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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
导热垫片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
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及其制备方法，
方法包括
按照重量份，
将100‑200份树脂以薄层的形式均
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400‑1600份粒径为40‑180μ
m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1‑5份硬脂酸粉体、4‑12
份硬脂酸钠粉体、
20‑50份增塑剂倒在双辊间；
调
整双辊间隙 ，
反复捏炼至混合均匀，
得到薄层垫
片；
取出薄层垫片，
裁剪成合适尺寸后叠层放入
模具中进行均匀压实；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
100‑150℃充分预热，
并对模具施加10‑20MPa的
压力，
保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得到树脂基
复合材料块体；
模具取出并常温下冷却，
将块体
从模具中取出，
沿平行于所施加压力的方向均匀
裁切成所需尺寸的薄片，
即可得到成品。通过本
申请的处理方案，
可制备低密度和高热导率的无
硅导热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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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按照重量份，
将100‑200份的树脂加入到开炼机上并进行预热，
预热后启动双辊使已经
软化的树脂以薄层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将400‑1600份的粒径为40‑180μm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
1‑5份硬脂酸粉体、
4‑12份的硬
脂酸钠粉体以及20‑50份的增塑剂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
调整双辊间隙 ，
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树脂基体反复捏炼至充分混合均匀，
得到片
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薄层垫片；
取出薄层垫片，
裁剪成合适尺寸后叠层放入到模具中并进行均匀压实；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充分预热，
并对模具施加10‑20MPa的压力，
保
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力方向优先排列的树脂基
复合材料块体；
将模具取出并在常温下冷却，
将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沿平行于所施加
压力的方向均匀裁切成所需尺寸的薄片，
即可得到垂直排列片状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
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树脂与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的质量比为1:2‑1:8。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加入量为400‑800份，
粒径为120‑180μm，
所述硬脂酸粉
体加入量为1‑2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5‑10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0‑40份。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加入量为600‑1200份，
粒径为120‑180μm，
所述硬脂酸
粉体加入量为1‑2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5‑10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5‑50
份。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为80‑120份粒径为40‑60μm和480‑720份粒径为120‑
180μm的混合物，
所述硬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 .4‑2 .1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7‑10 .5
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8‑42份。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树脂在开炼机中的预热温度为100‑200℃，
预热时间为3‑10min。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所述树脂基体反复捏炼的时间为10‑20min。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模具置于所述硫化成型机中的预热时间为3‑6min。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模具包括上盖板、
下盖板及样品成型容器，
所述样品成型容器上设有用于盛
装样品的矩形通孔，
所述上盖板上设有与所述矩形通孔相配合的矩形块，
所述矩形块用于
挤压所述矩形通孔内的样品。
10 .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其特征在于，
采用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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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制备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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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及其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热界面材料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
无硅导热垫片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在超高频5G通信、
国防工业、
高速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电子元器件不断趋于集成化、小型化和高功率化，
其功率密度也随
之大幅提高，
单位面积产热量急剧增加，
热量的累积会严重影响电子元器件的工作效率和
