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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技术领域，具体公开

了一种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性材料，同时还公开

了其制备方法。该聚乳酸改性材料由聚乳酸、无

机填料、增韧剂、助剂制成。通过将聚乳酸、无机

填料、增韧剂、助剂混合，双螺杆机挤出机挤出，

之后冷却、切粒，得到聚乳酸改性颗粒材料。本发

明提供了一种成本低廉的聚乳酸增韧、耐热改性

方法，对聚乳酸的注塑产品的市场化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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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材料的制备原料按重量份

数计包括：

所述无机填料为选自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蒙脱土、亚硫酸钙中的至少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乳酸为PLLA和/或PDLA；

聚乳酸为PLLA和PDLA的混合物时，按重量比例为PLLA：PDLA＝(60～99)：(40～1)混合；

优选地，PLLA光学纯度为95％～99.5％，相对分子量为5万～30万，在190℃、2.16kg砝

码压力下熔体流动指数为5～30g/10min；和/或，PDLA光学纯度为95％～99.5％，相对分子

量为5万～30万，在190℃、2.16kg砝码压力下熔体流动指数为5～30g/1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填料为轻质碳酸钙，

优选粒度为800～125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增韧剂为选自乙烯-丙烯

酸酯类共聚物、聚丙烯酸酯类聚合物、聚烯烃弹性体、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中的任

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优选地，所述增韧剂为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相对分子量为5

万～15万，在190℃、2.16kg砝码压力下熔体流动指数为5～20g/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为选自

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成核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优选地，所述助剂由

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混合而成，所述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混合的质量

比为(0.5～2):(0.5～2):(0.2～2):(0.2～2)；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助剂中还含有成核剂，

所述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成核剂混合的质量比为(0.5～2):(0.5～2):(0.2～

2):(0.2～2):(0.1～3)；

优选地，所述抗氧剂选自环氧植物油、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

醇酯、苯基对苯二胺、亚磷酸三(壬基苯基)酯、硫代二丙烯二硬脂基酯、硫代二丙酸双月桂

酯中的至少一种；和/或，

所述塑化剂为邻苯二甲酸类酯或柠檬酸类酯，所述邻苯二甲酸类酯包括邻苯二甲酸二

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戊酯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柠檬

酸类酯包括柠檬酸三正丁酯和/或乙酰柠檬酸三丁酯；和/或，

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铝酸酯偶联剂、锆酸酯偶联剂、铝钛复合偶

联剂、铝锆复合偶联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和/或，

所述相容剂为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和/或丙烯酸苯乙烯共聚物；和/或，

所述成核剂为纳米级填料、稀土氧化物、硅酸盐、苯基磷酸盐、聚乳酸中的至少一种；所

述纳米级填料包括碳纳米管、纳米二氧化硅、纳米碳酸钙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稀土氧化物为

镧系稀土氧化物；所述硅酸盐为滑石粉；所述苯基磷酸盐包括苯基磷酸锌、苯基磷酸钙、苯

基磷酸钡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乳酸为P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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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剂为环氧植物油，所

述环氧植物油为环氧大豆油、环氧蓖麻油、环氧椰子油、环氧棕榈油、环氧亚麻油、环氧棉籽

油、环氧玉米油、环氧葵花籽油、环氧松子油、环氧桐油中的至少一种；优选地，所述抗氧剂

为环氧大豆油；和/或，所述塑化剂为柠檬酸类酯，优选地，所述塑化剂为乙酰柠檬酸三丁

酯；和/或，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优选地，所述偶联剂为KH550；和/或，所述相容剂为丙

烯酸苯乙烯共聚物，优选地，所述相容剂为ADR4468；所述成核剂为PDLA，优选光学纯度为

98％～99.5％。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乳酸改性

材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优选地，所述聚乳酸改性材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乳酸为PLLA或PDLA或

PLLA与PDLA的共混物；优选地，当聚乳酸为PLLA和PDLA的共混物时，按重量比例为PLLA：

PDLA＝(60～70)：(40～30)混合，更优选以PLLA：PDLA＝60：40混合。

9.一种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所述聚乳酸与无机填料、增韧剂、助剂共混，之后将共混得到的混合物用双螺杆挤出机

