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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环氧树脂材料合成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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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原料配比、反应温度、催化剂等因素对覆铜板专用溴化环氧树脂合成新工艺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聚合过程中当添加固体的质量分数减少到传统：】 艺的30％ 35％，催化剂质量分数0．4％， 

反应时间 1 h，反应温度 170～180qC时，中间体树脂环氧值 4mmol／g，产品溴质量分数 19％～21％。产品 

质量分析表明，各项指标均与采用传统工艺的国内外同类产品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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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环氧塑封料 

业和印制电路板用覆铜板业 2大环氧树脂应用领 

域，已成为我国环氧树脂产业中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的市场，约占国内环氧树脂市场的 21％【】】。由于技 

术壁垒较高，目前覆铜板用环氧树脂产品几乎全部 

依赖进口，其技术升级是国内树脂企业未来面临的 

主要课题。溴化环氧树脂除了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 

性、电绝缘性、耐腐蚀性及收缩率低、粘接力强 

和机械强度高等特性外，还具有优异的阻燃性，因 

而在FR一4覆铜板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国 

内覆铜板业每年环氧树脂用量达到 10万t以上，随 

着覆铜板业的发展 ，其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国内 

自给率仅为50％左右，高品质产品大部分仍需依赖 

进口，主要消费在珠江三角洲及华东等发达地区。 

关于覆铜板专用溴化环氧树脂材料的合成，传 

统工艺是用低相对分子质量双酚A型环氧树脂与四 

溴双酚A聚合扩链而成。这种工艺对基础树脂的环 

氧值要求较高 ，聚合过程中添加四溴双酚A的量 

多，所得产品质量稳定性较差，操作区间窄。实 

验中采用先合成一定溴含量的中间体树脂，然后通 

过添加双酚A来聚合扩链，这种T艺添加双酚 A的 

量大幅度降低，同时减少了催化剂用量，所得产品 

质量稳定，性能指标达到同类进口产品水平。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原材料 

四溴双酚 A：质量分数>99％，1I1东天一化学 

有限公司；双酚A：质量分数>99％，1II东天信有 

限公司；环氧氯丙烷(ECH)、丙酮 、NaOH、磷 

酸 ：均为分析纯 ，天津科密欧。 

1．2 仪器 

500mL四口玻璃烧瓶(带搅拌、冷凝器)，油 

浴 ，温度计 ，分液漏斗，减压蒸馏装置。 

1．3 合成工艺 

①在带有温度计和冷凝管的四口瓶中加人一定 

量的双酚 A、四溴双酚A及过量的环氧氯丙烷，在 

催化剂A的作用下进行醚化反应，3h后反应结束， 

减压回收过量的环氧氯丙烷。加人一定量的有机溶 

剂 ，以质量分数 48％烧碱作为闭环剂进行闭环反 

应。反应结束后过滤除去沉淀，滤液精制处理后水 

洗，直到用硝酸银检测无氯离子为止。减压蒸馏除 

去有机溶剂，得到低相对分子质量含溴环氧树脂 

EX一40，作为中间体树脂。 

②以中间体树脂EX一40和双酚A作原材料，在 

】20℃充分搅拌溶解，加人催化剂B，升温到 】70～ 

1 80℃，经反应扩链制成规定环氧值的溴化环氧树 

脂EX一23，反应进程通过测定不同反应时问的产品 

环氧值来确定。产品用丙酮溶解后配成质量分数 

80％树脂丙酮液，标记为 EX一23—80。 

1．4 产品质量指标 

环氧值为 2．1～2．4mmol／g；黏度 l~2Pa．s(25 

℃)； 含量 79％～81％；水解氯质量分数<300× 

10一；无机氯质量分数<5×10一；溴质量分数 19％～ 

2 1％；色泽≤ 】(加德纳法)。 

2 结果与讨论 

2．1 目标树脂环氧值和溴含量控制 

改进1 艺要求首先合成一定溴含量的基础树 

脂，然后通过控制添加双酚 A的量来控制产品树脂 

的环氧值和溴含量。EX一40系列中间体环氧树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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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结构通式为 ： 

H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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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代表结构 n  ，o  o  
一 I —＼ 一  I —  

