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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基 Janus 纳米片增韧增强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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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氧树脂增韧改性一直伴随其应用发展，纳米粒子增韧环氧树脂具有独特的性能，两侧具有不同组成的 Janus 纳
米片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和更加丰富界面行为。文中采用乳液界面溶胶凝胶法制备了各向异性的二氧化硅基 Janus
纳米片（JNS），并用于增韧环氧树脂（EP）。结果表明，JNS 固体颗粒对 EP 同时具有增韧和增强作用，两侧均能参与环
氧树脂交联聚合的 JNS2 嵌入三维的聚合物骨架网络，双侧的界面作用力大于只有亲水侧的氨基参与环氧树脂交联聚
合的 JNS1。当 JNS2 的质量分数为 0.5%时，EP/JNS2 的冲击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均最大，比纯 EP 分别提高了 57.08 %和
58.68 %。EP/JNS 复合材料的刚性和玻璃化转变温度升高，热稳定性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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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树脂（EP）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热固性树脂，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高模量、高强度、耐腐蚀性等优
点

[1, 2]

，广泛用于汽车、建筑、航空航天等领域

[3, 4]

。但

廉、无毒，对生物友好，化学惰性好，耐热性好等优
点，还能有效增强高分子材料的力学性能，
被广泛用
于高分子复合材料中[7]。二氧化硅在环氧树脂中的

是，高度交联的环氧树脂会导致韧性差、脆性大，严

分散和界面作用是制约其增韧效果的关键因素。本

重降低了复合材料的耐用性。因此，提高环氧树脂

课题组之前的研究[8]将三乙烯四胺（TETA）改性后的

的韧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同粒径的纳米二氧化硅粒子用于增韧环氧树脂，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报道，将一定量的填料添加

改性后的二氧化硅表面氨基可参与环树脂的固化过

到环氧树脂中能够改善环氧基体的韧性。其中，液

程，提高二氧化硅粒子与环氧基体的界面作用力，其

体橡胶、热塑性聚合物、纳米粒子是最为常用的增韧

增韧效果优于改性前。当 100 nm SiO2-TETA 的质量

填料。橡胶增韧环氧树脂是使用较早的一种方法。

分数为 3%时，冲击强度达 16.26 kJ/m2，比纯的 EP 提

一般来说，橡胶质量分数在 5%~20%时，可获得较好

高 27.67 %，玻璃化转变温度比纯 EP 提高 18 ℃。
二氧化硅基 Janus 纳米片作为一种二维材料不

的增韧效果。然而，橡胶相的加入增加了环氧树脂
[5]

混合物的黏度，却极大地降低了玻璃化转变温度 。

仅具备纳米粒子的刚性，还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带

虽然热塑性聚合物和环氧树脂共混后，共混物的弹

有更丰富的含活泼氢的官能团[9, 10]，有利于提高与环

性模量和玻璃化转变温度不会明显降低，硬度和耐

氧树脂的界面作用。因此，本论文采用乳液界面的

热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但热塑性改性剂需通过在环

溶胶凝胶法制备了二氧化硅基 Janus 纳米片，用于增

氧树脂中的溶解或者高温溶解加入到环氧树脂中

韧环氧树脂。利用冲击、拉伸实验等考察二氧化硅

[6]

Janus 纳米片对环氧树脂的增韧增强效果，并利用扫

。纳米粒子增韧环氧树脂在提高力学性能的同时，

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弹性模量也有所提高。目

描电镜观察二氧化硅基 Janus 纳米片增韧环氧复合

前，常用的纳米粒子主要有二氧化硅、二氧化钛、蒙

材料的微观形貌以推测其增韧增强机理。

脱土和黏土等。
二氧化硅作为一种无机填料，不仅具有价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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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料与试剂

