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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材料-酚醛泡沫介紹
捷博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鄭增堂

Gebart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酚醛泡沫
◆是以苯酚、甲醛為主要原材料，經樹脂合成、發泡成型

而得。

◆是一種新型保溫材料，它具有導熱係數低、容重輕、不

燃、無煙、無毒。

◆ 吸水率低於無機保溫材料玻璃棉、岩棉，機械強度大於

其他有機質泡沫塑料，且加工性好。

◆施工方便等特色，在建築空調、低溫深冷、真空絕熱

板、普通牆體保溫及石化保溫中具有無可爭議的綜合優

勢，是目前最新最好的泡沫保溫材料。

◆表面可按施工要求複合鋁箔、烤漆板、鍍鋅板、鋁板等

材質。

1、一羥甲基酚混合物的生成

2、多羥甲基酚混合物的生成

3、酸固化

3、酸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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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酚醛泡沫性能介紹

1 .低發煙量/無毒性

◆ 高溫下有發煙量低的特性/並通過各國毒煙毒氣測試。

2 .保溫性能/斷熱性能

◆ 酚醛材料由無數封閉式氣泡,組成對於溫度所形成的熱

對流有良好阻隔,運用於建築外殼耗能有效降低,並有效

節省空調系統的耗電量,達到節能省碳的目的。

 3 .耐熱性能/難燃性

◆ 酚醛材料氧指數高不易燃燒,於高溫下不滴溶,不軟化表

面狀況僅碳化。

 4 .耐化學侵蝕/耐藥性

◆ 酚醛材料具有低抗大多數的化學溶劑,運用於酸性及鹼

性環境有良好的抗侵蝕性。

 5 .耐候性能/耐久性能

◆ 酚醛材料運用於溫度範圍-250度 +150度其安定性佳,使

用壽命長。

 6 .綠色環保建築材料

◆ 酚醛材料無鹵元素及氟氯碳化物,無破壞地球環境資源

之疑慮。

酚醛保溫板的性能: 
1.優異的防火性能

聚氨酯和聚苯等有機保溫材料 ,燃燒後 ,會產生濃煙和

劇毒 ,容易造成人員死亡 ,同時也增加滅火難度。而酚醛

保溫板遇火不燃 ,燃燒性能最高達A級 ,最高使用溫度為

180℃(允許暫態250℃),100 mm 厚的酚醛泡沫抗火焰能力

可達 1 小時以上而不被穿透。在火焰的直接作用下具有結

碳、無滴落物、無捲曲、無熔化現象 ,火焰燃燒後表面形

成一層“石墨泡沫”層 ,有效保護層內的泡沫結構 ;

2.優良的絕熱性能

導熱係數低 (<0.025W/m×K,為聚苯的2 倍多 ,與聚氨酯

相近 ),為保溫、隔熱的優良材料 ; 

3.抗腐蝕抗老化

幾乎能夠耐所有無機酸、有機酸、有機溶劑的侵蝕。長

期暴露于陽光下 ,無明顯老化現象 ,因而具有較好的耐老化

性 ;

4.密度小、重量輕

酚醛保溫板的密度為100 ㎏ /m3 以下 ,可達到50 ㎏ /m�

左右。可減輕建築物的自重 ,降低建築物的載荷 ,減少結構

造價 ,且施工簡便、快捷 ,可提高工效 ;  

5.吸聲性能

酚醛保溫板具有優良的吸聲性能 ,開孔型的泡沫結構更有

利於吸聲 ;

6.環保:

岩棉、玻璃棉對環境和人有傷害 ,聚氨酯、聚苯乙烯燃

燒受熱時會分解出氰化氫、一氧化碳等劇毒氣體。

◆酚醛保溫板採用無氟發泡技術,無纖維,符合國家、國際的

環保要求。

酚醛复合材料的优、缺�及其应用特性
• 優點：

– 熱性能：高溫下的熱穩定性（~250 度），難燃，

低煙霧濃度及低毒性

– 耐油、水及一般化學品腐蝕的性能優良

– 電絕緣性能良好

– 輕質、高硬、高強

– 經濟適用性

• 缺點：

– 縮合反應產生水可能帶來缺陷而影響機械性能

– 對有些材料的粘接不太理想

– 在有些應用中彈性不足

◆在輕質高硬、絕緣耐油、高溫防火等安全要求高的情況

下最適合選用酚醛樹脂！

酚醛產品 SGS & PIDC 測試 :

(a) 表面燃燒特點測試: ASTM E84 ( Surface Burning

Characteristics ): Class” A”

(b) 垂直燃燒測試: UL 94    ( Vertical Burning Test )  :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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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V0 .

(c) 水平燃燒測試: UL 94    ( Horizontal Burning Test ): UL

94- HF-1 .

(d) 煙霧傳播: ASTM E662-4  ( Smoke Generation ): ( Non-

flaming mode ) = 0　 ( Flaming mode ) = 1

(e) 吸水率: ASTM C209      ( Water Absorption ): Average

0.25% by volume

(f) 抗壓強度: ASTM D1621   ( Compressive Strength ):

Average 137.7 lb/in2

(g) 抗拉強度: ASTM D1623   ( Tensile Strength ): Average

61.4 lb/in2

(h) 尺寸穩定性: ASTM D2126 ( Dimensional Stability ):

Length 0.3%  Width 0.3%

(i) 透濕性: ASTM E96       (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

Average 0.0523 g/hr/Sq m.

◆.酚醛保溫材料最突出的優勢是除了具有優良的保溫效果

外還具有防火功能,因此酚醛保溫材料是更適合於有苛刻

要求的環境條件下使用的高性能材料,有著良好的發展前

景。

1.建築領域——如

鋼結構廠房、大型

工業廠房、活動

房、冷庫、潔淨車

間、建築物加層、

臨時房屋、體育

館、超市等需要防

火保溫要求的建築

物。

2.替代聚氨酯、聚

苯乙烯、岩棉應用於彩鋼夾芯板保溫層,起到其他材料不

能達到的防火保溫要求。

3.可以用於構築防火隔離帶,達到不燃 A 級的國家建築行業

防火標準。

4.替代聚氨酯、玻璃棉等應用於太陽能行業平板集熱器背板

側壁的保溫,其性能遠遠高於其他普通材料。

5.其他製冷設備、儀器設備的防火保溫,因為酚醛的保溫性

能與聚氨酯一樣,而且能夠防火(聚氨酯易燃),已經逐漸替

代聚氨酯應用於各個領域,成為一種防火 + 保溫雙重功效

的優質材料。

6.應用於製作中央空調複合風管,目前這類產品是最成熟的

產品,國內外多數工程都有應用。

酚醛保溫管應用範圍
◆.酚醛泡沫保溫管是以切割成形的新型管道保溫材料。

◆.已廣泛應用於建築冷熱水管。

◆.建築消防管道。

◆.建築給排水管道。

◆.分戶供暖熱力管道。

◆.石油輸送管道。

◆ .液化天然氣管道等管道保溫系統

中。

资料来源：

SGS & 臺中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

展中心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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