Br CH3 Br CH 

从上式可看出，要想得到理想中相对分子质量 

最小的树脂(即n=0时)，只要 2 mol环氧氯丙烷和 

1 mol的酚以及 2mol的氢氧化钠就可以了。原料中 

四溴双酚 A的投料摩尔分数决定了中间体树脂 EX一 

40的环氧值和溴含量，进而决定了目标树脂的环氧 

值和溴含量。因此控制原料中四溴双酚 A的投料摩 

尔分数是工艺的关键。四溴双酚A投料摩尔分数对 

中间体树脂的影响示于表 1。 

表 1 四溴双酚 A摩尔分数对中间体树脂的影响 

Tab．1 Influence of the molar fractions of 

TBBPA on the intermediate resin 

四溴双酚 A 理论环氧值 ／‘实验环氧值／ 理论溴质 实验溴质 

摩尔分数 (mmol·g ) (mmol·g ) 量分数／％ 量分数，％ 

由表 1可看出，四溴双酚 A占总双酚A摩尔分 

数 0．30-0．34时所制备的中间体树脂环氧值( )为 

4 mmol／g，溴质量分数(wo)在 22．43％～24．98％，即 

=4mmol／g，Wo=22．43％-24．98％；当不加四溴双 

酚A时，所制备的中间体树脂就是传统的双酚 A型 

环氧树脂 ，其环氧值为5．1 mmol／g，不含溴 ，即 

=5．1 mmol／g，Wo=0(见公式 1，2)。 

X0一 = 旦  m
114 100 k J．t 一⋯  ̂ ¨、 ●JL 

⋯ 一

100 X W。 
W = 一  

100+m 

式中： 为中间体树脂环氧值，10-2mol／g；X为 

目标树脂环氧值，10-2mol／g；m为每 100g中间体 

树脂需要添加双酚 A的质量，g；W为 目标树脂溴 

质量分数，％；W。为中间体树脂溴质量分数，％； 

ll4为每 ll4g双酚A消耗 1 mol的酚羟基。 

不同 艺对聚合过程中固体添加量的影响示于 

表2。由表2看出，传统工艺中中间体树脂的环氧 

值要求在 5．1 mmol／g以上才能通过添加四溴双酚A 

聚合得到同时满足环氧值和溴含量 目标的树脂产 

品。改进工艺后原料中控制四溴双酚A摩尔分数为 

0．30～0．34时，可得到环氧值为 4 mmol／g，溴质量 

分数为22．43％～24．98％的中间体树脂，在此基础上 

每 100g中间体树脂只需添加 14～16g双酚 A即可聚 

合成 目标树脂，环氧值和溴含量同时可满足要求。 

与传统工艺相比，新工艺通过在制备中间体树脂 

EX一40过程中添加所需全部的四溴双酚A，实现了 

在聚合过程中只添加少量双酚A即可达到要求。另 
一 方面，由于双酚 A的反应活性远远大于四溴双酚 

A，因此可预见新工艺的聚合过程将变得更易进 

行。 

表 2 不同工艺对聚合过程TBBPA或BPA添加量的影响 

Tab．2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ynthesis processes on 

the dosage ofTBBPA or BPA in polymerization 

注：1)为中间体树脂 ；2)每 1 00g中间体树脂 固体添加量。 

2．2 催化剂种类及其用量的影响 

目标树脂的质量除了与中间体树脂的质量密切 

相关外，还与所采用催化剂的种类和添加量有关。 

选取既具有足够的反应活性，又能抑制羟基与环氧 

基聚合，反应过程平稳 ，扩链反应终点易于控制的 

催化剂是研究工作的重点，一般选用无机碱、无机 

盐 、胺类 、季铵盐、三苯基膦及其衍生物[2】。根 

据现有的研究报道，结合实验室 自身条件选取一种 

自制的含溴催化剂B用于反应，每30min取样跟踪 

监控目标树脂环氧值来确定反应进程(催化剂质量分 

数基于双酚 A)，催化剂质量分数对聚合过程的影响 

示于图 1(设计产品环氧值为2．2 mmol／g)。 

年、 

竺 
口 0 

菱量 

0．1 0．2 0．3 0．4 0．5 

催化剂质量分数 ／％ 

图 1 催化剂量对聚合过程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the dosage of catalyst on 

the polymerization process 

催化剂在反应结束后仍在体系中，可能会对环 

氧树脂的固化产生影响，因此在满足反应活性的基 

础上，尽可能减少催化剂使用量。参考相关文献 

【3]并通过实验看出，催化剂质量分数为 0．1％时反 

应慢 ，2 h后仍未达到要求。催化剂质量分数为 

0．4％时，反应 1 h，产品环氧值即达到预定 目标。 

继续增加催化剂量，聚合过程在 0．5 h内完成。从 

反应过程的可控性和催化性能综合考虑，选用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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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质量分数 0．4％，反应 1h环氧值达到设计 目标。 

