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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聚乳酸耐热改性的研究现状及进展，重点介绍了无机/有机填料改性、共混改性、纤维增
强、引入交联结构等几种耐热改性方法，并简要介绍了相关的改性机理。

●Abstract：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polylactic acid heat resistant modif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Several heat resistant modification methods such as 
inorganic/organic filler modification, blending modification, fiber reinforcement and introducing 
crosslinking structure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related modification mechanism was briefly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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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乳酸(PLA)是一种无毒、无刺激的合成高分

子材料，其原料是乳酸，主要来自淀粉(如玉米、大米

等)发酵，也可以以纤维素、厨房垃圾或鱼体废料为

原料获取[1]。PLA原料来源广泛，且由其制成的产

品使用后可直接进行堆肥或焚烧处理，最终可完全

降解为CO2和H2O，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PLA
所拥有的良好透明性和一定的韧性、生物相容性及

耐热等性能，是其被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3]。此外，

PLA具有热塑性，可应用于诸多领域[4]，用其制备的

产品，如包装材料、纤维等，主要用于一次性用品(一
次性餐具及包装材料等)、汽车(车门、脚垫及车座

等)、服装、电器(电脑机壳及手机部件等)和医疗卫

生(骨科内固定材料和免拆手术缝合线等)等领域[5-

9]。但是工业化生产的PLA产品，其热变形温度(HDT)
只有58℃左右，大大限制了其应用领域[10]。

为满足一些耐高温产品(如食品容器、家电、电

子、汽车部件等)的使用要求，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对

改善PLA耐热性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本文综述

了近年来PLA耐热改性研究的现状及进展，并简要

介绍了相关的改性机理。

1 PLA概述

1.1 PLA的基本性质

PLA在室温下呈透明或浅黄色玻璃态，是可结

晶的热塑性高分子材料，属于合成直链脂肪族聚

酯，其结晶温度(Tc)为125℃左右，玻璃化转变温度

(Tg)为60~65℃，熔点(Tm)为175℃左右[11-12]。

1.2 PLA的结构

因为乳酸单体有左旋型和右旋型两种光学异

构体，所以其聚合物就有聚左旋乳酸(PLLA)、聚右

旋乳酸(PDLA)和聚内消旋乳酸(PDLLA)三种异构

体[13]。PLA的化学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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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PLA的化学结构
Fig.1 Chemical structure of 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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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LA的结构对其性能的影响

PLA的结构对其性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13-16]：(1)耐热性 PLA分子主链上只有一

个次亚甲基，分子链呈螺旋结构，其活动性较差，导

致经注塑成型的PLA因结晶速度慢而几乎不结晶，

产品耐热性较差，热加工时酯键部分断裂产生端羧

基，对PLA的热降解起到自催化降解作用；(2)韧性 
PLA属于线型高分子材料，其主链上缺少亚甲基柔

性链段，致使其分子链运动能力较弱，所以PLA是

一种脆性材料，韧性较差；(3)强度 PLA是合成高分

子材料，其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很宽，所以强度较低；

(4)生物相容性 PLA分子中存在大量疏水性酯键，

其生物相容性较差；(5)生物降解性 PLA分子中含

有大量酯键，但其分子链的两个特点(主链刚性强，

侧链含有甲基)使其不易被天然菌种进行酶催化降

解，所以在自然条件下，PLA及其制品较稳定，当置

于高温高湿条件下时，可逐渐被水解或生物降解为

CO2和H2O。

2 PLA的耐热改性

2.1 无机/有机填充改性

2.1.1 添加结晶成核剂

提高PLA的结晶度可使其耐热性提高。可通

过添加成核剂(如滑石粉、蒙脱土、二氧化硅、金属

磷酸盐以及专用成核剂TMC系列等)来提高PLA的

结晶度[17-18]，从而达到提高其耐热性的目的[14,19]。

薛白等[20]研究了成核剂TMC-300(癸二酸二苯

甲酰肼)对PLA耐热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TMC-300对PLA具有显著的异相成核作用，复合材

