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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摘

要

(中) 

在本實驗中，我們所使用的蒙脫土是屬於鈉型蒙脫土。我們藉以不同的改

質劑來將鈉型蒙脫土改質為親油性蒙脫土，製備一系列不同比例的環氧樹

脂/PU/液晶/黏土奈米複合材料，並分別探討不同改質劑改質劑摻合環氧樹

脂，接合型及摻合型黏土和環氧樹脂/PU/液晶/黏土三個系統。所得產物並

以 XRD 與 SEM 來進行鑑定，再使用 TGA 與 DMA 來評估其熱性質，並同

時觀察其物性、化性及機械強度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以接合型黏土的

效果最好，此奈米複合材料的耐熱性有明顯的提升，且機械強度也大幅提

升許多。 

摘

要

(英) 

In this experiment , we use Na-motmorillonite. We use different modifying agent to 

switch the Na-motmorillonite to the hydrophobic motmorillonite , than a series of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Epoxy / PU / Liquid Crystalline / Clay , nanocomposites are 

prepared. The products from the epoxy with different modifying agent blended , 

grafty and blend clay and Epoxy / PU / Liquid Crystalline / Clay . The three 

prepared systems are invesgated in XRD , SEM and evaluated the thermal properties 

in TGA , DMA , at the same time , the change of the physical chem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can be observed .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grafty clays have 

best effect . There is an apparent enhancement in the thermal stability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of the nano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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