
增加了吸声性能。将复合降噪材料套于发热管外壁，
当声波
入射到材料表面时，
因其微孔中的空气震动，
由于摩擦阻力和空气的黏滞阻力以及热传导
作用，
加上丁基橡胶自身分子链上具有很多侧甲基，
弹性滞后较大，
有明显的耗能作用，
将
相当一部分声能转化为热能，
从而起到吸声作用，
而且复合降噪材料还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0014] 由于丁基橡胶自身的粘附性不够理想，
因此加入聚丁烯作用增粘剂。
[0015] 作为优选，
步骤（2）中混炼的温度为130-150℃，
混炼时间为30-60min。
[0016] 作为优选，
所述海泡石粉过150-300目筛。将海泡石过筛后能够筛除尺寸较大的海
泡石，
使得孔径具有一致性。
[0017] 作为优选，
所述海泡石粉经过热活化处理或酸活化处理。经过热活化或酸活化的
海泡石的内部结构拥有更多的微孔结构，
增强了其比表面积，
吸声作用更强。
[0018] 与现有技术对比 ，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将海泡石粉与丁基橡胶进行复合，
制备的复合降噪材料具有多孔结构，
加上丁基橡胶自身的降噪性能，
将其套于发热管外壁，
能够有效降低发热管工作时发出的噪音。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进行：
[0022] （1）
取50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2 .5份聚丁烯、
3份陶土、
3份矿棉纤维、
1 .5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0023] （2）
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2 .5份聚丁烯、
15份过250目的海泡石粉、
3份
陶土、
3份矿棉纤维、
1 .5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
螺杆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其中混炼温度为140摄氏度，
混炼时间为45min。
[0024]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
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0025] 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进行：
[0028] （1）
取40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0份聚丁烯、2份陶土、2
份矿棉纤维、
1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0029] （2）
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0份聚丁烯、
10份过250目的海泡石粉、2份陶
土、
2份矿棉纤维、
1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螺杆
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其中混炼温度为130摄氏度，
混炼时间为30min。所述海泡石
粉经过热活化处理。
[0030]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
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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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0032] 实施例3
[0033]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进行：
[0034] （1）
取60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5份聚丁烯、
4份陶土、
4
份矿棉纤维、
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0035] （2）
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5份聚丁烯、20份过150目的海泡石粉、
4份陶
土、
4份矿棉纤维、
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螺杆
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其中混炼温度为150摄氏度，
混炼时间为60min。所述海泡石
粉经过酸活化处理。
[0036]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
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0037] 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0038] 实施例4
[0039]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进行：
[0040] （1）
取45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4份聚丁烯、2份陶土、
3
份矿棉纤维、
1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0041] （2）
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2份聚丁烯、
16份过200目的海泡石粉、2份陶
土、
3份矿棉纤维、
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螺杆
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其中混炼温度为145摄氏度，
混炼时间为50min。所述海泡石
粉先后经过酸活化处理和热活化处理。
[0042]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
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0043] 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0044] 实施例5
[0045] 一种电热膜发热管复合降噪材料的制备工艺，
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进行：
[0046] （1）
取55份丁基橡胶将其先切胶成小块，
再将丁基橡胶与12份聚丁烯、
4份陶土、2
份矿棉纤维、
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密炼机中进行混炼，
制得丁基母胶。
[0047] （2）
将上述丁基母胶取出，
将其再与10份聚丁烯、
18份过300目的海泡石粉、2份陶
土、
4份矿棉纤维、
2份分散剂一同放入捏合机中进行混炼，
混炼完成后用捏合机自带的螺杆
挤出滤胶，
制得复合降噪材料；
其中混炼温度为135摄氏度，
混炼时间为60min。所述海泡石
粉先后经过酸活化处理和热活化处理。
[0048] （3）将上述复合降噪材料制备成与电热膜发热管外径适配的圆管形，
并将成型后
的复合降噪材料套于电热膜发热管外壁。
[0049] 以上各组分份数均为重量份。
[0050] 以上所述，
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
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
变更以及等效变换，
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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