使用寿命。散热问题成为影响相关设备使用性能和使用寿命的技术瓶颈。凡是表面都会有
粗糙度，
所以当两个表面接触在一起的时候，
不可能完全接触在一起，
总会有一些空气隙夹
杂在其中，
而空气的导热系数非常之小，
因此就造成了比较大的接触热阻。而使用热界面材
料就可以填充这个空气隙，
这样就可以降低接触热阻 ，
提高散热性能。其中，
热界面材料是
用于涂敷在散热器件与发热器件之间，
降低它们之间接触热阻所使用的材料的总称。然而
市场现有的热界面材料性能一般，
热阻较大，
不能很好的将散热发热器件所发出的热量及
时的散发出去。
因此，
如何进一步降低热界面材料的热阻、
提高其热传导性能是目前电子封
装领域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0003] 导热填料填充橡胶基体导热垫片可填充界面空隙、
减小界面热阻、
提高散热性能，
是一种典型的热界面材料。导热填料的作用则是在橡胶基体材料中形成导热通路从而提高
复合材料的热导率，
现有制备无硅导热垫片的专利技术主要是从优化填料尺寸配比、填料
表面改性及提高填料和基体本征热导率等方面开展研究 ，
前者会导致导热垫片的密度过
高，
而后两者虽然可以改善垫片的导热性能，
但其带来的成本的提高则对于其产业化推广
十分不利。现有技术虽然尝试通过对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进行定向排列来提高垫片热导
率，
但其制备工艺流程十分繁杂，
且需使用高挥发性的有毒液态化学试剂，
对生产场所所在
地区的环境保护以及制备、
生活人员和应用场所客户的身体健康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
及其制备方法，
由此方法制得的导热垫片无需混杂过多种类的导热填料，
所制得的样品具
备低密度和高热导率的特性；
同时制备工艺流程简单、
成本可控且不涉及各类毒性液态化
学试剂，
对环境和人体友好，
十分有利于其产业化推广。
[0005]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按照重量份，
将100‑200份的树脂加入到开炼机上并进行预热，
预热后启动双辊使
已经软化的树脂以薄层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0007] 将400‑1600份的粒径为40‑180μm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
1‑5份硬脂酸粉体、
4‑12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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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脂酸钠粉体以及20‑50份的增塑剂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
[0008]
调整双辊间隙，
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树脂基体反复捏炼至充分混合均匀，
得
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薄层垫片；
[0009] 取出薄层垫片，
裁剪成合适尺寸后叠层放入到模具中并进行均匀压实；
[0010]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充分预热，
并对模具施加10‑20MPa的压
力，
保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力方向优先排列的
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
[0011] 将模具取出并在常温下冷却，
将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沿平行于所
施加压力的方向均匀裁切成所需尺寸的薄片，
即可得到垂直排列片状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
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0012]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树脂与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的
质量比为1:2‑1:8。
[0013]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加入量为400‑
800份，
粒径为120‑180μm，
所述硬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2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5‑
10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0‑40份。
[0014]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加入量为600‑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5‑
1200份，
粒径为120‑180μm，
所述硬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2份，
10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5‑50份。
[0015]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为80‑120份粒
径为40‑60μm和480‑720份粒径为120‑180μm的混合物，
所述硬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 .4‑2 .1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8‑42份。
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7‑10 .5份，
[0016]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树脂在开炼机中的预热温度为100‑
200℃，
预热时间为3‑10min。
[0017]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所述树脂基
体反复捏炼的时间为10‑20min。
[0018]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模具置于所述硫化成型机中的预热
时间为3‑6min。
[0019]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
所述模具包括上盖板、下盖板及样品成
型容器，
所述样品成型容器上设有用于盛装样品的矩形通孔，
所述上盖板上设有与所述矩
形通孔相配合的矩形块，
所述矩形块用于挤压所述矩形通孔内的样品。
[0020] 第二方面，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
硅导热垫片，
采用上述第一方面任一实施例所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
热垫片制备方法制备获得。
[0021] 有益效果