挤出，挤出物经拉条、冷却、切粒、分筛，得到聚乳酸改性颗粒材料；

优选地，所述双螺杆挤出机分为8个区，各区温度依次为160～165℃、165～17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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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75～180℃、180～185℃、185～190℃、185～190℃、190～200℃；和/或，

所述双螺杆挤出机的螺杆转速为100～300rpm；和/或，

所述双螺杆挤出机的喂料速度为2～10rpm。

10.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在制备非食品接触的注塑制品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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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性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材料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性材料，

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非食品接触类注塑制品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同时还涉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分子材料由于具有原料价廉、质量轻、耐腐蚀、容易成型等优点在各行各业得到

了广泛应用。目前，世界上高分子材料的用量每年仍然在不断高速增长。高分子材料的使用

情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可是，在

人们日益依靠、使用高分子材料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高分子材料给环境带来的危害。由于

高分子材料共价键的键能较高，高分子材料的耐腐蚀性极好，使用后的废塑料极难分解，因

而成为污染环境的“白色垃圾”。目前，常规处理塑料的方法包括焚烧、掩埋、回收利用等方

式。这些处理方法成本较高，并且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基于以上原因，现在符合潮

流的可生物降解材料作为高科技产品和环保产品正成为经济热点和研究热点。

[0003] 聚乳酸(PLA)作为生物基可降解材料，是一种热塑性的脂肪族聚酯，具有可完全生

物降解的能力。聚乳酸的原料为乳酸，合成前体为丙交酯。目前乳酸的工业化生产采取的方

式为利用可变为糖的农林废弃物(如秸秆、木粉)、含淀粉质作物(如玉米、木薯)，利用乳酸

菌代谢通过精制得到高纯度乳酸，而丙交酯为2分子乳酸的脱水聚合物，聚乳酸为多分子丙

交酯开环聚合物。经测算，PLA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其碳排放仅为石化材料的1/4～1/2，其理

化性能与聚苯乙烯(P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相近，PLA的功能性开发更符合目前

人类生活自然、绿色、环保、减排的环保理念。

[0004] 注塑是我国塑料制品行业的重要生产工艺之一，2018年注塑产品总量占我国塑料

制品总量的37.2％，并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随着世界范围内环保需求的增加，长期依赖于

塑料制品的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使用以PLA为代表的绿色可降解

环保塑料将成为当前人类生活的主要选择。

[0005] 聚乳酸作为生物质类绿色塑料中重要的一员，其短缺的原料市场供给，导致目前

聚乳酸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从2014年左右的1.6万元/吨提升到2018年的2.2～2.5万元/每

吨，直至目前吨售价高达3万元以上。昂贵的价格严重限制了聚乳酸产业的应用及规模化发

展。本发明拟在针对注塑制品的需求，提供一种聚乳酸改性高分子材料，以推进聚乳酸注塑

产品的市场化生产，进而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环保、节能减排贡献力量。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性材料，同时还提供

了其制备方法。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

性材料，所述改性材料的制备原料按重量份数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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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所述无机填料为选自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蒙脱土、亚硫酸钙中的至少一种。

[001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聚乳酸为PLLA(左旋聚乳酸)和/或PDLA(右

旋聚乳酸)；聚乳酸为PLLA和PDLA的混合物时，按重量比例为PLLA：PDLA＝(60～99)：(40～

1)混合。

[0011]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PLLA的光学纯度为95％～99.5％，相对分

子量为5万～30万，在190℃、2.16kg砝码压力下熔体流动指数为5～30g/10min。

[001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PDLA的光学纯度为95％～99.5％，相对分

子量为5万～30万，在190℃、2.16kg砝码压力下熔体流动指数为5～30g/10min。

[0013]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无机填料为轻质碳酸钙，优选粒度为800～

1250目，更优选粒度为800目的轻质碳酸钙。

[0014]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增韧剂为选自乙烯-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如

EMA、EEA)、聚丙烯酸酯类聚合物(如PAA、PAAS)、聚烯烃弹性体(PTE)、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

