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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

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是：准备如下

重量份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80-150份，金

属颜料1-5份，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

型核壳共聚物增韧剂8-18份，偶联剂0.5-2份，润

滑剂0.5-1 .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2-0.8份，亚

磷酸酯类或硫代酯类抗氧剂0.1-0 .5份，将金属

粉及金属颜料混合的同时喷入偶联剂溶液，烘

干，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

润滑剂、抗氧剂混合后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

造粒、烘干，将烘干粒料加入单螺杆挤出机中挤

出，经热水、冷水处理、风干，得到线材。本发明制

备的改性聚乳酸材料具有金属效果、韧性好、不

易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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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80-150份，金属颜料1-5份，增韧剂

8-18份，偶联剂0.5-2份，润滑剂0.5-1.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2-0.8份，亚磷酸酯类或硫代

酯类抗氧剂0.1-0.5份，所述增韧剂为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所

述金属粉为400-800目的颗粒状不锈钢粉、铜粉、青铜粉、黄铜粉、铝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

金属颜料为500-700目的鳞片状铝银粉、铜粉、青铜粉、铜金粉中的至少一种；

配制偶联剂溶液；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混合的同时喷入偶联剂溶液，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

金属粉及金属颜料烘干，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混合，得到预混原料；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

将改性粒料烘干，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

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线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制备原料包含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聚乳酸100份，金属粉100-120份，金属颜料2-3

份，增韧剂10-15份，偶联剂0.8-1.2份，润滑剂0.7-1.2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3-0.6份，亚磷

酸酯类或硫代酯类抗氧剂0.2-0.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

酸丁酯核壳共聚物、有机硅改性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核壳共聚物、甲基丙烯酸甲

酯-丁二烯-苯乙烯核壳共聚物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或钛酸酯偶联剂；所述硅烷偶联剂的通式为YSiX3,X为

甲氧基或乙氧基,Y含有氨基、巯基或环氧基；所述钛酸酯偶联剂为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

剂、螯合型钛酸酯偶联剂、配位体型钛酸酯偶联剂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受阻酚类抗氧剂为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十八碳醇酯、四[β-

(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或4,6-三(3,5-二叔丁基-4-羟基苄基)苯，

所述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为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或双(2,4-二叔丁基苯酚)季戊

四醇二亚磷酸酯，所述硫代酯类抗氧剂为硫代二丙酸双十八酯或季戊四醇(3-正癸基硫代

丙酸酯)。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剂为乙撑双硬脂酸酰胺、季戊四醇硬脂酸酯、聚酯类超支化树脂中的至

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

制备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的方法具体为：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100-400r/min的速

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喷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5-10分钟，然后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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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在80-105℃下烘2-3小时，冷却至常温；

制备预混原料的混合方法为：以100-4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10-15分钟；

制备烘干粒料的烘干方法为：于50-60℃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置为：一区160-175℃，二区165-178℃，三区170-185

℃，四区173-185℃，五区175-188℃，六区175-188℃，七区173-188℃，八区173-185℃，九区

173-185℃，十区172-185℃，十一区172-185℃，机头175-195℃，主机转速300-450r/min，喂

料频率6-10r/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0-158℃，二区155-170℃，三区

158-172℃，四区158-172℃，五区155-168℃，六区155-168℃，热水温度45-55℃，冷水温度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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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属于3D打

印用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现代制造业的进程，它是一种不需要传统刀具、夹具和

机床，而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

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该技术在珠宝、鞋类、工业设计、建筑、工程和施工(AEC)、汽车，航

空航天、牙科和医疗产业、教育、地理信息系统、土木工程、枪支以及其他领域都有所应用。

[0003] 由于聚合物材料良好的热流动性、快速冷却粘结性、较高的机械强度，在3D打印制

造领域得到快速的应用和发展，尤其是聚乳酸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可生物降解的新材料，具

有层间粘合力高、不易翘曲变形、打印件表面光滑平整等特别优异的打印效果，因此聚乳酸

在3D打印材料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深受3D打印业内人士的青睐。但是普通聚乳酸耗材较