JNS2 纳米片的表面化学组成。

环氧树脂(E-44)：购自杭州五会港胶黏剂公司；

1.4.3

Mapping 分析：采用 SEM (Zeiss Sigma 300) 与

4-4’ -二氨基二苯甲烷(DDM)、正硅酸四酯(TEOS) 、

EDX（布鲁克，XFlash6130）对 JNS1 进行扫描分析。

γ-(2,3-环氧丙烷)丙基三甲氧基硅烷(KH560) 、无水

1.4.4

乙醇、盐酸、司班 80 (Span80) 和甲苯：均为分析纯，

在氮气下进行测试，升温速率为 10 ℃/min。

购自国药集团；-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和 3-

1.4.5

(异丁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KH570) ：分析纯，

热重分析（TGA）：使用瑞士 METTLER TGA2
冲 击 性 能 测 试 ：采 用 摆 锤 式 冲 击 试 验 机

（ZBC8501- C，上海美特斯 工 业有限公司）依照 GB/

购自阿拉丁。

T1043.1支梁测试试验标准进行测试，
摆锤能量为25 J。

1.2

Janus 纳米片
（JNS）的制备

样品尺寸长为 60 mm、宽为 10 mm、高为 4 mm。每

水相：10 g H2O 用 2 mol/L HCl 调节 pH 为 2.5; 油

组样品测量 5 次，取平均值。

相：在 150 mL 单口圆底烧瓶中依次加入 5.2 g TEOS，

1.4.6

拉 伸 性 能 测 试 ：利 用 万 能 材 料 试 验 机

0.92 g KH550，1.2 g KH570，6 g span80 和 60 g 甲

（LLOYD，LR5K，英国）根据 GB/T1043.1 试验标准进

苯 。 将 水 相 加 入 到 油 相 中 ，机 械 搅 拌 15 min，在

行拉伸测试。测试量程为 5 kN，拉伸速度为 5 mm/

70 ℃磁力搅拌 10 h，离心，洗涤，冷冻干燥后得到一

min。每组样品测量 5 次，取平均值。

侧为氨基，一侧为双键的 Janus 纳米片(JNS1)。一侧

1.4.7

为氨基，另一侧为环氧基的 Janus 纳米片(JNS2)的合

动态力学热分析仪对样品进行单悬臂测试，
温度范围

成同 JNS1，
只需将 KH570 换成 KH560。

30~220 ℃，
升温速率为5 ℃/min，
频率为1 Hz。

1.3

动态力学热分析（DMA）：采用美国 TA Q800

EP/JNS 复合材料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 EP，分别将质量分数 0.5 %，1 %，

2 %的 JNS1 加入到 EP 中。100 ℃机械搅拌 1 h，使纳

2. 结果与讨论
2.1

Janus 纳米片的形貌与组成

米片在环氧基体中分散均匀，然后加入固化剂 DDM

Fig.1(a)和 Fig.1(b)分别是 JNS1 和 JNS2 的 SEM

（质量为 EP 的 25 %），快速搅拌 3 min 后将共混物倒

照片。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Janus 纳米片均有一

入预热过的模具中，在 120 ℃的烘箱中加热 2 h，

定的弧度，一侧粗糙，另外一侧光滑。JNS1 弧度比

160 ℃加热 2 h，最后样品随烘箱冷却到室温，即得到

JNS2 小，推测合成时 KH560 更有利于水在甲苯中的

EP/JNS1复合材料。EP/JNS2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与

分散。为了得到这 2 种纳米片两侧具体的化学成

EP/JNS1 类似，
只需将 JNS1 纳米片换为 JNS2 即可。

分，分别对 JNS1 和 JNS2 进行 Mapping 元素分析及

1.4

EDX 分析（Fig.2）。JNS1 的粗糙面含有 C，O，Si，N

测试与表征

1.4.1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采用日本 JSM-

元素，而光滑面上只有 C，O，Si，不存在 N 元素；JNS2

7500F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在电压为 5 kV、电

的凹面中除 C，O 元素外，N 元素的含量较多，而凸面

流为 20 μA 下观察 Janus 纳米片和环氧复合材料断

O 元素含量高于凹面，由于测试过程中电子束穿透

面的形貌。测试前需对样品喷金。

纳米片，因此推测凹面 N 元素可能来源于 KH550 水

1.4.2

解得到的 NH2，凸面 O 元素可能来自 KH560 水解得

X 射 线 光 电 子 能 谱（EDX）分 析 ：用 能 谱 仪

（EDX，Inca，英国）和 SEM 在电压为 15 kV 下分析

到的环氧基团。

Fig. 1 SEM images of (a) JNS1 and (b) JNS2, and (c)their TGA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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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lementary mapping images of JNS1 and EDX data of JNS2