[0022] 本申请实施例中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及其制备方法，
通过使用开炼机反复捏炼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固态树脂充分混合，
同时在此过程中双
辊之间对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施以的高剪切力迫使其沿与双辊连接处的切线方向排列，
制
备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薄层垫片，
随后通过对薄层垫片叠层、
模压与切片最终制备出高性能垂直排列片状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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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由此方法制得的导热垫片无需混杂过多种类的导热填料，
所制得的样品具备低密度和
高热导率的特性；
同时制备工艺流程简单、
成本可控且不涉及各类毒性液态化学试剂，
对环
境和人体友好，
十分有利于其产业化推广。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24] 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模具的组成示意图；
[0025] 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模具的装配示意图；
[0026] 图3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模具的装配截面图。
[0027] 图中：
1、
上盖板；
2、
下盖板；
3、
样品成型容器；
4、
矩形通孔；
5、
矩形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9]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申请的实施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申请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
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申请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加以实
施或应用，
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
在没有背离本申请的精神
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需说明的是，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
以下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30] 要说明的是，
下文描述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的实施例的各种方面。应显而
易见，
本文中所描述的方面可体现于广泛多种形式中，
且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特定结构及/
或功能仅为说明性的。基于本申请，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了解，
本文中所描述的一个方面
可与任何其它方面独立地实施，
且可以各种方式组合这些方面中的两者或两者以上。举例
来说，
可使用本文中所阐述的任何数目个方面来实施设备及/或实践方法。另外，
可使用除
了本文中所阐述的方面中的一或多者之外的其它结构及/或功能性实施此设备及/或实践
此方法。
[0031] 还需要说明的是，
以下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申请的基本构
想，
图式中仅显示与本申请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目、形状及尺寸绘
制，
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
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
且其组件布局型态也可
能更为复杂。
[0032]
另外，
在以下描述中，
提供具体细节是为了便于透彻理解实例。然而，
所属领域的
可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的情况下实践所述方面。
技术人员将理解，
[0033] 经过研究发现，
树脂作为一类特种材料合成的橡胶，
其结构特征使其具有耐高低
温、
耐高电压、
耐臭氧老化、
耐辐射性、
高透气性等一系列优良特性，
且对润滑油等介质表现
出优异的化学惰性，
是一种非常优异的弹性绝缘导热复合材料导热垫片的基体材料。导热
填料的作用则是在橡胶基体材料中形成导热通路从而提高复合材料的热导率，
因此高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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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路的形成对于提高复合材料导热垫片的热导率至关重要。树脂是一种特种材料合成的
橡胶，
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仅具有低密度、
高熔点、低硬度、抗热振性和机械加
工性能好等优点，
还具有耐高温、
热膨胀系数小、
热导率高、
介电常数低、
可靠的电绝缘性等
优异性能。因此采用树脂为导热基体，
氮化硼作为导热填料来提高复合材料导热系数这一
技术在高导热垫片的研制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0034] 提高氮化硼导热填料的添加量可有利于导热通路的构建，
进而有效提高导热垫片
的热导率。但是随着垫片中导热填料含量的增加，
其产品成本、密度与硬度也相应增加，
因
此单纯通过增加导热填料含量来提高导热垫片热导率的方案对于其产业化应用并不可行，
需要与填料结构、
形貌与分布的优化设计方案相结合。其中，
通过一系列制备工艺使具备超
高面内热导率的片状六方氮化硼(h‑BN)填料进行垂直排列从而形成高效导热通路的技术，
是一种潜力巨大且具有广阔前景的导热垫片制备方案。
[0035] 因此，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
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
按照重量份，将100‑200份的树脂加入到开炼机上并进行预热 ，
预热温度为
100‑200℃，
预热时间为3‑10min；
预热后启动双辊使已经软化的树脂以薄层的形式均匀分
布于单侧辊上；
[0037] S2、
将400‑1600份的粒径为40‑180μm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
1‑5份硬脂酸粉体、
4‑
12份的硬脂酸钠粉体以及20‑50份的增塑剂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
[0038] S3、
调整双辊间隙，
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树脂基体反复捏炼10‑20min，