脆，韧性差，效果单一，若加入大量具有特殊效果和用途的填料(例如加入金属粉或金属颜

料)则会使聚乳酸耗材更脆，而且会使打印件的层与层之间难以融合，易于开裂，难以实现

最终的效果或用途；另外，普通PLA(聚乳酸)耗材除了生物降解外，高温加工时也存在易降

解的劣势，长时间或多次的热成型加工使其性能下降严重，大量填充金属粉和金属颜料时

的热降解解现象更加显著。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解决现有聚乳酸耗材较脆、效果单一、易降解的问

题，尤其是加入填料后出现的过度脆化、易于开裂、易降解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具有金属

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80-150份，金属颜料1-5份，增

韧剂8-18份，偶联剂0.5-2份，润滑剂0.5-1.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2-0.8份，亚磷酸酯类或

硫代酯类抗氧剂0.1-0.5份，所述增韧剂为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

物；

[0008] 配制偶联剂溶液；

[0009]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混合的同时喷入偶联剂溶液，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

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烘干，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10]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混合，得到预混原料；

[0011]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

[0012] 将改性粒料烘干，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

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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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选择80-150份的金属粉是由于在3D打印成型时金属粉自身之间并不能粘合，粘合

主要是通过聚乳酸基体，所以金属粉过量会使其在聚乳酸基体中难以分散，产生脆化问题，

并造成3D打印中层间粘合困难，使制品易开裂，而加入金属粉的量过少会使产品的金属质

感差。

[0014] 优选地，制备原料包含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聚乳酸100份，金属粉100-120份，金属

颜料2-3份，增韧剂10-15份，偶联剂0.8-1.2份，润滑剂0.7-1.2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3-0.6

份，亚磷酸酯类或硫代酯类抗氧剂0.2-0.4份。

[0015] 选择80-150份的金属粉是由于在3D打印成型时金属粉自身之间并不能粘合，粘合

主要是通过聚乳酸基体，所以金属粉过量会使其在聚乳酸基体中难以分散，产生脆化问题，

并造成3D打印中层间粘合困难，使制品易开裂，而加入金属粉的量过少会使产品的金属质

感差。

[0016] 优选地，所述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为甲基丙烯酸甲

酯-丙烯酸丁酯核壳共聚物、有机硅改性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核壳共聚物、甲基丙

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核壳共聚物中的至少一种。

[0017] 选择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作为3D打印用聚乳酸材料

的增韧剂，而非行业内常用的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三元乙丙橡胶、乙烯-

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聚烯烃类弹性体POE(如Dow  POE  8411、Dow  POE  8402)及它们的马来酸

酐接枝产品等作为增韧剂，原因如下：(1)增韧剂需要在基体中达到合适的尺寸并均匀分散

于基体中才能使其发挥增韧效果，而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的原

始粒径小于0.5微米，尤其是甲基丙烯酸甲酯与聚乳酸溶解度参数相近，因此以甲基丙烯酸

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容易在聚乳酸中以单个粒子均匀分散，能够充分发挥其

对聚乳酸材料的增韧效果，而行业内常用的增韧剂与聚乳酸的相容性差，熔融加工时分散

性差，增韧效果不显著；(2)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由于硬质壳

层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存在，可使聚乳酸材料的模量、硬度、耐热温度等指标变化很小，而行

业内常用的增韧剂往往会使聚乳酸材料的硬度、模量、热变形温度等大幅下降；(3)由于以

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层的软核硬壳的核壳共聚物为球型结构，使得该类型增韧剂与基体聚

乳酸材料分子链缠结减弱，熔体流动速率下降较少，而行业内常用的增韧剂往往会引起聚

乳酸材料熔体流动速率的大幅下降。

[0018] 优选地，所述金属粉为400-800目的颗粒状不锈钢粉、铜粉、青铜粉、黄铜粉、铝粉

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金属颜料为500-700目的鳞片状铝银粉、铜粉、青铜粉、铜金粉中的至少

一种。

[0019] 优选地，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或钛酸酯偶联剂；所述硅烷偶联剂的通式为

YSiX3,X为甲氧基或乙氧基,Y含有氨基、巯基或环氧基，优选为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或γ-巯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所述钛酸酯偶联剂为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螯

