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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及其制
备方法
(57)摘要
具体属
本发明属于电子产品材料技术领域，
于一种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及其制备
方法。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将膨体聚四氟
乙烯薄膜(ePTFE)进行亲水改性，
将二氧化硅气
凝胶粉末与去离子水、
乳化剂、润湿剂、
水性粘接
剂、红外遮光剂混合制得气凝胶水性浆料；
将气
凝胶水性浆料涂布在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上干燥后制得复合膜；
取多层复合膜叠加后覆盖
一层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热压后制得电子
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本发明的电子级柔性
聚四氟乙烯隔热膜实现不同厚度隔热膜的可控
制备，
避免了弯折后掉粉问题，
具有厚度轻薄、
柔
性 好 、反 射 隔 热 性 能 好 的 特 点 ，热 导 率 低 至
0 .020W/mK，
适用于消费电子产品与电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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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在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表面喷涂亲水改性剂，
随后烘干，
制得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
薄膜；
S2、将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分散入去离子水中，
加入乳化剂、润湿剂、
水性粘接剂、
红外
遮光剂后球磨混合均匀，
制得固含量为5wt％‑25wt％、粘接剂含量为3wt％‑30wt％的气凝
胶水性浆料；
S3、将步骤S2制得的气凝胶水性浆料均匀涂布在步骤S1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的上
表面形成浆料层，
涂布厚度为50‑1000μm，
然后在110℃‑400℃温度下真空干燥10‑60min，
制
得ePTFE‑SiO2复合膜；
S4、
取两层及以上ePTFE‑SiO2复合膜进行叠加，
叠加时使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和浆
然后在最上层复合
料层交替排布，
最下层复合膜中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的一面朝下，
膜上覆盖一层步骤S1的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将叠加后的复合膜放入热压机，
在温度
150‑380℃、
压力1‑20MPa下成型热压5‑30min，
冷却后制得厚度100μm‑1000μm的电子级柔性
聚四氟乙烯隔热膜；
其中，
步骤S1、
S2不分先后顺序。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S1中所述的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为单向拉伸或双向拉伸的多孔聚四氟乙烯薄膜，
膜厚为5‑
50μm。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S1中所述亲水改性剂的型号为HS‑220M、
HS‑830D、
HS‑130TS、
X‑70M中的一种。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
S2中所述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
去离子水、
乳化剂、润湿剂、
水性粘接剂、
红外遮光剂的混合
质量比为(10‑100):(100‑900):(0 .5‑5 .5):(1‑3):(5‑30):(0 .2‑2 .5)。
5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为疏水型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
6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乳化剂为吐温80、司班80、
OP10、
曲拉通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组合。
7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润湿剂为聚氧乙烯烷基酚醚、
聚氧乙烯脂肪醇醚、
聚氧乙烯聚氧丙烯嵌段共
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组合。
8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水性粘接剂为聚乙烯醇、
水性丙烯酸酯、
水性聚氨酯、
纯丙乳液、
水性全氟乙
烯丙烯共聚物、全氟丙基全氟乙烯基醚与聚四氟乙烯的共聚物、
聚四氟乙烯、
乙烯‑四氟乙
烯共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组合。
9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红外遮光剂为炭黑、
二氧化钛、
六钛酸钾晶须、
碳化硅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
的组合。
10 .一种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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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产品材料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电子产品用有机/无机纳米复合
隔热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不断发展，
智能电子产品的功能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随之带
来显著的功率密度骤增和热量聚集问题。尤其受电子产品小型化、轻薄化、集约化影响，
散
热空间十分有限，
这对热管理材料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一追求封装材料高热导率会
导致器件热量排放泛滥，
影响周边弱耐热器件性能和用户体感舒适性。部分器件采用预留
空隙的方案来避免热流串扰影响，
但是这限制了设备进一步小型化。
因此，
开发高性能电子
级隔热材料日益迫切，
该材料可以和散热材料复合使用实现热量的可控疏导，
对提高电子
器件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0003] 气凝胶材料是公认的热导率最低的隔热材料。
其丰富的孔隙率和细小的孔径可以
有效约束空气分子热运动，
降低传热效率。
目前制备二氧化硅气凝胶复合隔热膜主要有两
种工艺：
其一，
采用气凝胶粉体混合粘接剂后在底膜上涂覆。例如，
CN 112341658 A专利中
采用气凝胶粉体和水性粘接剂以及树脂乳液混合得到不粘型气凝胶浆料，
使用涂布机将其
刮涂在PET底膜上得到隔热膜，
该方法操作简便，
无需超临界干燥，
但大量粘接剂会破坏气
凝胶孔结构连续性，
导致膜材发硬，
同时粘接剂层在受到弯曲折叠时存在掉粉的风险。其
二，
在基体上涂覆二氧化硅气凝胶的前驱体然后干燥得到复合膜；
例如专利CN 113527760A
将气凝胶前驱体涂覆在膨体聚四氟乙烯(ePTFE)表面，
干燥后制得隔热薄膜材料。涂布前驱
体的方式可以保持气凝胶层良好的完整性，
但是，
该方法干燥工艺复杂，
连续的气凝胶层柔
性较差，
依然存在容易破碎掉粉的问题。因此，
开发出一种不掉粉、
高性能的电子级气凝胶
隔热膜是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克服现有技术中气凝胶材料导热率高、
厚度大、柔性
差、
掉粉的问题，
提供一种不掉粉、
高性能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了解决本发明的技术问题，
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
隔热膜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
在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表面喷涂亲水改性剂，
随后烘干，
制得改性膨体聚四氟
乙烯薄膜；
[0007] S2、
将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分散入去离子水中，
加入乳化剂、润湿剂、
水性粘接剂、
红外遮光剂后球磨混合均匀，
制得固含量为5wt％‑25wt％、粘接剂含量为3wt％‑30wt％的
气凝胶水性浆料；
[0008] S3、
将步骤S2制得的气凝胶水性浆料均匀涂布在步骤S1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的上表面形成浆料层，
涂布厚度为50‑1000μm ，然后在110℃‑400℃温度下真空干燥10‑
3