至充分
混合均匀，
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薄层垫片；
[0039] S4、
取出薄层垫片，
裁剪成合适尺寸后叠层放入到模具中并进行均匀压实；
[0040] S5、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充分预热3‑6min，
并对模具施加10‑
20MPa的压力，
保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力方向优
先排列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
[0041] S6、
将模具取出并在常温下冷却，
将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沿平行于
所施加压力的方向均匀裁切成所需尺寸的薄片，
即可得到垂直排列片状六方氮化硼填充树
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0042]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树脂与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的质量比为1:2‑1:8。
[0043] 优选的，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加入量为400‑800份，
粒径为120‑180μm，
所述硬
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2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5‑10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
20‑40份。
[0044] 优选的，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加入量为600‑1200份，
粒径为120‑180μm，
所述
硬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2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5‑10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
25‑50份。
[0045] 优选的，
所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为80‑120份粒径为40‑60μm和480‑720份粒径为
120‑180μm的混合物，
所述硬脂酸粉体加入量为1 .4‑2 .1份，
所述硬脂酸钠粉体加入量为7‑
10 .5份，
以及所述增塑剂加入量为28‑42份。
[0046] 为充分说明采用本申请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制备方
法制备得到的无硅导热垫片的性能，
下面将以实施例1‑4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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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
一种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
按照以下步骤制备而

成：
S101、启动开炼机，
打开加热功能使其双辊温度升温至所设定温度100‑200℃，
将
事先称量的100‑200份固态树脂置于开炼机上预热3‑10min，
随后启动双辊使已经软化的树
脂以薄层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0050] S102、
称取400‑800份粒径为60μm的片状六方氮化硼粉体和400‑800份粒径为60μm
的立方氮化硼(c‑BN)粉体，
分别与1‑2份硬脂酸粉体、5‑10份硬脂酸钠粉体以及20‑40份增
塑剂一起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进行捏合。
[0051] S103、
通过调整双辊间隙等操作分别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和立方氮化硼填料与
树脂基体在开炼机上反复捏炼10‑20min使其充分混合均匀，
分别制备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
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薄层垫片和立方氮化硼填料填充的薄层垫片。
[0052] S104、
分别将片状六方氮化硼和立方氮化硼薄层垫片从开炼机轧辊上取下，
裁剪
成40mm×20mm尺寸后逐层叠加放入所设计的模具中，
并初步均匀压实。
[0053] S105、
随后，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预热3‑6min，
并对模具施加
以10‑20MPa的压力将薄层垫片压制成完整且结合紧密的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
之后维
力方向优先排列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和立方氮化硼填充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
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0054] S106、
压制完成后将模具从硫化成型机中取出，
在常温下冷却后将压制好的复合
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分别在沿平行和垂直于所施加压力方向的三个面上均匀裁切出所
需厚度及尺寸的薄片，
制备得到所需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
导热垫片，
其中树脂基体与片状六方氮化硼以及立方氮化硼填料的质量比均为1:4。
[0055] S107、
使用热流法导热系数测试仪对制备得到的垂直排列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填
充的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进行测试 ，测得其厚度分别为1 .71mm、
1 .76mm和1 .73mm ，在公制压力为50N时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8 .76W/(m·k) 、
8 .71W/(m·k)和2 .72W/(m·k) ；
在公制压力为100N时 ，
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
8 .95W/(m·k)、
8 .83W/(m·k)和2 .78W/(m·k)。
[0056] S108、
使用热流法导热系数测试仪对制备得到的立方氮化硼填料填充的树脂基复
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进行测试，
测得其厚度分别为1 .68mm、
1 .72mm和1 .74mm，
在
公制压力为50N时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4 .08W/(m·k)、
4 .03W/(m·k)和4 .12W/
