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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水性聚氨基甲酸酯由於不具溶劑，對環境及人員沒有危害性，已逐漸取

代傳統式溶劑型之聚氨基甲酸酯，然而水性聚氨基甲酸酯為了要能穩定

的分散在水溶液中，其分子量不可過大，亦無法形成高交聯度之聚合

物，所獲致之成品往往機械強度略差。 為了改善水性聚氨基甲酸酯的抗

械強度，本實驗提出在水性聚氨基甲酸酯尾端引入含雙鍵可聚合化合物



之構想，並藉由加入過量的各類含雙鍵單體，在乾燥水性聚氨基甲酸酯

的過程中，同時形成第二相顆粒狀的聚合物，此類原處型顆粒填充料 

( in-situ particulate filler )，由於與聚氨基甲酸酯相互之間有化學鍵結，應

可有效做為彈性補強劑，若不引入雙鍵交鏈劑，其特性將類似可塑性彈

性體( TPE )，此外水性聚氨基甲酸酯皮膜之結構與分子彈性特性，對爾

後研發類似產品極為重要，然目前尚未有文獻討論，有鑑於此，本研究

並將擬以平衡態應力/應變的方法，測量其結果，加以探討。 由實驗結果

顯示，顆粒填充型水性 PU 的機械性能並沒有太大的改良，直到系統中

填充料含量較大才有明顯的改變，應力/應變實驗結果顯示其遵循

Mooney-Rivilin 性質。另一方面，TPE 型水性 PU 系統在機械性能方面呈

現出一種較特別的改變，在應力/應變結果方面，最初的 up-turn 現象意味

著，原處型（in-situ)顆粒填充料在基材與填充料之間有著很強的作用

力，很有趣的是目前的文獻中並沒有類似這種結果的討論。  

摘要

(英) 

Since aqueous dispersed polyurethane are non-toxic and do not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they have been widely replaced the conventional solvent type 

polyurethane in coatings and adhesives. In order to obtain a stable emulsive 

solution, the aqueous dispersed PU usually contain either low molecular weight or 

slightly cross-linking density prepolymer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ulting polymer films are therefore weak and flexible. In this experiment , we are 

going to incorporate vinyl type compounds onto both ends of the PU prepolymer. 

During the drying process , the vinyl compounds will polymerize and aggregate 

simultaneously, due to thermodynamic incompatability. Those in-situ aggregated 

particulate fillers contain chemical bonds with PU matrix . The self-reinforced 

mechanical strength is therefore expected. Besides, it is desirable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rubber elastic property relationships of aqueous dispersed PU films . 

However, those value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In this project, we are also going 

to establish these relationships by using stress/strain isotherm technique . The 

experima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filler type 

waterborne polyurethane did not improve unless the system contains large quantity 

of filler . The stress/strai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it follows the Mooney-Rivilin 

prediction . On the other hands , the TPE type waterborne polyurethane system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 An initial up-

turns of the stress/strai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situ fillers have strong 

interaction between matrix and filler .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is initial up-

turn has not been reported elesewhere in the re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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