CN 114132034 A

说

明

书

2/5 页

60min，
制得ePTFE‑SiO2复合膜；
[0009] S4、
取两层及以上ePTFE‑SiO 2复合膜进行叠加，
叠加时使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
然后在最上
膜和浆料层交替排布，
最下层复合膜中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的一面朝下，
层复合膜上覆盖一层步骤S1的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将叠加后的复合膜放入热压机，
在温度150‑380℃、
压力1‑20MPa下成型热压5‑30min，
冷却后制得厚度100μm‑1000μm的电子
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
[0010] 其中，
步骤S1、
S2不分先后顺序。
[0011] 作为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的制备方法进一步的改进：
[0012] 优选的，
步骤S1中所述的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为单向拉伸或双向拉伸的多孔聚四
氟乙烯薄膜，
膜厚为5‑50μm。
[0013] 优选的，
步骤S1中所述亲水改性剂的型号为HS‑220M、
HS‑830D、
HS‑130TS、
X‑70M中
的一种。
[0014] 优选的，
步骤S2中所述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
去离子水、
乳化剂、润湿剂、
水性粘接
剂、红外遮光剂的混合质量比为(10‑100):(100‑900):(0 .5‑5 .5):(1‑3):(5‑30):(0 .2‑
2 .5)。
[0015] 优选的，
所述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为疏水型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
[0016] 优选的，
步骤S2中所述乳化剂为吐温80、司班80、
OP10、
曲拉通中的一种或两种及
以上的组合。
[0017] 优选的，
步骤S2中所述润湿剂为聚氧乙烯烷基酚醚、
聚氧乙烯脂肪醇醚、
聚氧乙烯
聚氧丙烯嵌段共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组合。
[0018] 优选的，
步骤S2中所述水性粘接剂为聚乙烯醇、水性丙烯酸酯、水性聚氨酯、纯丙
乳液、
水性全氟乙烯丙烯共聚物、
全氟丙基全氟乙烯基醚与聚四氟乙烯的共聚物、
聚四氟乙
烯、
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组合。
[0019] 优选的，
步骤S2中所述红外遮光剂为炭黑、二氧化钛、六钛酸钾晶须、碳化硅中的
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组合。
[0020] 为解决本发明的技术问题，
所采取的另一个技术方案为，
一种由上述任一制备方
法制得的电子级柔性聚四氟乙烯隔热膜。
[0021]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现有技术在基体表面涂覆二氧化硅气凝胶或其前驱体，
利用二氧化硅气凝胶低导
热性能制得隔热膜；
然而二氧化硅气凝胶本身强度极差，
受外力易破碎容易导致掉粉现象。
本发明通过新型工艺将二氧化硅气凝胶涂覆在亲水改性的膨体聚四氟乙烯表面，
ePTFE经
过亲水改性剂处理后，
亲水性得到显著提升，
水性浆料可在膜面自然流平、浸润并填充入
ePTFE内部孔洞，
二氧化硅粉体被纤维牢牢约束，
形成致密的隔热气凝胶层；
优选疏水型二
氧化硅气凝胶粉末，
这是因为疏水型二氧化硅可以避免材料使用过程中受潮导致的性能下
降问题。经过干燥处理后，
ePTFE孔洞纤维收缩，
可以对SiO2粉体产生有效约束避免其脱落，
多种添加助剂有效保证气凝胶颗粒的均匀分散和柔性连接。将多层隔热膜叠加压合，
实现
不同厚度隔热膜的可控制备，
避免了弯折后掉粉问题。
复合后的隔热膜具有良好柔韧性，
可
用于非静态应用。具有导热低、
强度高、
无粉尘的特性，
多次弯曲折叠后几乎没有颗粒脱落，
热导率低至0 .020W/mK，
满足电子器件隔热使用需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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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疏水二氧化硅粉末处理前后分散效果对比图；
[0024] 图2中(a)为ePTFE膜面浸润SiO 水性浆料后表面SEM形貌；
(b)为图 (a)局部放大
2
图。
[0025] 图3中(a)为实施例1截面SEM形貌；
(b)为实施例1表面SEM形貌。
[0026] 图4中(a)为实施例2截面SEM形貌；
(b)为实施例2表面SEM形貌。
[0027] 图5中(a)为实施例3截面SEM形貌；
(b)为实施例3表面SEM形貌。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结合实施例，
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下述实施例中的亲水改性剂为市售型号X‑70M的乙醇溶液，
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为双向拉伸的多孔聚四氟乙烯薄膜，
膜层厚度为5μm。