这 2 种纳米片主要是采用乳液界面的溶胶-凝胶

JNS1 和 JNS2 质量分数为 0.5%时，断面上出现很多

法制备得到的。3 种硅烷偶联剂(TEOS，KH550 和

密集的呈“河流”状的裂纹，裂纹的分支较多，并且相

KH570（或 KH560）)以及水和甲苯在高速剪切下形

比于纯 EP 粗糙程度增加。聚合物基体断面粗糙程

成油包水型的乳液，KH550 和 KH570（或 KH560）和

度变大表明发生了塑性变形，这一现象有利于消耗

Span80 定向排列于水/油的乳液界面，亲水性氨基自

断裂能 [12]。EP/JNS2 断面上还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韧

发地面向水相，疏水性双键或环氧基面向油相。酸

窝，这也是韧性增加的主要特征。这种增韧作用的

性条件下（例如 pH=2.5）发生界面溶胶-凝胶过程，形

主要原因有 3 个方面。一是因为 JNS1 和 JNS2 纳米

成二氧化硅壳。随着溶胶-凝胶过程的延长，硅源在

片是一种二维材料，具有较大的长径比和比表面积，

界面上发生交联，最终形成微米大小的核壳结构。

与环氧基体接触面积增加，在外力作用下，有利于环

Span80 作为油溶性表面活性剂，在界面处占据了一

氧基体将负载通过界面传递给刚性的纳米片；其次，

定的位置，这些核壳结构自带缺陷，高速剪切停止后

这种片状结构对裂纹具有更有效的终止作用，裂纹

因渗透压作用破乳，硅壳发生破裂因而形成 JNS1 和

形成后很容易碰到刚性的纳米片；三是由于 JNS1 上

JNS2。

的氨基及 JNS2 上的环氧基都可以与环氧基体以及

Fig.1(c)是 JNS1 和 JNS2 的热重曲线，热分解过

环氧固化剂发生反应，形成化学键，有利于提高界面

程分为 3 个阶段。在 100 ℃前，2 种纳米片均有热失

相容性，从而改善复合材料的断裂韧性。2 种纳米片

重，这是由于纳米片表面的吸附水造成的，较高的比

相比较，JNS2 中一侧为氨基，另一侧为环氧基纳米

表面积使得纳米片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增大，因此热

片，两侧均能参与环氧树脂的交联聚合，嵌入三维的

失重台阶十分明显。继续升温，热失重主要由二氧

环氧树脂聚合物骨架网络，双侧的界面作用力大大

化硅主体的进一步缩合及结合水的分解造成 。

增加了树脂与 Janus 纳米片的粘接；而 JNS1 一侧为

JNS2，JNS1 分别从 375 ℃，406 ℃开始，第 3 阶段的

氨基，另一侧为双键，只有亲水侧的氨基可以提供活

热失重最明显，这是纳米片上有机官能团的热降解

泼的氢原子参与环氧树脂的交联聚合，加上刚性 Ja-

所致，JNS1 的最终残留量为 58.18 %，JNS2 的最终残

nus 纳米片的空间阻碍作用，2 个氢原子难以一起引

留量为 53.38 %。

发环氧基开环，因此纳米片悬挂于聚合物主链上，其

2.2

EP/JNS 复合材料断面 SEM 分析

与基体的作用力不如 JNS2 与环氧基体的作用力强，

Fig.3 是 纯 EP 以 及 JNS1，JNS2 在 0.5% ，1.0% ，

导致 JNS1 增韧增强作用都不如 JNS2（Fig.3）。与纯

[11]

2.0%不同添加量下，EP/JNS1，EP/JNS2 复合材料脆

EP 断面不同，EP/JNS 复合材料断面发白，这也是由

断后的 SEM 照片。固化后纯的环氧树脂线形伸展

于 JNS1，JNS2 促进了环氧基体延展变形能力[13]。继

的断裂条纹又长又清晰，是典型的脆性断裂。当

续增加纳米片的添加量，EP/JNS1 和 EP/JNS2 断面上

4

“河流”状裂纹结构的数量有所减少，同时，裂纹的分

支变少。

Fig. 3 SEM photographs of the brittle fracture of EP/JNS with the addition of (a) 0.5%, (b) 1.0%, (c) 2.0% of JNS1 and
(d) 0.5%, (e) 1.0%, (f) 2.0% of JNS2, (g) pure EP and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h) JNS1, (i) JNS2 toughening EP

2.3

EP/JNS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体中发生团聚 Fig.3f 画圈处，引起应力集中，在外力