合型钛酸酯偶联剂、配位体型钛酸酯偶联剂中的至少一种，优选为三(二辛基焦磷酰氧基)

钛酸异丙酯、四辛氧基钛[二(十三烷基亚磷酸酯)]或四辛氧基钛[二(二月桂基亚磷酸

酯)]。

[0020] 优选地，所述受阻酚类抗氧剂为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十八碳醇酯、

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或4,6-三(3,5-二叔丁基-4-羟基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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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苯，所述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为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或双(2,4-二叔丁基苯

酚)季戊四醇二亚磷酸酯，所述硫代酯类抗氧剂为硫代二丙酸双十八酯或季戊四醇(3-正癸

基硫代丙酸酯)。

[0021] 由于聚乳酸材料的制备过程中有多个短时高温加工，此情况下，受阻酚类抗氧剂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聚乳酸在不同阶段的氧化，但是为控制单一类抗氧剂的用量，进

一步加强聚乳酸的抗氧化效果，本发明选择亚磷酸酯类或硫代酯类抗氧剂与受阻酚类抗氧

剂配合使用，两类抗氧剂在聚乳酸的抗氧化方面相互补充，能够协同抵抗聚乳酸在高温加

工时的降解。

[0022] 优选地，所述润滑剂为乙撑双硬脂酸酰胺、季戊四醇硬脂酸酯、聚酯类超支化树脂

中的至少一种。

[0023] 优选地，所述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4] 配制偶联剂溶液；当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时，优选为用有机溶剂或水配制成含量

为10-20wt％的偶联剂溶液,并将其PH值调为4-5.5之间；当偶联剂为钛酸酯偶联剂时，优选

为用有机溶剂配制成含量为10-20wt％的偶联剂溶液；

[0025]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100-4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

液，喷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5-10分钟，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

属颜料在80-105℃下烘2-3小时，冷却至常温，即得偶联剂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26]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以100-400r/min的速

度搅拌混合10-15分钟，得到预混原料；

[0027]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

[0028] 将改性粒料于50-60℃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

入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

到线材。

[0029] 选择在金属粉及金属颜料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可使偶联剂在填

料表面更加均匀；当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时，选用有机溶剂或水配制偶联剂溶液,并将其PH

值调为4-5.5之间，可以使硅烷偶联剂的硅醇基团更快解离出来，更快地与金属粉和金属颜

料表面结合，当偶联剂为钛酸酯偶联剂时，仅选择有机溶剂配制偶联剂溶液，这是因为钛酸

酯偶联剂在水中与金属粉和金属颜料表面结合效果不好，故不可用水配制钛酸酯偶联剂溶

液。

[0030] 优选地，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置为：一区160-175℃，二区165-178℃，三区

170-185℃，四区173-185℃，五区175-188℃，六区175-188℃，七区173-188℃，八区173-185

℃，九区173-185℃，十区172-185℃，十一区172-185℃，机头175-195℃，主机转速300-

450r/min，喂料频率6-10r/min(所述喂料频率就是喂料料斗底部螺杆的转速，随着该螺杆

转动将料按一定速度加到双螺杆挤出机的进口)。

[0031] 优选地，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0-158℃，二区155-170℃，

三区158-172℃，四区158-172℃，五区155-168℃，六区155-168℃，热水温度45-55℃，冷水

温度20-30℃。

[003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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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先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混合的同时喷入偶联剂溶液，烘干，将

一定比例的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混合后加入双螺杆挤

出机中挤出造粒、烘干，将烘干粒料加入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经热水、冷水处理、风干，得

到线材，制备方法便捷、经济，适合大批量化生产，制备的改性聚乳酸材料解决了现有聚乳

酸材料较脆、效果单一、易降解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加入填料后出现的打印制品过度脆

化、易于开裂、易降解的技术问题，制得的线材及打印产品具有良好的金属效果，韧性好，不

易降解，应用于3D打印时具有优异的打印效果；具体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4] (1)选择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作为3D打印用聚乳酸材

料的增韧剂，带来的有益效果如下：a.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容

易在聚乳酸中以单个粒子均匀分散，能够充分发挥其对聚乳酸材料的增韧效果；b.由于硬

质壳层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存在，可使聚乳酸材料的模量、硬度、耐热温度等指标变化很小，