[0030] 实施例1
[0031] S1、
将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ePTFE薄膜)平铺在玻璃板表面，
利用喷枪在ePTFE膜
将玻璃板放入烘箱中80℃干燥2h，
得到改性ePTFE薄膜；
面喷涂浓度1％的亲水改性剂；
[0032] S2、
将50质量份疏水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加入100质量份的去离子水中，
依次添加
5质量份乳化剂OP10、2质量份润湿剂聚氧乙烯烷基酚醚、25质量份水性粘接剂全氟乙烯丙
烯共聚物和2 .5质量份红外遮光剂二氧化钛，
放入球磨罐中，
以300rpm速率球磨2h后得到均
匀分散的气凝胶水性浆料；
[0033] S3、
使用涂布机在改性ePTFE薄膜表面涂布200μm厚的气凝胶水性浆料，
将涂布后
的复合膜放入真空烘箱中120℃干燥2h，
得到填充后的ePTFE/SiO2复合膜，
厚度约为70μm；
[0034] S4、
将上述ePTFE/SiO 2复合膜20层叠加，
上面覆盖一层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后，
放入平板热压机中，
上下板温度设置为320℃，
在5Mpa压力下热压10min定型，
即可得到
ePTFE/SiO2隔热薄膜1。
[0035] 将步骤S1中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亲水改性前后进行亲水性能测试对比 ，
测试结果
表明：
聚四氟乙烯本身具有很强疏水性，
去离子水无法浸润；
经过自制亲水改性剂处理后，
ePTFE薄膜可被水充分润湿。
[0036] 将步骤S2中疏水二氧化硅粉末处理前后进行分散效果性能对比 ，
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
疏水二氧化硅粉体与水的相容性极差，
漂浮于水面；
经过多组分助剂处理后可
以得到均匀分散的二氧化硅水性浆料。
[0037] 实施例2
[0038] S1、
将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ePTFE薄膜)平铺在玻璃板表面，
利用喷枪在ePTFE膜
将玻璃板放入烘箱中80℃干燥2h，
得到改性ePTFE薄膜；
面喷涂浓度3％的亲水改性剂；
[0039] S2、
将30质量份疏水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加入200质量份的去离子水中，
依次添加
3质量份乳化剂吐温80、
1 .5质量份润湿剂聚氧乙烯脂肪醇醚、30质量份水性粘接剂聚乙烯
醇、
1 .5质量份红外遮光剂碳化硅，
放入球磨罐中，
以300rpm速率球磨2h后得到均匀分散的
气凝胶水性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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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使用涂布机在改性ePTFE薄膜表面涂布100μm厚的气凝胶水性浆料，
将涂布后
的复合膜放入真空烘箱中80℃干燥2h，
得到填充后的ePTFE/SiO2复合膜，
厚度约为20μm；
[0041] S4、
将上述ePTFE/SiO 2复合膜30层叠加，
上面覆盖一层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后，
放入平板热压机中，
上下板温度设置为250℃，
在5Mpa压力下热压10min定型，
即可得到
ePTFE/SiO2隔热薄膜2。
[0042] 将步骤S3中表干后的单层ePTFE/SiO 复合膜做SEM测试，
图2中(a)为ePTFE膜面浸
2
润SiO2水性浆料后表面SEM形貌；(b)为图(a)局部放大图。如图(a)所示，
SiO2颗粒充分填充
入ePTFE内部孔洞，
膜面平整致密。局部放大后可以发现聚四氟乙烯纤维与SiO2形成互穿结
构，
纤维骨架对气凝胶起到约束作用，
多层叠加后能够有效避免掉粉现象。
[0043] 实施例3
[0044] S1、
将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ePTFE薄膜)平铺在玻璃板表面，
利用喷枪在ePTFE膜
面喷涂浓度5％的亲水改性剂；
将玻璃板放入烘箱中80℃干燥2h，
得到改性ePTFE薄膜；
[0045] S2、
将30质量份疏水二氧化硅气凝胶粉末加入300质量份的去离子水中，
依次添加
5质量份乳化剂司班80、2质量份润湿剂聚氧乙烯脂肪醇醚、
15质量份水性粘接剂全氟丙基
全氟乙烯基醚与聚四氟乙烯的共聚物、1 .5质量份红外遮光剂碳化硅，
放入球磨罐中 ，
以
300rpm速率球磨5h后得到均匀分散的气凝胶水性浆料；
[0046] S3、
使用涂布机在改性ePTFE薄膜表面涂布50μm厚气凝胶水性浆料湿膜，
将涂布后
得到填充后的ePTFE/SiO2复合膜，
厚度约为10μm；
的复合膜放入真空烘箱中80℃干燥2h，
[0047] S4、
将上述ePTFE/SiO 2复合膜50层叠加，
上面覆盖一层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薄膜
后，
放入平板热压机中，
上下板温度设置为380℃，
在5Mpa压力下热压10min定型，
即可得到
ePTFE/SiO2隔热薄膜3。
[0048] 将实施例1‑3制得的ePTFE/SiO 隔热薄膜1‑3分别进行膜厚度、
导热系数和弯折试
2
验测试，
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9] 表1各实施例热导率及掉粉情况
[0040]