冲击强度是评价环氧复合材料韧性的一个重要

作用下易形成裂纹引起破坏。同样地，EP/JNS1 的

的指标。Fig.4(a)是 JNS1 和 JNS2 不同添加量冲击强

冲击强度也随着 JNS1 含量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

度的变化。从图中可以得出，纯 EP 的冲击强度是

减小的趋势，当 JNS1 的质量分数为 0.5%时，增韧效

21.13 kJ/m 。对于 EP/JNS2 复合材料而言，JNS2 质

果同样优于其它 2 个添加量的 EP/JNS1 复合材料。

量分数为 0.5%，1.0%和 2.0%时，EP/JNS2 的冲击强

JNS1 的增韧除了固体增韧作用外，还源于其一侧的

度均高于纯 EP，表明 JNS2 对 EP 有良好的增韧效

氨基含有活泼氢，易与基体上的环氧基团发生开环

果。当 JNS2 的质量分数为 0.5%时，冲击强度最佳，

反应，改善了纳米片与环氧树脂的界面作用力，共同

为 33.19 kJ/m ，与纯 EP 相比，增加了 57.08 %；这主要

作用的结果是复合材料的韧性得到提高。而 JNS1

是由于固体 Janus 纳米片能吸收冲击能；还能终止裂

的质量分数超过 0.5%时，环氧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

纹的发展。此外，JNS2 上环氧基团与环氧基体一起

明显下降也是因为 JNS1 的团聚导致的（Fig.3 画圈

开环参与固化过程，使得 Janus 纳米片与基体之间产

处）。正如 2.2 节所述，JNS2 两侧均能参与环氧树脂

生强的化学键合力，这 3 种因素都能提高 EP/JNS2 的

的交联聚合，形成三维聚合物骨架网络；而 JNS1 仅

抗冲击性能。然而，当 JNS2 的质量分数增加到 1.0%

有氨基侧参与环氧树脂的固化，纳米片悬挂于聚合

时，
EP/JNS2的冲击性能开始有所下降，
质量分数增加

物主链上。因此 JNS2 的增容作用优于 JNS1，添加适

到 2.0%时，EP/JNS2 的冲击强度减小到 22.78 kJ/m 。

当的纳米片，EP/JNS2 的冲击强度较 EP/JNS1 高。

2

2

2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过量的 JNS2 在环氧基

5

d

Fig. 4 (a)Impact strength, (b) tensile strength and (c,d) strain-stress curves of EP/JNS composites

Fig.4(b)是 EP/JNS1 和 EP/JNS2 复合材料的拉伸

为 11.81 %。对比 Fig.4(a）和 Fig.4(b)，JNS2 的增韧效

强度分别与 JNS1，JNS2 添加量的关系。不论是 EP/

果优于 JNS1；而且，不论 JNS2 的添加量是多少，EP/

JNS1 还是 EP/JNS2，拉伸强度随着纳米片含量的增

JNS2 的断裂伸长率均大于纯 EP，其中，当 JNS2 质量

加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这与 Fig.4(a)中冲击

分 数 为 0.5% 时 ，EP/JNS2 的 断 裂 伸 长 率 最 大 ，为

强度的趋势相同。一般来说，无机粒子对聚合物具

18.74 %，比纯 EP 提高了 58.68 %。

有增强作用，但无机-有机之间的界面黏接较弱，拉

2.4

伸强度提高往往伴随冲击韧性下降。刚性的 JNS 纳

EP/JNS 复合材料的动态力学热分析
Fig.5(a)是当 2 种纳米片的质量分数为 0.5%时，

米片对环氧树脂同样起着增强的作用。此外，由于

EP/JNS1，EP/JNS2 和纯 EP 的储能模量-温度的曲线

JNS 纳米片与环氧树脂之间通过化学键连接，可以

图。由图中可以得出，纯 EP 的储能模量最小，而 EP/

有效传递外力作用，韧性增强。尤其是 JNS2 两侧分

JNS1 和 EP/JNS2 的储能模量均大于 EP，其中，EP/

别与环氧基团和氨基反应，直接嵌入环氧树脂的三

JNS1 的值最大，说明 EP/JNS1 的刚性最大，材料的抗

维骨架中，其增强增韧作用更为明显。纯环氧树脂

变形能力优于纯 EP 和 EP/JNS2。EP/JNS2 的储能模

的 拉 伸 强 度 是 63.89 MPa，当 JNS2 的 质 量 分 数 为

量比 EP/JNS1 的小，这是因为 JNS2 呈现出更为弯曲

0.5%时，EP/JNS2 的拉伸强度最大，达 73.91 MPa，比

的片状结构，抵抗形变的能力不如较平直的 JNS1。

纯 的 EP 和 EP/JNS1 的 拉 伸 强 度 分 别 提 高 了 10.02

Fig.5(b)是当 2 种纳米片的质量分数为 0.5%时，

MPa 和 3.59 MPa。首先，Janus 纳米片（包括 JNS1 和

EP/JNS1，EP/JNS2 和纯 EP 的损耗因子-温度的曲线

JNS2）与所有的固体颗粒一样具有增强作用；其次，

图。3 条曲线的顶点代表了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Janus 纳米片与环氧基体的化学键合力有助于传导