保证了聚乳酸材料打印件的成型稳定性、硬度、耐热性等的优良性能；c.熔体流动速率下降

较少，保证了聚乳酸材料打印件的表面光滑程度。

[0035] (2)于100重量份的聚乳酸中加入80-150重量份400-800目的颗粒状金属粉，可使

金属粉有效分散于聚乳酸基体中，使打印件层与层间良好融合，使制品难以开裂，韧性佳，

并且产生良好的金属质感。

[0036]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加入鳞片状金属颜料能够在挤出加工时倾向于排列在所生

产制品的外侧，增强了改性聚乳酸材料视觉上的金属光泽。

[0037] (4)本发明选择亚磷酸酯类或硫代酯类抗氧剂与受阻酚类抗氧剂配合使用，复配

的抗氧剂在聚乳酸的抗氧化方面相互补充，协同抵抗聚乳酸材料在多个短时高温加工时的

降解，能够高效阻止聚乳酸氧化。

[0038] (5)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加入硅烷偶联剂或钛酸酯偶联剂能够增加金属粉和金属颜

料在聚乳酸里的分散性，防止金属粉和金属颜料的团聚，增加金属粉和金属颜料与聚乳酸

的界面结合，有效改善金属粉填充聚乳酸材料在3D打印成型时的力学性能及易开裂的问

题。

[0039] (6)本发明的制备方法选择润滑剂作为聚乳酸的内润滑剂，润滑剂能够增加熔体

流动速率，改善所生产线材的表面光滑程度，也可辅助聚乳酸颗粒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的塑

化和颜料的分散，在一定程度改善打印件的层间粘合，所述润滑剂的合理加入量还可避免

其析出导致的制品翘曲现象。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现在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43]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100份，金属颜料2份，增韧剂10

份，偶联剂0.5份，润滑剂0.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3份，亚磷酸酯类抗氧剂0.2份；所述聚乳

酸选用natureworks公司的4032D牌号(所述聚乳酸只要为能够适应挤出的聚乳酸牌号均可

应用于本发明)，所述金属粉为500目的颗粒状铜粉，所述金属颜料为500目的鳞片状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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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核壳共聚物，所述偶联剂γ-(2 ,3-环氧丙

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所述润滑剂为乙撑双硬脂酸酰胺，所述受阻酚类抗氧剂为β-(3,5-

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十八碳醇酯，所述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为三[2,4-二叔丁基苯基]

亚磷酸酯；

[0044] 将偶联剂用乙醇配制成含量为10wt％的偶联剂溶液,并将其PH值调为4-5.5之间；

[0045]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4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喷

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5分钟，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在

80℃下烘3小时，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46]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以400r/min的速度搅

拌混合10分钟，得到预混原料；

[0047]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

置为：一区165℃，二区172℃，三区175℃，四区178℃，五区180℃，六区180℃，七区178℃，八

区178℃，九区178℃，十区176℃，十一区176℃，机头180℃，主机转速300r/min，喂料频率

6r/min；

[0048] 将改性粒料于50℃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

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

线材，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2℃，二区156℃，三区158℃，四区162

℃，五区162℃，六区160℃，热水温度45℃，冷水温度25℃。

[0049] 实施例2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51]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120份，金属颜料3份，增韧剂10

份，偶联剂0.8份，润滑剂0.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3份，亚磷酸酯类抗氧剂0.2份；所述聚乳

酸选用natureworks公司的4043D牌号，所述金属粉为400目的颗粒状青铜粉，所述金属颜料

为500目的鳞片状青铜粉，所述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核壳共聚物，所述偶

联剂为四辛氧基钛[二(二月桂基亚磷酸酯)]，所述润滑剂为季戊四醇硬脂酸酯，所述受阻

酚类抗氧剂为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所述亚磷酸酯类抗氧

剂为双(2,4-二叔丁基苯酚)季戊四醇二亚磷酸酯；

[0052] 将偶联剂用乙醇配制成含量为20wt％的偶联剂溶液；

[0053]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2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喷

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10分钟，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在

