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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采用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

无机填料、改性淀粉、有机成核剂、偶联剂、扩链

剂、复配光敏引发剂、热氧降解引发剂和食品级

增塑剂制成，提高了聚乳酸材料的耐热性，扩大

了聚乳酸制品的使用场景；增加了PLA制品废弃

后的热降解、光降解和水解速率，避免了需要工

业堆肥的苛刻条件，可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相较于

普通聚乳酸更快的降解速率。本发明所用助剂均

为食品级原材料，可应用于食品包装。本发明提

供的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所使用的设备简单，投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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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

分：

聚乳酸树脂100份，PBAT树脂10-20份，无机填料15～30份，改性淀粉1～10份，有机成核

剂0.1～2.0份，偶联剂0.1～1.0份，扩链剂0.1～0.8份，复配光敏引发剂0.1～1.5份，热氧

降解引发剂0.1～1.5份，食品级增塑剂0.1～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乳酸

的数均分子量Mn为200000-300000，熔融指数在190℃x10min条件下为15～20g/1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氧降

解引发剂为过氧化二异丙苯和过氧化苯甲酰按质量比1：1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成

核剂为癸二酸二苯基二酰肼和苯基膦酸锌按质量比1：0.8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配光

敏引发剂由阳离子引发剂和过渡金属化合物型引发剂按质量比1：0.5复配组成，所述阳离

子引发剂为二芳基硫鎓盐、三芳基硫鎓盐、烷基硫鎓盐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的混合物；所述

过渡金属化合物为二丁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铁和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铁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扩链剂

优选型号为ADR-4468的扩链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偶联剂

选用硅烷偶联剂KH-56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填

料为白云石和玻璃微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目数为3500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淀

粉为醋酸酯化淀粉、羧甲基淀粉、磷酸酯淀粉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的混合物。

10.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

9中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为原料，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和改性淀粉烘干待用，烘干时间为3～5h，温度

为80℃；

(2)将改性淀粉、有机成核剂、扩链剂、热氧降解引发剂，复配光敏引发剂按质量比例在

高混机中混合均匀，转速为600r/min，时间为5min，温度控制为60℃，得到热氧降解引发剂

和复配光敏引发剂被改性淀粉充分包覆的降解助剂预混料；

(3)将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偶联剂按权利要求1中的质量比例置于高速混

合机中，混合搅拌均匀，转速为800r/min，时间为5min，温度控制为80℃，得到基体树脂预混

料；

(4)设定双螺杆挤出机温度分别为一区100～110℃，二区120～130℃，三区170～180

℃，四区170～180℃，五区175～185℃，六区175～185℃，七区175～185℃，八区175～185

℃，六区设定有强制侧喂料装置；

(5)将基体树脂预混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的喂料斗，将降解助剂预混料置于强制侧喂

料装置中，在步骤(4)设定的工艺条件下挤出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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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今天，环境友好型“绿色”高分子材料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青睐，PLA(polylactic  acid聚乳酸)因其在减少环境污染，节省石油资源等方面的突

出贡献，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PLA具有可生物降解、高强高模、高透明性和良好生

物相容性等诸多优点，在医学、纺织、农业、服装等生活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研究的

热点。但其耐热性差、性脆等缺点严重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如PLA不适于对耐热性有要求的

结构材料、一次性餐具、咖啡杯等，韧性差也限制了其在包装材料上的应用。因此必须要对

PLA进行改性以拓宽其应用范围。

[0003] 目前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尤其是对聚乳酸降解机理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套成熟的聚乳酸产品堆肥和回收机制，而聚乳酸材料不会在普通条

件下实现有效降解。

[0004] 目前聚乳酸的降解性能是在可堆肥条件下完成测试的，而可堆肥条件要求较为苛

刻，如需在60℃，80％～90％湿度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生物降解的性能。

[0005] 理想的生物可降解材料是指能够被微生物完全降解为CO2和H2O的材料，基于标准

和所认可的试验方法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和降解的精确定义为在20～25℃的自然环境中容

易被微生物降解而释放出CO2和H2O的材料。按照这个定义，PLA就不属于生物可降解材料了，

因为PLA在自然环境中不容易被完全降解，但从可堆肥的角度来看，PLA是一种可降解材料，

尽管研究表明，适当的控制条件下PLA可被多种微生物降解，其在自然环境中的降解还不是

非常普遍，因为大多数的自然环境均不能满足可堆肥所需的苛刻条件，因此发明一种可以

在大多数自然环境中实现快速稳定降解的PLA材料是必要的。

[0006] 光降解塑料有大量的专利申请，但均属于在通用不可降解塑料基础上通过增加光

敏剂所实现的，普通的高分子材料即使添加光敏剂，但也无法完全实现降解，并且普通高分

子材料光解后会出现大量的微小颗粒，造成土壤的二次污染。

[0007] 光～生物双降解塑料，也会忽略了各种引发剂在加工过程中对材料本身的消极影

响。

发明内容

[0008] 为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和空白，本发明提供一种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旨在降低聚乳酸的降解条件，达到快速降解的效果，提高产品耐热性，扩