即 Tg。从图中清楚地看出，EP/JNS1 和 EP/JNS2 较纯

外力，这 2 种因素使复合材料的强度增加。继续增

EP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刚性的 Ja-

加 Janus 纳米片的含量，EP/JNS 的拉伸强度因 JNS 的

nus 纳米片一方面具有显著的强韧化作用，阻碍 EP

团聚现象会有所降低。

分子链段的松弛；另一方面，它与 EP 基体之间的化

Fig.4(c) 和 Fig.4(d) 分 别 是 EP/JNS1 和 EP/JNS2
的应力-应变曲线图。纯的 EP 韧性差，断裂伸长率

学键合力进一步使聚合物链段松弛难度增加，过程
变长[14]。2 种环氧复合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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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P/JNS1 和 EP/JNS2 链段发

生松弛运动需要更高的能量[15]。

Fig. 5 Curves of (a) storage modulus-temperature and (b) loss factor-temperature for EP/JNS1 and EP/JNS2

2.5

EP/JNS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纳米片使热传导途径延长，能

Fig.6(a) 和 Fig.6(b) 分 别 是 EP/JNS1 和 EP/JNS2

有效提高聚合物材料的耐高温性和阻燃性。JNS1

的热重曲线图。在不同添加量下，无论是 EP/JNS1

上氨基的自熄灭效果也会使加入纳米片后 EP/JNS1

还是 EP/JNS2，它们的初始分解温度接近纯 EP，这是

的热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而随着 JNS1

因为 2 种纳米片的添加量都非常少。但是，当 JNS1

用量增加，一方面自熄灭效果增强，但由于纳米片的

的质量分数为 0.5%时，EP/JNS1 800 ℃的残余量高

分散性下降，热阻隔作用变差，两者综合的效果表现

于其他 2 个比例，为 19.10 %，比纯 EP 多 3.56 %。造

出较差的热稳定性。

Fig. 6 TGA curves of (a) EP/JNS1 and (b) EP/JNS2

3

为 18.74 %，比纯 EP 提高了 58.68 %。

结论
（1）通过乳液界面的溶胶-凝胶法一步合成了一

（3）JNS 片状结构对链段松弛的阻碍作用及与

侧是氨基、一侧是双键的纳米片（JNS1）以及一侧是

环氧基体的强化学键合力都使 EP 的链段运动变得

环氧基、
一侧是氨基的纳米片（JNS2）。

困难，EP/JNS1 和 EP/JNS2 的刚性增加，玻璃化转变

（2）JNS 固体颗粒对 EP 同时具有增韧和增强作

温度升高。
（4）由于纳米片对热具有阻隔作用，因此 EP/

用。两侧均能参与环氧树脂交联聚合的 JNS2 嵌入
三维的聚合物骨架网络后，其双侧的界面作用力大
于只有亲水侧的氨基参与环氧树脂的交联聚合，纳
米片悬挂于聚合物主链上的 JNS1，因此 JNS2 具有更

JNS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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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 Nanosheets Based on Silica Toughening and Reinforcing on Epoxy R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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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ghening modification of epoxy resin (EP)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it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no particles toughened EP has unique properties. Janus nanosheet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on
both sides have high specific surface area, rich surface functions, and strong interfacial adhesion with epoxy matrix. In this paper, anisotropic Janus nanosheets based on silica were prepared by emulsion interface sol-gel method
and used to toughen EP. Results show that JNS solid particles can toughen and strengthen EP at the same time.
Both sides of JNS2 can participate in the crosslinking of EP, so JNS2 is embedded into the three-dimensional polymer skeleton network. However, only the amino group on the hydrophilic side of JNS1 can participate in the crosslinking of EP. As a result, JNS2 has better toughening and strengthening effect than JNS1. When the mass fraction
of JNS2 is 0.5%, the impact strength and the elongation at break of EP/JNS2 are 57.08% and 58.68% higher than
those of pure EP, respectively. All of the rigidity, the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and thermal stability of EP/JNS
composites are increased slightly.
Keywords: Janus sheets; silica; epoxy resin; toughening; strength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