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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北隆胜四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湖北新蓝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湖北聚慧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蓝

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艳、张庆华、龚家全、涂世俭、冯琼华、李开海、暴峰、宋琦、张生、陈敏

剑、白军伟、邵玲、郭立伟、胡建坤。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 

本文件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解释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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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的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氯硅烷（甲基三氯硅烷、二甲基二氯硅烷、苯基三氯硅烷、二苯基二氯硅烷）水解

-缩合法、烷氧基硅烷【甲基三甲氧基（乙氧基）硅烷、二甲基二甲氧基（乙氧基）硅烷、苯基三甲氧

基（乙氧基）硅烷、二苯基二甲氧基（乙氧基）硅烷】水解-缩合法制备的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408.1—2016 绝缘材料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工频下试验 

GB/T 1723—1993 涂料粘度测定法 

GB/T 1728—2020 漆膜、腻子干燥时间测定法 

GB/T 1735—2009 色漆和清漆 耐热性的测定 

GB/T 31838.2—2019 固体绝缘材料介电和电阻特性 第 2 部分：电阻特性（DC 方法）体积电阻

和体积电阻率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类 

产品按用途不同分为1053、1153两个型号。 

1053为涂布用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 

1153为浸渍用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外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外观 

牌  号 要  求 

1053 淡黄色至红褐色的均匀液体，允许有乳白光，无机械杂质 

1153 淡黄色至黄色均匀液体，允许有乳白光，无机械杂质 

5.2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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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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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1053 1153 

粘度/s,（25℃±1℃） 25～60 25～55 

固体含量/％,（180℃±2℃/2h） ≥ 50 50 

干燥时间/h,（200℃±2℃）           ≤ 2 1 

耐热性/h,(200℃±2℃)               ≥ 200 300 

热失重/％,（250℃±2℃/3h）        ≤ 5 5 

电气强度

(DC) 

/(MV/m) 

常态（20℃±5℃），RH（60%～70%）    ≥ 65 55 

热态（200℃±2℃），              ≥ 30 30 

受潮（20℃±5℃），RH（92%～98%）下处理 24h 后 ≥ 40 35 

体积电阻率

/Ω.m 

常态（20℃±5℃），RH（60%～70%）        ≥ 1.0×1012 1.0×1011 

热态（200℃±2℃）                     ≥ 1.0×109 1.0×109 

受潮（20℃±5℃），RH（92%～98%）下处理 24h 后  ≥ 1.0×1010 1.0×1010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漆膜）的制备 

6.1.1 试验仪器及设备 

a) 浸漆槽； 

b) 滴干架； 

c) 通风橱； 

d) 电热恒温干燥箱，最高温度 300℃，控温精度±2℃； 

e) 千分尺，分度值为 0.01 mm； 

f) 秒表，分度值为 0.15 s。 

6.1.2 试剂和材料 

a) 紫铜片； 

b) 二甲苯，分析纯； 

c) 硝酸，分析纯； 

d) 硫酸，分析纯； 

e) 催干剂 KH-550 二甲苯溶液（30 wt%）。 

6.1.3 试验项目及试片规格和漆膜厚度应符合表 3规定。 

表3 试片规格和漆膜厚度 

试验项目 试片规格/mm 漆膜厚度（单面）/µm 

干燥时间 50×100×（0.1～0.3） 25±5 

耐热性 20×100×（0.1～0.3） 45±5 

电性能 100×100×（0.5～1.0） 45±5 

6.1.4 试片处理 

将紫铜片先后在 30%硝酸、稀硫酸（5%～10%）溶液中进行表面处理后用水洗净，烘干后贮于干

燥箱内备用。 

6.1.5 试片厚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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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片有编号一侧对面的中间位置取两点用千分尺测量其厚度，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试片的厚度，

记录编号，然后用二甲苯作浸漆前的清洗。 

6.1.6 树脂的调配 

根据产品的粘度以及试验项目对漆膜的要求加适量二甲苯调配到所需粘度（测量 1153 干燥时间需

要在 100 质量份的调配到所需粘度的试样中加入催干剂 1.5 质量份）。 

6.1.7 浸漆 

调配好的树脂至气泡完全消失后，将已处理好的试片以均匀适宜的速度浸入树脂溶液中静置 30 s，

以同样的速度垂直提出挂在通风橱中的滴干架上，停放 1 h～2 h，再将试片倒转 180 度，以同样的方法

浸第二次，停放 1 h～2 h 后再按本文件要求进行烘干、处理、测试（测干燥时间的试片只浸一次）。 

6.1.8 漆膜的干燥 

用于电性能测试的试片，漆膜应在 200℃±2℃条件下干燥 12 h 后方可进行测试。 

6.1.9 漆膜厚度的测量 

测量方法同 6.1.4。漆膜厚度按（1）式计算： 

 
 

2

12 DD
D


   ……………………………………...  (1) 

式中： 

D——单面漆膜厚度，单位为微米（µm）； 

2D ——浸漆后试片厚度，单位为微米（µm）； 

1D ——试片厚度，单位为微米（µm）。 

6.1.10 漆膜外观要求 

经烘干处理后的漆膜应无树脂流痕、脱层、气泡。 

6.2 外观 

目测。 

6.3 粘度 

按 GB/T 1723—1993 中乙法的规定进行，结果保留整数。 

6.4 固体含量 

6.4.1 仪器 

a) 具塞玻璃称量瓶，φ50 mm×30 mm； 

b) 温度计，（0～200）℃，分度 1℃； 

c) 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d) 电热烘箱，精度±2℃。 

6.4.2 操作步骤 

于分析天平上称取 3 g～5 g（准至 0.0001 g）试样置于已恒重的干燥，洁净的称量瓶中，使试验均

匀流布于容器的底部，然后放于已升温至 180℃的鼓风恒温烘箱内，再于 180℃±2℃保持 2 h 后，取出

放入干燥器内冷至室温，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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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结果计算 