大聚乳酸一次性制品的使用场景；且使用设备简单，投资少。

[0009] 本发明提出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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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聚乳酸树脂100份，PBAT树脂10～20份，无机填料15～30份，改性淀粉1～10份，有

机成核剂0.1～2.0份，偶联剂0.1～1.0份，扩链剂0.1～0.8份，复配光敏引发剂0.1～1.5

份，热氧降解引发剂0.1～1.5份，食品级增塑剂0.1～5.0份。

[0011] 优选地，所述聚乳酸的数均分子量Mn为200000-300000，熔融指数在190℃x10min

条件下为15～20g/10min。

[0012] 优选地，所述热氧降解引发剂为过氧化二异丙苯和过氧化苯甲酰按质量比1：1组

成。

[0013] 优选地，所述有机成核剂为癸二酸二苯基二酰肼和苯基膦酸锌按质量比1：0.8的

混合物。

[0014] 优选地，所述复配光敏引发剂由阳离子引发剂和过渡金属化合物型引发剂按质量

比1：0.5复配组成，所述阳离子引发剂为二芳基硫鎓盐、三芳基硫鎓盐、烷基硫鎓盐中的一

种或任意两种的混合物；所述过渡金属化合物为二丁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铁和二乙基二硫代

氨基甲酸铁的混合物。

[0015] 优选地，所述扩链剂优选型号为ADR-4468的扩链剂。

[0016] 优选地，所述偶联剂选用硅烷偶联剂KH-560。

[0017] 优选地，所述无机填料为白云石和玻璃微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目数为

3500目。

[0018] 优选地，所述改性淀粉为醋酸酯化淀粉、羧甲基淀粉、磷酸酯淀粉中的一种或任意

两种的混合物。

[0019] 本发明又提出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采用以下重量

比例份数的原料：聚乳酸树脂100份，PBAT树脂10～20份，无机填料15～30份，改性淀粉1～

10份，有机成核剂0.1～2.0份，偶联剂0.1～1.0份，扩链剂0.1～0.8份，复配光敏引发剂0.1

～1.5份，热氧降解引发剂0.1～1.5份，食品级增塑剂0.1～5.0份制成，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0] (1)将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和改性淀粉烘干待用，烘干时间为3～5h，

温度为80℃；

[0021] (2)将改性淀粉、有机成核剂、扩链剂、热氧降解引发剂，复配光敏引发剂按质量比

例在高混机中混合均匀，转速为600r/min，时间为5min，温度控制为60℃，得到热氧降解引

发剂和复配光敏引发剂被改性淀粉充分包覆的降解助剂预混料；

[0022] (3)将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偶联剂按质量比例置于高速混合机中，混

合搅拌均匀，转速为800r/min，时间为5min，温度控制为80℃，得到基体树脂预混料；

[0023] (4)设定双螺杆挤出机温度分别为一区100～110℃，二区120～130℃，三区170～

180℃，四区170～180℃，五区175～185℃，六区175～185℃，七区175～185℃，八区175～

185℃，六区设定有强制侧喂料装置；

[0024] (5)将基体树脂预混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的喂料斗，将降解助剂预混料置于强制

侧喂料装置中，在步骤(4)设定的工艺条件下挤出造粒。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6] 本发明的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材料采用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改

性淀粉、有机成核剂、偶联剂、扩链剂、复配光敏引发剂、热氧降解引发剂和食品级增塑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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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改性淀粉的添加可以有效增加PLA树脂的相容性，并且可以增加PLA制品被微生物分解

的能力，降低PLA制品在自然环境中被微生物分解的诱导期；并且改性淀粉与光敏引发剂和

热氧降解剂按一定质量比例的复配使用，能够实现材料的可控降解。

[0027] 扩链剂的引入避免了PLA树脂在加工过程中的降解，保证材料的力学性能在使用

过程中保持稳定，同时也发现扩链剂的加入可以有效增加制品的乃储存期限。

[0028] 光敏引发剂分子在光照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自由基化合物，然后转为PLA分子