(m·k) ；
在公制压力为100N时，
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4 .13W/(m·k)、
4 .09W/(m·
k)和4 .15W/(m·k)。
[0057] 实验结果表明，
所制备得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
垫片的热导率远高于面内排列的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而立方氮
化硼填料填充的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不具备各向异性；
与此同时，
立
方氮化硼填料填充的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高于面内排列的六方氮化
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而远低于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
无硅导热垫片。
[0058] 实施例2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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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
按照以下步骤制备而

成：
将
S201、启动开炼机 ,打开加热功能使其双辊温度升温至所设定温度100‑200℃，
事先称量的100‑200份固态树脂置于开炼机上预热3‑10min，
随后启动双辊使已经软化的树
脂以薄层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0061] S202、
称取400‑800份粒径为180μm的片状六方氮化硼粉体，
与1‑2份硬脂酸粉体、
5‑10份硬脂酸钠粉体以及20‑40份增塑剂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进行
捏合。
[0062] S203、
通过调整双辊间隙等操作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树脂基体在开炼机上反
复捏炼10‑20min使其充分混合均匀，
制备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
薄层垫片。
[0063] S204、
将薄层垫片从开炼机轧辊上取下，
裁剪成40mm×20mm尺寸后逐层叠加放入
所设计的模具中，
并初步均匀压实。
[0064] S205、
随后，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预热3‑6min，
并对模具施加
以10‑20MPa的压力将薄层垫片压制成完整且结合紧密的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
力方向优先排列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
之后维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0065] S206、
压制完成后将模具从硫化成型机中取出，
在常温下冷却后将压制好的复合
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分别在沿平行和垂直于所施加压力方向的三个面上均匀裁切出所
需厚度及尺寸的薄片，
制备得到所需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
导热垫片，
其中树脂基体和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的质量比为1:4。
[0066] S207、
使用热流法导热系数测试仪对制备得到的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进行测
试，
测得其厚度分别为1 .77mm、
1 .83mm和1 .72mm，
公制压力为50N时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
率分别为9 .68W/(m·k)、
9 .71W/(m·k)和2 .87W/(m·k)；
在公制压力为100N时，
各导热垫片
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9 .85W/(m·k)、
9 .83W/(m·k)和2 .92W/(m·k)。
[0067] 实验结果表明，
所制备得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
垫片的热导率远高于面内排列的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与此同
时，
选用大粒度六方氮化硼填料制备得到的导热垫片导热性能要高于由小粒度六方氮化硼
填料制备得到的导热垫片。
[0068] 实施例3
[0069] 一种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
按照以下步骤制备而
成：
[0070] S301、
启动开炼机，
打开加热功能使其双辊温度升温至所设定温度100‑200℃，
将
事先称量的100‑200份固态树脂置于开炼机上预热3‑10min，
随后启动双辊使已经软化的树
脂以薄层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0071] S302、
与1‑2份硬脂酸粉体、
称取600‑1200份粒径为180μm的片状六方氮化硼粉体，
5‑10份硬脂酸钠粉体以及25‑50份增塑剂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进行
捏合。
[0072] S303、
通过调整双辊间隙等操作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树脂基体在开炼机上反
复捏炼10‑20min使其充分混合均匀，
制备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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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垫片。
[0073] S304、
将薄层垫片从开炼机轧辊上取下，
裁剪成40mm×20mm尺寸后逐层叠加放入
所设计的模具中，
并初步均匀压实。
[0074] S305、
随后，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预热3‑6min，
并对模具施加
以10‑20MPa的压力将薄层垫片压制成完整且结合紧密的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
力方向优先排列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
之后维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0075] S306、
压制完成后将模具从硫化成型机中取出，
在常温下冷却后将压制好的复合
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分别在沿平行和垂直于所施加压力的方向的三个面上均匀裁切出
所需厚度及尺寸的薄片，
制备得到所需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
硅导热垫片，