105℃下烘2小时，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54]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以200r/min的速度搅

拌混合15分钟，得到预混原料；

[0055]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

置为：一区160℃，二区170℃，三区185℃，四区185℃，五区188℃，六区188℃，七区178℃，八

区178℃，九区173℃，十区172℃，十一区172℃，机头175℃，主机转速450r/min，喂料频率

10r/min；

[0056] 将改性粒料于60℃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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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

线材，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0℃，二区155℃，三区158℃，四区158

℃，五区155℃，六区155℃，热水温度55℃，冷水温度30℃。

[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59]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80份，金属颜料5份，增韧剂8

份，偶联剂2份，润滑剂1.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2份，硫代酯类抗氧剂0.4份；所述聚乳酸选

用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REVODE190，所述金属粉为800目的颗粒状铝粉，所述

金属颜料为600目的鳞片状铝银粉，所述增韧剂为有机硅改性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

核壳共聚物，所述偶联剂为三(二辛基焦磷酰氧基)钛酸异丙酯，所述润滑剂为聚酯类超支

化树脂，所述受阻酚类抗氧剂为4,6-三(3,5-二叔丁基-4-羟基苄基)苯，所述硫代酯类抗氧

剂为硫代二丙酸双十八酯；

[0060] 将偶联剂用乙醇配制成含量为15wt％的偶联剂溶液；

[0061]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2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喷

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7分钟，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在

100℃下烘2.5小时，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62]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以200r/min的速度搅

拌混合12分钟，得到预混原料；

[0063]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

置为：一区175℃，二区178℃，三区180℃，四区180℃，五区185℃，六区185℃，七区188℃，八

区185℃，九区185℃，十区185℃，十一区185℃，机头195℃，主机转速400r/min，喂料频率

8r/min；

[0064] 将改性粒料于55℃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

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

线材，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6℃，二区170℃，三区172℃，四区172

℃，五区168℃，六区168℃，热水温度50℃，冷水温度20℃。

[0065] 实施例4

[006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67]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150份，金属颜料1份，增韧剂15

份，偶联剂1.5份，润滑剂0.7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6份，硫代酯类抗氧剂0.1份；所述聚乳酸

选用natureworks公司的4032D牌号，所述金属粉为600目的颗粒状黄铜粉，所述金属颜料为

600目的鳞片状铜金粉，所述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核壳共聚物，所述偶联

剂为四辛氧基钛[二(十三烷基亚磷酸酯)]，所述润滑剂为乙撑双硬脂酸酰胺，所述受阻酚

类抗氧剂为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所述硫代酯类抗氧剂为

季戊四醇(3-正癸基硫代丙酸酯)；

[0068] 将偶联剂用乙醇配制成含量为10wt％的偶联剂溶液；

[0069]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1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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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8分钟，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在

90℃下烘3小时，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70]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以100r/min的速度搅

拌混合15分钟，得到预混原料；

[0071]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

置为：一区165℃，二区165℃，三区170℃，四区173℃，五区175℃，六区175℃，七区173℃，八

区173℃，九区173℃，十区172℃，十一区172℃，机头185℃，主机转速350r/min，喂料频率

7r/min；

[0072] 将改性粒料于60℃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

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

线材，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0℃，二区155℃，三区160℃，四区160

℃，五区156℃，六区156℃，热水温度50℃，冷水温度25℃。

[0073] 实施例5

[007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金属效果的3D打印用改性聚乳酸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75] 准备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聚乳酸100份，金属粉110份，金属颜料3份，增韧剂12

份，偶联剂1.2份，润滑剂1.2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5份，亚磷酸酯类抗氧剂0.3份；所述聚乳

酸选用natureworks公司的4032D牌号，所述金属粉为600目的颗粒状不锈钢粉，所述金属颜

料为600目的鳞片状铝银粉，所述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核壳共聚物，所

述偶联剂为γ-巯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所述润滑剂为乙撑双硬脂酸酰胺，所述受阻酚类抗氧

剂为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十八碳醇酯，所述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为三[2,4-二

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0076] 将偶联剂用水配制成含量为15wt％的偶联剂溶液,并将其PH值调为4-5.5之间；