链上的活泼氢，导致PLA分子链断裂，经过诱导期后，实现PLA的降解。

[0029] 热氧降解剂通过在热和氧存在的情况下，实现分解，分解产物的高能游离基致使

PLA分子链的游离基上生成另外的游离基，从而引起长链分支度下降，达到使大分子链发生

解聚作用，使分子量下降。

[0030] 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复合材料提高了聚乳酸材料的耐热性，从而扩大了聚乳酸一

次性制品的使用场景；增加了PLA制品废弃后的热降解、光降解和水解速率，避免了需要工

业堆肥的苛刻条件，可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相较于普通聚乳酸更快的降解速率。本发明所用

助剂均为食品级原材料，可应用于食品包装。

[0031] 本发明提供的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使用的设备简单，投资

少；

[0032] 制备步骤(1)能够实现对热氧降解引发剂和光敏引发剂的包覆保护效果，避免了

助剂在螺杆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通过助剂侧喂料的操作能降低助剂在料筒中的停留时

间，防止助剂在混合剪切过程中发生分解导致PLA出现不可控的降解反应。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4] 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的一实施例：

[0035] 一种短降解周期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

[0036] 聚乳酸树脂100份，PBAT树脂20份，无机填料20份，改性淀粉5份，有机成核剂0.5

份，偶联剂0.6份，扩链剂0.4份，复配光敏引发剂0.3份，热氧降解引发剂0.3份，食品级增塑

剂0.5份。

[0037] 聚乳酸树脂(PLA)优选生产厂家为NatureWorks  LLC公司，牌号为3052D的聚乳酸，

其数均分子量Mn为200000-300000，熔融指数在190℃x10min条件下为15～20g/10min。

[0038] 热氧降解引发剂为过氧化二异丙苯和过氧化苯甲酰按质量比1：1组成。

[0039] 有机成核剂为癸二酸二苯基二酰肼和苯基膦酸锌按质量比1：0.8的混合物。

[0040] 复配光敏引发剂由阳离子引发剂和过渡金属化合物型引发剂按质量比1：0.5复配

组成，阳离子引发剂为二芳基硫鎓盐、三芳基硫鎓盐、烷基硫鎓盐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的混

合物；过渡金属化合物为二丁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铁和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铁的混合物。

[0041] 扩链剂优选美国巴斯夫公司的为ADR-4468的扩链剂。

[0042] 偶联剂选用硅烷偶联剂KH-560。

[0043] 无机填料为白云石和玻璃微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目数为3500目。本实施

例中优选白云石和玻璃微珠的混合物作为无机填料。

[0044] 改性淀粉可为醋酸酯化淀粉、羧甲基淀粉、磷酸酯淀粉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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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本实施例中优选醋酸酯化淀粉。

[0045] 由上述原料组分制成的耐热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将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和改性淀粉烘干待用，烘干时间为3～5h，

温度为80℃；

[0047] (2)将改性淀粉、有机成核剂、扩链剂、热氧降解引发剂，复配光敏引发剂按质量比

例在高混机中混合均匀，转速为600r/min，时间为5min，温度控制为60℃，得到热氧降解引

发剂和复配光敏引发剂被改性淀粉充分包覆的降解助剂预混料；

[0048] (3)将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偶联剂按质量比例置于高速混合机中，混

合搅拌均匀，转速为800r/min，时间为5min，温度控制为80℃，得到基体树脂预混料；

[0049] (4)设定双螺杆挤出机温度分别为一区100～110℃，二区120～130℃，三区170～

180℃，四区170～180℃，五区175～185℃，六区175～185℃，七区175～185℃，八区175～

185℃，六区设定有强制侧喂料装置；

[0050] (5)将基体树脂预混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的喂料斗，将降解助剂预混料置于强制

侧喂料装置中，在步骤(4)设定的工艺条件下挤出造粒。

[0051] 采用步骤(5)中制得的聚乳酸颗粒作为原料进行注塑可制成各种聚乳酸制品。

[0052] 本发明的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材料采用聚乳酸树脂、PBAT树脂、无机填料、改

性淀粉、有机成核剂、偶联剂、扩链剂、复配光敏引发剂、热氧降解引发剂和食品级增塑剂制

成。本发明人经过试验发现，改性淀粉的添加可以有效增加PLA树脂的相容性，并且可以增

加PLA制品被微生物分解的能力，降低PLA制品在自然环境中被微生物分解的诱导期；并且

改性淀粉与光敏引发剂和热氧降解剂按一定质量比例的复配使用，能够实现材料的可控降

解。

[0053] 需要注意的是，改性淀粉与光敏引发剂和热氧降解剂的复配使用，其比例需达到

某一确定范围值，才能够实现材料的可控降解，否则会出现材料性能提前衰减或不能实现

在短周期内降解的目的。

[0054] 扩链剂的引入避免了PLA树脂在加工过程中的降解，保证材料的力学性能在使用

过程中保持稳定，同时通过实验也发现扩链剂的加入可以有效增加制品的储存期限。

[0055] 光敏引发剂分子在光照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自由基化合物，然后转为PLA分子