2．3 反应温度选择 

反应温度选择是催化扩链反应过程的一个重要 

参数。温度过低反应不完全，而温度过高反应副产 

物增多，这些副产物留在体系中，对产品的使用性 

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随着反应温度的增加产 

品的色度变深。通过实验比较得出，在 170-175℃ 

反应可取得合格的产品，色泽较浅。 

2．4 产品黏度控制 

产品黏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参数，直接关系 

到产品在实际中的应用效果。传统工艺只有环氧值 

达到2．22 mmol／g，固含量达到 8 1％时黏度才能达到 

1 Pa．s，操作范围窄，在采用改进工艺后发现，合 

成的树脂在环氧值达到2-33～2．38mmol／g时(固含量 

在 80％时)体系黏度就达到 1．1 6～1．28 Pa．s，随着环 

氧值达到 2．22mmol／g后，体系黏度达到 1．480～ 

1．650Pa．s，且工艺稳定。 

与国内外同类产品性能比较如表 3所示。 

3 结论 

首先合成了环氧值为4mmol／g，溴质量分数为 

22％～25％的中间体树脂，在此基础上添加 14～16g 

表3 自制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性能比较 

Tab_3 Comparison of properties between self-made 

product and the similar products at home an d abroad 

双酚A，质量分数 0．4％ 的催化剂 ，反应 1 h，在 

1 70～1 80℃时聚合成覆铜板专用溴化环氧树脂材 

料，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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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ynthesis Process of Brominated Epoxy Resin 

ZHAO Ting-dong，YAN Xiao—hong，LI Shan—qing 

(Shandong Ocean Chemical Industr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handong Ocean Fine Chemical 

IndustryKeyLaboratory,Weifang 262737，China) 

Abstract：The effects of the feed ratio of raw materials，reaction temperature and the dosage of catalyst，etc factors on the new 

synthesis process of brominated epoxy resin for copper clad pan el were studied．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epoxy equivalent 

ofthe in~rmediate resin is 4mmol／g，the bromine mass fraction ofthe product is 19％---21％，when the mass fraction ofthe solid reduces 

to 30％~35％ ofthe traditional process，the mass fraction ofthe catalyst is 0．4％，the reaction time is 1 h，the reaction termperature is 

1 70-1 80℃ in the polymerization process．The quality analysis for the product shows that every performance index of the product 

corresponds with that of the similar products prepared by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at home an d abroad． 

Key words：brominated epoxy resin；copp~ clad panel；flame retardant material 

纳米聚丙烯酸系水性木器涂料研究取得突破 

由北京化工大学承担的 “纳米化聚丙烯酸系高性能水性 

木器涂料”课题研究取得突破。该课题制备出了耐水性 

好、硬度高、漆膜丰满度好的聚丙烯酸系高性能水性木器 

涂料，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同类油溶性涂料的国家标准 ，可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极低(6g／L)，开发出的产品可以取代溶剂 

型涂料广泛用于木器家具的涂装和家庭、宾馆的装修。由 

于以水为稀释剂，涂装过程和使用中无有机溶剂挥发和残 

存 ，属于环保型水性木器涂料。 

“纳米化聚丙烯酸系高性能水性木器涂料”课题组通过 

小试、模式和2000t／a规模的中试，已形成了年产万吨的纳 

米化聚丙烯酸酯系共聚物乳液的合成和聚丙烯酸系水性木器 

涂料的制备 2项工业化生产技术。此项技术的推广有望把涂 

料产业带到一个高性能水性化的时代。 (郭智臣提供) 

拜耳环保材料为 “水立方 ”添彩 

拜耳材料科技公司2007年10月 1 1日宣布将为北京国家 

游泳中心 ，即 “水立方”项 目提供聚氨酯艺术地坪 。此 

举是为了响应中国政府和建筑行业使用高科技和环保材料的 

号召，积极推进中国水性聚氨酯涂料系统贯彻的进程。 

拜耳材料科技提供的材料将被使用在国家游泳中心的泡 

泡吧，材料使用的总面积为 670m2，其中 370m2为聚氨酯 

艺术地坪 ，其余为聚氨酯地坪涂料。为配合政府 “绿色奥 

运”的目标，拜耳公司本次所提供的都是无溶剂及水性聚 

氨酯体系的环保涂料。根据协议，除提供原材料外，拜耳 

将承担包括艺术地坪设计、地面基层以 全部涂层材料及该 

艺术地坪涂层：l：程的施】 和相关咨询指导。 (于剑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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