料的结晶度随TMC-300用量的增加而提高，其中

当TMC-300用量为0.5%时，可使PLA结晶度达到

41.27%，110~120℃热处理5 min后，热变形温度HDT
可达115.8℃。

蒙脱土能提高聚合物基体的耐热性和刚性。

张琪[16]制备的PLA/蒙脱土复合材料实现了对PLA
的耐热改性，加入蒙脱土后，体系的热分解温度可

达330~340℃。李梦影[21]研究了退火对PLA耐热性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机膨润土(OBT)用量为0.5%
时，120℃退火10 min，其HDT可达109℃。

此外，还可将无机/有机填料与成核剂一起使

用，利用无机填料热导率较低的特性，降低PLA的

冷却速度，提高PLA的结晶度，从而提高其耐热性。

邵将等[22]将山梨糖醇与抗氧剂复配制成复合型稳

定剂，以纳米SiO2为填料制得PLA基复合材料。研

究结果表明，复合稳定剂对PLA的结晶性没有影

响，但却使复合材料热分解5%时的温度提高了

20℃左右。表1为结晶成核剂对PLA耐热性影响的

实例[15,20-22]。

▲▲ 表1 结晶成核剂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
Tab.1 Influence of nucleating agent on heat resistance of PLA

序号 样品制备 耐热性表征 改性效果

1
PLA与0.5%成核剂TMC-300熔
融共混，成型后热处理。

HDT、DSC、TGA
结晶度41.27%；HDT 
115.8℃；初始热分解温
度提高10℃左右。

2
采用溶剂挥发法，制备PLA/改性
MMT薄膜。

DMA、TGA、DSC
结晶度提高；热分解温
度提高40~60℃；T g提
高5~6℃。

3
熔融共混制备PLA/OBT复合材
料，成型后退火处理10 min。

DSC、HDT
热变形温度最高可达
109℃。

4
熔融共混制备PLA/SiO2/复合稳定
剂复合材料。

TGA、DSC
对体系结晶、T g基本无
影响；热分解5%时的温
度提高了20℃左右。

2.1.2 纤维增强

纤维增强属物理改性，纤维的刚性使其在聚合

物基体中起到骨架支撑作用，聚合物在受热情况

下，链段运动受到限制，从而起到提高材料耐热性

的作用[19]。目前，可用于对PLA进行增强改性的纤

维有天然植物纤维(剑麻、亚麻、洋麻、竹、椰棕、木

纤维等)、天然动物纤维(蚕丝等)、矿物纤维(玄武岩

等)、化学纤维(碳纤维、玻璃纤维等)[21,23-28]。在这些

纤维中，碳纤和玻纤因其具有高强度和高模量而被

广泛应用；天然植物纤维因其来源广、可降解，且添

加后制得复合材料的热性能和力学性能均有不同

程度提高而被广泛关注和研究[29-31]。

施庆锋[26]在PLA中填加天然竹纤维(BF)和滑

石粉(Talc)制得复合材料，分析结果表明，热处理后，

BF、Talc用量均为20%时所得复合材料改性效果最

好，耐热温度与纯PLA相比提高近40℃。

Wootthikanokkhan等[27]将PLA与洋麻纤维熔融

共混，退火10 min后制得复合材料。结果表明，复合

材料的HDT可达120℃，这是由于洋麻纤维因其本

身的刚性在复合材料中起到了骨架支撑作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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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麻纤维促进了PLA的结晶。Masud S Huda等[28]

将改性处理的洋麻纤维与PLA混合，通过薄膜堆压

法制得复合材料。结果表明，复合材料的HDT最高

可达174.8℃。

此外，可同时添加具有协同作用的两种或多种

材料，以提高PLA的热性能。尹静波[32]在PLA基体

中同时混入改性天然纤维和改性无机纤维(玻纤或

碳纤)，制备出两种纤维增强的PLA复合材料。测

试结果表明，复合材料的维卡软化温度超过140℃。

表2为纤维增强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26-28,31]。

▲▲ 表2 纤维增强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
Tab.2 Influence of fiber reinforcement on heat resistance of PLA