链上的活泼氢，导致PLA分子链断裂，经过诱导期后，实现PLA的降解。

[0056] 热氧降解剂通过在热和氧存在的情况下，实现分解，分解产物的高能游离基致使

PLA分子链的游离基上生成另外的游离基，从而引起长链分支度下降，达到使大分子链发生

解聚作用，使分子量下降。

[0057] 癸二酸二苯基二酰肼能够在加工温度下溶解到聚乳酸熔体中，在树脂熔体冷却过

程中首先结晶，并通过分子间的自组装形成纳米尺度的纤维状晶体，诱导PLA分子附生结

晶，进而达到加快结晶速度、缩短成型周期，提高制品耐热性、弯曲模量和表面光泽的目的。

[0058] 同时我们发现玻璃微珠和白云石的加入可以增加材料的白度和透明性，同时改善

材料刚性，使产品更易成型，因为制品的外观也是商品售卖过程中也是影响极大的因素。

[0059] 食品级增塑剂的加入可以对光敏引发剂和热氧降解引发剂实现包覆的效果，进一

步降低助剂在料筒中的反应程度。

[0060]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所达成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几种助剂的简单混合，而需要考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0128806 A

6



虑各种助剂之间所发生的协同效应或者拮抗效应。

[0061] 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复合材料提高了聚乳酸材料的耐热性，从而扩大了聚乳酸一

次性制品的使用场景；增加了PLA制品废弃后的热降解、光降解和水解速率，避免了需要工

业堆肥的苛刻条件，可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相较于普通聚乳酸更快的降解速率。本发明所用

助剂均为食品级原材料，可应用于食品包装。

[0062] 本发明提供的高降解速率的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使用的设备简单，投资

少；制备方法的步骤(1)能够实现对热氧降解引发剂和光敏引发剂的包覆保护效果，避免了

助剂在螺杆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通过助剂侧喂料的操作能降低助剂在料筒中的停留时

间，防止助剂在混合剪切过程中发生分解导致PLA出现不可控的降解反应。

[0063] 本发明的实验数据如下：

[0064] 本发明采用不同比例的原料制成聚乳酸复合材料，并将不同比例的原料制成的聚

乳酸复合材料进行户外降解试验、堆肥降解试验、生态毒性测试、热变形温度测试、拉伸强

度测试。

[0065] 聚乳酸复合材料的不同比例的原料的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0066]

[0067]

[0068] 户外降解试验条件为：将本发明材料所制备的片材(80mm*80mm*2mm)放置于户外

条件中，放置区域为广东省，户外暴露放置120天。

[0069] 生态毒性测试，按照EN  13432标准，测定大麦种子发芽率，每个盘子装满样品的至

少200g而且加在顶端上最少100个种子。以薄层惰性材料覆盖种子，例如矽土沙或珍珠岩。

[0070] 工业堆肥试验条件为：将本发明材料所制备的片材(80mm*80mm*2mm)放置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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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条件中(堆肥条件参照欧盟EN  13432标准)，并测定质量保持率。

[0071] 热变形温度，按照ASTM  D648标准测试。

[0072] 拉伸强度按照ASTM  D638标准测试。

[0073] 拉伸强度保持率，测定纯聚乳酸材料拉伸强度，与各实施例的拉伸强度的比值，目

的是比较添加各种助剂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0074] 测试数据如下表所示：

[0075]

[0076]

[0077] 根据上述测试数据所得，实施例2中的原料添加比例为最佳。

[0078] 对比例1，未使用扩链剂和改性淀粉，导致光敏引发剂，有机过氧化物引发剂在加

工过程中发生较剧烈反应，致使力学性能损失较大，户外降解能力较差。

[0079] 对比例2，仅添加有机过氧化物引发剂，导致户外降解能力较差，未添加食品级增

塑剂，导致光敏引发剂，有机过氧化物引发剂在加工过程中发生较剧烈反应，致使力学性能

损失较大。

[0080] 对比例3，仅添加光敏引发剂，导致户外降解能力较差。

[0081] 对比例4，制备方法未使用侧喂料加工，导致力学性能损失较大。

[0082] 有改性淀粉预分散的保护作用，这是区别于现有技术方案的显著特征。

[0083] 预分散保护和侧喂料的相互结合才能够达到本发明所述的效果。

[008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

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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