其中树脂基体和六方氮化硼填料的质量比为1:6。
[0076] S307、
使用热流法导热系数测试仪对制备得到的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进行测
试，
测得其厚度分别为1 .79mm、
1 .81mm和1 .75mm，
公制压力为50N时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
11 .81W/(m·k)和3 .28W/(m·k)；
在公制压力为100N时，
各导热垫
率分别为11 .96W/(m·k)、
片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12 .05W/(m·k)、
11 .93W/(m·k)和3 .30W/(m·k)。
[0077] 实验结果表明，
所制备得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
与此同
垫片的热导率远高于面内排列的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时，
导热垫片的热导率随着所添加六方氮化硼填料质量分数的增加而提高。
[0078] 实施例4
[0079] 一种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无硅导热垫片，
按照以下步骤制备而
成：
[0080] S401、
启动开炼机，
打开加热功能使其双辊温度升温至所设定温度100‑200℃，
将
事先称量的140‑210份树脂置于开炼机上预热3‑10min，
随后启动双辊使已经软化的树脂以
薄层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单侧辊上。
[0081] S402、
将事先称量的80‑120份粒径为60μm和480‑720份粒径为180μm的片状六方氮
化硼粉体置于容器中，
通过均质机混合均匀，
两者质量比为1:6。
[0082] S403、
将均匀混合的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1 .4‑2 .1份硬脂酸粉体、
7‑10 .5份硬脂
酸钠粉体以及28‑42份增塑剂缓慢倾倒在铺满已软化的树脂薄层的双辊间进行捏合。
[0083] S404、
通过调整双辊间隙等操作使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与树脂基体在开炼机上反
复捏炼10‑20min使其充分混合均匀，
制备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
薄层垫片。
[0084] S405、
将薄层垫片从开炼机轧辊上取下，
裁剪成40mm×20mm尺寸后逐层叠加放入
所设计的模具中，
并初步均匀压实。
[0085] S406、
随后，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在100‑150℃下预热3‑6min，
并对模具施加
以10‑20MPa的压力将薄层垫片压制成完整且结合紧密的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
之后维持压力不变保温10‑20min。
力方向优先排列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
[0086] S407、
压制完成后将模具从硫化成型机中取出，
在常温下冷却后将压制好的复合
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分别在沿平行和垂直于所施加压力方向的三个面上均匀裁切出所
需厚度及尺寸的薄片，
制备得到所需高性能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
导热垫片，
其中树脂基体和氮化硼填料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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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8、
使用热流法导热系数测试仪对制备得到的无硅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进行测
试，
测得其厚度分别为1 .67mm、
1 .72mm和1 .70mm，
公制压力为50N时各导热垫片对应的热导
率分别为13 .61W/(m·k)、
13 .56W/(m·k)和3 .58W/(m·k)；
在公制压力为100N时，
各导热垫
片对应的热导率分别为13 .75W/(m·k)、
13 .68W/(m·k)和3 .63W/(m·k)。
[0088] 实验结果表明，
所制备得到的垂直排列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
垫片的热导率远高于面内排列的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与此同
时，
通过合理优化所填充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的粒径尺寸配比可以在不提高所添加填料质
量分数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所制备导热垫片的导热性能。
[0089]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中所用的模具，
具体包括上盖板1、下盖板2及样品成型容器3，
所述样品成型容器3上设有用于盛装样品的矩形通孔4，
所述上盖板1上设有与所述矩形通
孔4相配合的矩形块5，
所述矩形块5用于挤压所述矩形通孔4内的样品。
[0090] 具体的，
上盖板1和下盖板2均是长宽高为30cm*30cm*0 .5cm的钢板，
其中上盖板1
在中间部分有一块凸起，
所述凸起为矩形块5，用来挤压样品成型容器3内的样品，
矩形块5
的长宽高为5cm*2cm*1cm ，样品成型容器3为一个钢块铸体 ，钢块铸体的长宽高为11cm*
11cm*5cm，
其上的矩形通孔4的长宽高为5cm*2 .5cm*5cm。
需要解释的是，
本实施例中的模具
尺寸仅为一个实施例，
实际使用中，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0091] 本发明以固态树脂为基体，
片状六方氮化硼为导热填料，
使用开炼机将两者混合
均匀，
并通过双辊之间对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施以的高剪切力迫使其沿与双辊连接处的切
线方向排列，
从而制备得到片状六方氮化硼填料沿面内取向优先排列的薄层垫片。
随后，
将
薄层垫片从开炼机取下并裁剪成合适尺寸后放入所设计的模具，
将模具置于硫化成型机中
预加热并将叠加的薄层垫片压制成完整且结合紧密的片状六方氮化硼沿垂直于所受压力
方向优先排列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块体。最后，
将压制好的复合材料块体从模具中取出，
沿平
行于所施加压力方向均匀裁切成所需厚度及尺寸的薄片，
即可制备得到所需高性能垂直排
列片状六方氮化硼填充树脂基复合材料无硅导热垫片。
[0092] 以上所述，
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
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因此，
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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