序号 样品制备 耐热性表征 改性效果

1
PLA与BF(20%)、Talc(20%)熔融共混，成
型后热处理。

HDT、DSC、
TGA、DMA

HDT提高约40℃。

2
PLA/洋麻纤维熔融共混，成型后退火10 
min。

DSC、HDT
结晶度提高，HDT可
达120℃。

3
PLA/改性洋麻纤维用薄膜堆积法压制成
型。

DMA、DSC
HDT最高可达
174.8℃。

4
熔融共混、模压成型制得PLA/化纤(玻纤
或碳纤)/天然纤维复合材料。

维卡软化温度
维卡软化温度超过
140℃。

2.2 共混改性

共混改性分为两种，即PLA与高Tg化合物及与

高耐热高分子材料共混。其原理是将具有极性和

刚性基团的聚合物引入PLA基体中，以提高共混物

中聚合物链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提高材料的耐

热性[17]。共混改性因操作简便成为改性的主要方

法。由于一些高Tg化合物和高耐热高分子材料不

能降解，目前研究重点倾向于与可降解高分子材料

共混。

Liu[33]以PLA(40%~50%)为基体材料，添加聚碳

酸酯(PC，30%~55%)及其他助剂，熔融挤出成型制

得HDT最高可达108℃的PLA/PC复合材料。张红

等[34]将PLA与PC熔融共混，对PLA/PC合金的HDT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PC用量的增加，合金的

HDT逐渐提高，当PC用量增至50%时，HDT达到

138℃。Chen[35]以PLA为基体材料，添加聚丁二酸

丁二醇酯(PBS)、碳酸钙、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

二酯以及其他改性助剂，熔融挤压成型得到冷结晶

温度低至88.03℃的复合材料，PLA复合材料的耐热

性有所提高。表3为共混改性对PLA耐热性影响的

实例[33-35]。

▲▲ 表3 共混改性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
Tab.3 Influence of blending modification on heat resistance of PLA

序号 样品制备 耐热性表征 改性效果

1
PLA(40%~50%)与PC(30%~55%)、滑石
粉(2%~9%)熔融共混。

HDT
HDT最高可达
108℃。

2 PLA与PC(50%)熔融共混。 维卡软化温度 HDT可达138℃。

3
PLA与PBS、碳酸钙、聚己二酸/对苯二甲
酸丁二酯以及其他改性助剂熔融共混。

DSC、TGA
冷结晶温度降低，耐
热性有所提高。

2.3 立构络合改性

将PLLA和PDLA等比例混合，可得到一种熔点

为230℃的立构复合物[36]，该立构复合物可大幅提

高PLA的使用温度，是目前重点研究方向之一[37-39]。

孙彬等[40]将PLLA和PDLA按等比例混合，先用

低温共混方法制备PLA全立构粉末作为基体材料，

然后添加成核剂、玻璃纤维等，经注塑成型和热处

理后，得到改性PLA材料。经测试，改性PLA的维卡

软化温度超过165℃。李巧等[41]采用Lyocell纤维作

为增强纤维，与等比例的PLLA/PDLA熔融共混，通

过注塑成型制备了Lyocell纤维/立构PLA(Lyocell/
sc-PLA)复合材料。经测试，Lyocell/sc-PLA复合材

料的维卡软化温度高达175.1℃，热稳定性显著提

高。明瑞豪等[42]采用等比例的PLLA/PDLA熔融

共混，经注塑成型制备了sc-PLA和10%亚麻纤维

(Flax)增强的复合材料(Flax/sc-PLA)，该材料的维

卡软化温度提升至155.6℃。表4为立构络合改性

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40-42]。

▲▲ 表4 立构络合改性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
Tab.4 Influence of stereocomplex modification on heat resistance of PLA

序号 样品制备 耐热性表征 改性效果

1
等量PLLA与PDLA，另添加滑石粉
和短玻纤冷混注塑成型、热处理。

维卡软化温度、
DSC

维卡软化温度超过
165℃。

2
Lyocell纤维为增强材料，与等比例
的PLLA/PDLA熔融共混，注塑成型
制得Lyocell/sc-PLA复合材料。

维卡软化温度
维卡软化温度高达
175.1℃。

3
10% Flax作为增强材料，与等比例
的PLLA/PDLA熔融共混、注塑成型。

维卡软化温度
维卡软化温度提高
至155.6℃。

2.4 交联改性

交联改性的原理是将PLA分子进行一定程度

的交联，由原来的线型或轻度支链型大分子形成

三维网状结构，一定程度地束缚分子链的运动，使

PLA在高温或加热到Tg时，其非结晶部分也不能自

由运动。改性后的PLA材料不仅耐热性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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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韧性也有所提高[43]。