[0077] 将金属粉及金属颜料以300r/min的速度搅拌混合的同时雾化喷入偶联剂溶液，喷

完偶联剂溶液后继续搅拌10分钟，然后将所得的表面浸润有偶联剂的金属粉及金属颜料在

100℃下烘3小时，冷却至常温，即得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

[0078] 将改性金属粉及金属颜料、聚乳酸、增韧剂、润滑剂、抗氧剂以200r/min的速度搅

拌混合15分钟，得到预混原料；

[0079] 将预混原料加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得改性粒料，双螺杆挤出机各段温度设

置为：一区165℃，二区172℃，三区175℃，四区178℃，五区185℃，六区185℃，七区183℃，八

区183℃，九区183℃，十区181℃，十一区181℃，机头180℃，主机转速400r/min，喂料频率

8r/min；

[0080] 将改性粒料于55℃下烘至水份不超过0.05％，得烘干粒料，然后将烘干粒料加入

单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塑料熔体，将所得塑料熔体经过热水处理、冷水冷却定型、风干，得到

线材，单螺杆挤出机的各加热区间温度设置为一区158℃，二区162℃，三区166℃，四区170

℃，五区168℃，六区165℃，热水温度50℃，冷水温度25℃。

[0081] 实施例6

[0082]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核壳共聚物。

[0083]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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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增韧剂为有机硅改性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核壳

共聚物。

[0085] 对比例1

[0086]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增韧剂为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

[0087] 对比例2

[0088]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增韧剂为三元乙丙橡胶。

[0089] 对比例3

[0090]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增韧剂为Dow  POE  8411。

[0091] 对比例4

[0092]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增韧剂为0.8份受阻酚类抗氧剂β-(3,5-二叔丁基-4-羟

基苯基)丙酸十八碳醇酯，无亚磷酸酯类抗氧剂。

[0093] 对比例5

[0094] 与实施例5的不同仅在于，金属粉的含量为160份。

[0095] 将实施例1-7及对比例1-5制备的线材采用MakerBot公司的MakerBot  Replicator 

2打印机制作80mm×10mm×4mm的试样，分别以标准ISO178、ISO179测试试样的弯曲性能及

无缺口冲击性能；另外，打印制作80mm×10mm×4mm的缺口试样(A型缺口)，以标准ISO179测

试打印缺口试样的缺口冲击性能，结果如表1所示。

[0096] 表1实施例1-7及对比例1-5的线材及打印试样的性能结果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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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0099] 本发明实施例1～7制备的线材具有良好的金属效果，成型良好，无降解现象，且打

印试样金属效果明显，无开裂现象，通过打印试样的性能测定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的改性

聚乳酸线材制备的打印试样韧性好，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0100] 通过实施例5-7和对比例1-3的线材制备的打印试样的性能测定结果可以看出：以

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壳的软核硬壳型核壳共聚物作为3D打印用聚乳酸材料的增韧剂，与行业

内常用的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三元乙丙橡胶、Dow  POE  8411作为增韧剂

相比，对打印制品具有显著的增韧效果，大幅度改善聚乳酸材料，尤其是加入金属粉后聚乳

酸材料的脆化现象，能够有效抵抗受到的外力冲击或者重压。

[0101] 通过实施例5和对比例4的制备的线材可以看出：选择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与受阻酚

类抗氧剂配合使用，能够协同抵抗聚乳酸材料在多个短时高温加工时的降解，高效阻止聚

乳酸氧化，使线材成型良好；而单独使用受阻酚类抗氧剂，则会使聚乳酸材料产生降解，线

材挤出成型效果较差。

[0102] 通过实施例5和对比例5的线材制备的打印试样的性能测定结果可以看出：过量的

金属粉在聚乳酸中不易分散，且在挤出加工时金属粉的导热性使聚乳酸基体融化更快，金

属粉间的摩擦产生额外的热量和剪切力也使聚乳酸有更大的分解倾向，这都将使线材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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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粘度及熔体强度低，稳定性变差，另外，过多的金属粉也不利于打印件层与层之间的粘

合，最终使得对比例5的线材成型较差，且打印试样冲击强度差，有层间开裂现象。

[0103]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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