[0050]

实施例
导热系数(W/mK)
100次弯折
1
0 .026
轻微掉粉
2
0 .022
不掉粉
3
0 .020
不掉粉
[0051] 由表1的测试结果可知，
涂布SiO 2 气凝胶后复合膜导热系数有显著降低，均低于
0 .03W/mK。其中 ，
实施例1由于SiO 2 浆料固体含量太高 (高于25wt％) ，涂布时涂层较厚 ，
ePTFE纤维以及粘接剂不能完全固定所有SiO 2颗粒，
导致多层叠加后依然存在弯折掉粉的
现象。
实施例2及实施例3中SiO2浆料固体含量低，
涂层厚度薄，
ePTFE膜内孔洞对SiO2有较好
吸附作用，
反复弯折后不会脱落。虽然实施例1‑3中SiO 2固含量和涂布厚度不同，
各层叠加
层数不同仍然可以制得总厚度接近的ePTFE/SiO2隔热薄膜。在厚度接近的情况下下，
实施
例3叠加层数更多，
对空气热运动有更好的约束作用，
隔热效果更好。
[0052] 将实施例1‑3制得的ePTFE/SiO 隔热薄膜1‑3分别进行SEM电镜测试，
结分别如图
2
3‑5所示，
其中(a)为薄膜截面的SEM形貌图，(b)为薄膜表面的SEM形貌图。
由附图3‑5可知，
SiO2浆料固含量过高且涂布厚度过厚时，
ePTFE膜面负载过量SiO2气凝胶颗粒，
而且颗粒尺
寸较大，
导致多层叠加后层间距太大，
复合膜柔性变差，
且弯折后颗粒易脱落。SiO 2浆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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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越低，
SiO2颗粒分散效果越好；
随着涂布厚度越薄，
ePTFE膜内孔洞对SiO2的吸附效果越
好，
层间距也越小，
所以本发明的多层膜具有更好的柔性，
避免了掉粉现象。
[0053]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理解，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若干个具体实施方式，
而不是
全部实施例。应当指出，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还可以做出许多变形和改进，
所
有未超出权利要求所述的变形或改进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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