Nagasawa等[44]研究发现，在PLA基体中添加3%
的三丙烯基异氰尿酸酯，并用辐照剂量为50 kGy的
电子束辐照，得到产物的耐热温度高达200℃。李

颖等[45-46]将异氰尿酸三缩水甘油酯和三丙烯基异

氰尿酸酯作为交联剂，用化学交联法制得材料的初

始分解温度较未改性PLA分别提高了40℃和80℃，

说明改性后PLA的热稳定性有所提高。Zhang等[47]

将PBS/PLA共混物用过氧化二异丙苯交联，然后添

加PBS-g-纤维素纳米晶体，制得PLA复合材料的热

稳定性得到明显改善。表5为交联改性对PLA耐热

性影响的实例[44-47]。

▲▲ 表5 交联改性对PLA耐热性影响的实例
Tab.5 Influence of chemical modification on heat resistance of PLA

序号 样品制备 耐热性表征 改性效果

1
以PLA为基体，添加3%的三丙烯基异氰尿酸
酯，辐照交联制得复合材料。

TMA 耐热温度高达200℃。

2
在PLA中添加异氰尿酸三缩水甘油酯、三丙烯
基异氰尿酸酯，化学交联制得复合材料。

TGA
热分解温度较未改性
PLA分别提高了40℃
和80℃。

3
用过氧化二异丙苯使PLA/PBS共混物化学交
联，另添加PBS-g-纤维素纳米晶体增强。

TGA
热分解温度提高
13~19℃。

3 结论

PLA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较好的力学强

度、热稳定性和热成型性，可用于一次性用品、电

子、医疗、汽车等领域，是一类重要的绿色可降解高

分子材料，是取代石油基材料的重要研究对象。但

目前PLA的合成方法少、分子结晶速率低、成本较

高，且耐热性和韧性较差等问题极大限制了PLA材

料的工业化生产和应用，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该

是：(1)开发简单且成本低的方法改善PLA的耐热性

及韧性；(2)尽可能地保持其透明性；(3)尽可能地发

掘PLA材料的应用新领域。相信随着科技发展和

科研人员的不断深入研究，PLA这种无毒、无害、可

完全降解的绿色高分子材料最终能完全取代石油

基材料，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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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动 态

杜邦推出Zytel®HTNFR42G30NH高性能聚酰胺新品

杜邦交通运输与先进材料事业部在2018年中国国际橡塑展上推出一款新型杜邦Zytel®HTNFR42G30NH无卤

阻燃高性能聚酰胺产品。该产品为生物基材料，针对“表面封装技术”(SMT)连接器的应用而开发。

Zytel®HTNFR42G30NH是一款30%玻纤增强、阻燃的高性能聚酰胺树脂。这款新型耐高温聚酰胺弥补了尼

龙和昂贵的特种聚合物之间的性能差距，且易于加工。(1)安全性更好 0.4 mm UL 94V-0阻燃等级，优异的流动性，

高达600V的CTI(相对漏电起痕指数)。(2)生产效率更高 与同类产品相比，Zytel®HTNFR42G30NH具有更好的回

流焊接性能以及更高的熔接线强度。采用Zytel®HTNFR42G30NH成型的连接器在SMT回流焊温度为280℃时也

不会出现起泡现象；改进的熔接线强度也有助于减少破损。卓越的流动性和更好的熔接线强度，为多插针、细间

距、低高度的小型连接器提供了更高的设计灵活性。(3)成本效益更佳 连续成型试验结果显示，与PA9T和PA4T系

列产品相比，使用Zytel®HTNFR42G30NH可减少注塑设备的腐蚀。此外，由于模具内沉积物非常少，也降低了模具

维护的需求。

采用SMT工艺制造连接器在汽车和电子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随着亚洲成为全球主要的各类连接器生

产地或组装地，杜邦预计该产品在中国市场将会有很大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