固体含量 x （％）按（2）式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100
01

02 





mm

mm
x …………………………………………(2) 

式中： 

x ——固体含量，单位为百分号（％）； 

0m ——称量瓶质量，单位为克（g）； 

1m ——烘前试样和称量瓶质量，单位为克（g）； 

2m ——在（180℃±2℃）下保持 2h，试样和称量瓶质量，单位为克（g）。 

6.4.4 允许误差 

试验结果取两次试验平均值，两平行试验的绝对偏差不大于 2％。 

6.5 干燥时间 

按GB/T 1728—2020中甲法的规定进行，结果保留整数。 

6.6 耐热性 

按GB/T 1735—2009的规定进行，测试温度为200℃±2℃。以漆膜无起层、皱皮、鼓泡、皲裂为合

格。 

6.7 热失重 

6.7.1 仪器 

e) 具塞玻璃称量瓶，φ50 mm×30 mm； 

f) 温度计，0～300℃，分度 1℃； 

g) 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h) 电热烘箱，精度±2℃。 

6.7.2 操作步骤 

将测定完固体含量的样品连同称量瓶一起放入恒温烘箱内，在 180℃±2℃下保持 30 min 后，取出

并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若做完固体含量不过夜，立即测定热量损失时，则不必在 180℃±

2℃下保持 30 min）。再将称量瓶放入恒温烘箱，在 250℃±5℃下保持 3 h，取出后放入干燥器中并冷却

至室温称量（精确到 1 mg）。 

6.7.3 结果计算 

热失重w（%）按（3）式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100
02

32 





mm

mm
w ……………………………………（3） 

式中： 

w——热失重，单位为百分号（%）； 

0m ——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2m ——在 180℃±2℃下保持 30 min，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3m ——在 250℃±2℃下保持 3 h，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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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允许误差 

试验结果取二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二次平行试验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1%。 

6.8 电气强度 

按 GB/T 1408.1—2016 规定进行，结果保留整数。 

常态试验环境：温度（20℃±5℃），相对湿度（60%～70%），试样在该环境下放置 24 h 后测试，

测试采用 25 mm 黄铜电极，升压速率 200 V/s。 

热态试验环境：温度 200℃±2℃，试样在该环境下放置 10 min 后测试，测试采用 25 mm 黄铜电极，

升压速率 200 V/s。 

受潮处理环境：温度 20℃±5℃，相对湿度（92%~98％），试样在该环境下放置 24 h 后测试，测

试采用 25 mm 黄铜电极，升压速率 200 V/s。 

6.9 体积电阻率 

按 GB/T 31838.2—2019 的规定进行，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常态试验环境：温度（20℃±5℃），相对湿度（60%～70%），试样在该环境下放置 24 h 后测试，

测试电压 100 V，电化时间 1 min。 

热态试验环境：温度 200℃±2℃，试样在该环境下放置 10 min 后测试，测试电压 10 V，电化时间

1 min。 

受潮处理环境：温度 20℃±5℃，相对湿度 92%~98％，试样在该环境下放置 24 h 后测试，测试电

压 10 V，电化时间 1 min。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项目 

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需经生产厂的检量检验部门按本文件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为：1053的外观、粘度、固体含量、干燥时间、热失重；1153的外观、粘度、固体含

量、干燥时间、热失重、电气强度、体积电阻率。 

7.2.2 组批和抽样 

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检验以批为单位，以相同原料、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质量不

超过 2000 kg。从每批产品的包装件中随机抽取 2 桶，取样量不低于 600 mL。 

7.2.3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则产品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允许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复检合

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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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情况下，除出厂检验项目外，1053的电气强度、体积

电阻率每10批进行一次型式检验，1053、1153的耐热性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合同特殊规定等情况； 

b) 工艺发生改变时； 

c) 当转产，转厂，停产后复产； 

d)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 

e) 出厂检验数据与上次检验结果相差较大时。 

7.3.2 检验项目 

本文件第5章要求的所有项目。 

7.3.3 组批和抽样 

缩合型甲基苯基硅树脂检验以批为单位，以相同原料、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质量量不

超过 2000 kg。从每批产品的包装件中随机抽取 2 桶，取样量不低于 1000 mL。 

7.3.4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则产品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允许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复检合

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产品随行文件 

8.1 标志 

产品的包装件上应有清晰、牢固的标志，标注：产品名称、型号、批号、净含量、生产日期及本文

件编号、生产厂名称、地址。 

8.2 产品随行文件的要求 

出厂产品应附有一定格式的随行文件，包括：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c) 产品质量证明书； 

d) 其他有关资料。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产品应包装在清洁、干燥的镀锌铁桶内，包装容器应密闭良好。每桶净含量 20 kg、100 kg 或根据

客户需求定制包装，每一包装桶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并附有储运图示标志和易燃品图示标志。相关标

志符合 GB 190 的规定。 

9.2 运输 

产品按照易燃危险品运输。应符合 GB 190 及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9.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防止日光直射，严禁酸、碱气液熏染并应隔离火源，远离热源。

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限为：1153 硅树脂六个月，1053 为一年，超过贮存期应重新检验，合格后仍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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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0 安全 

警告——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熟悉实验室的常规操作。本文件未涉及与使用有关的安全问题。使用

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