丁二酯(PBAT)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15]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增韧剂为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PBAT)，相对分子量为5万～15万，在190℃、2.16kg砝码压力下熔体流动指数为5～20g/

10min。

[0016]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助剂为选自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

剂、成核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17]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助剂由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混

合而成，所述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混合的质量比为(0.5～2):(0.5～2):(0.2～

2):(0.2～2)。

[0018] 助剂中是否含有成核剂，这与原料聚乳酸的成分有关，当聚乳酸为PLLA时，优选助

剂中添加成核剂。

[001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助剂由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成

核剂混合而成，所述抗氧剂、塑化剂、偶联剂、相容剂、成核剂混合的质量比为(0.5～2):

(0.5～2):(0.2～2):(0.2～2):(0.1～3)。

[002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抗氧剂选自环氧植物油、四[β-(3,5-二叔

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苯基对苯二胺、亚磷酸三(壬基苯基)酯、硫代二丙烯

二硬脂基酯、硫代二丙酸双月桂酯中的至少一种。

[0021]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塑化剂为邻苯二甲酸类酯或柠檬酸类酯，

所述邻苯二甲酸类酯包括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

二甲酸二戊酯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柠檬酸类酯包括柠檬酸三正丁酯和/或乙酰柠檬酸三丁

酯。

[002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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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偶联剂、锆酸酯偶联剂、铝钛复合偶联剂、铝锆复合偶联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0023]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相容剂为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和/或丙烯

酸苯乙烯共聚物。

[0024]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成核剂为纳米级填料、稀土氧化物、硅酸

盐、苯基磷酸盐、聚乳酸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纳米级填料包括碳纳米管、纳米二氧化硅、纳米

碳酸钙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稀土氧化物为镧系稀土氧化物；所述硅酸盐为滑石粉；所述苯基

磷酸盐包括苯基磷酸锌、苯基磷酸钙、苯基磷酸钡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乳酸为PDLA。

[0025]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抗氧剂为环氧植物油，所述环氧植物油

为环氧大豆油、环氧蓖麻油、环氧椰子油、环氧棕榈油、环氧亚麻油、环氧棉籽油、环氧玉米

油、环氧葵花籽油、环氧松子油、环氧桐油中的至少一种；更优选为环氧大豆油(ESO)。

[0026]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塑化剂为柠檬酸类酯，更优选地，所述塑

化剂为乙酰柠檬酸三丁酯(ATBC)。

[0027]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更优选地，所述偶

联剂为KH550。

[0028]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相容剂为丙烯酸苯乙烯共聚物，更优选

地，所述相容剂为ADR4468。

[0029]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成核剂为PDLA，即高光纯右旋聚乳酸，优

选光学纯度为98％～99.5％。

[003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改性材料，由以下重量份

数的原料制成：

[0031]

[0032]

[0033] 作为本发明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聚乳酸改性材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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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0035]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其中所述聚乳酸为

PLLA或PDLA或PLLA与PDLA的共混物；优选地，当聚乳酸为PLLA和PDLA的共混物时，按重量比

例为PLLA：PDLA＝(60～70)：(40～30)混合，更优选以PLLA：PDLA＝60：40混合。

[003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聚乳酸改性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所述聚乳酸与无机填料、增韧剂、助剂共混，之后将共混得到的混合物用双螺杆挤

出机挤出，挤出物经拉条、冷却、切粒、分筛，得到聚乳酸改性颗粒材料；

[0038] 优选地，所述双螺杆挤出机分为8个区，各区温度依次为160～165℃、165～170℃、

170～175℃、175～180℃、180～185℃、185～190℃、185～190℃、190～200℃。

[0039] 在制备前，还包括对原料进行烘干步骤。烘干至各原料的水分含量在200～500ppm

范围内。若原料为液体，使用前需保存在干燥环境并密封。

[0040] 所述聚乳酸与无机填料、增韧剂、助剂共混时，为了保证共混体系的均匀，采用一

次少量添加、多次依次轮流添加的方式，并搅拌均匀。一次少量添加、多次依次轮流添加的

方式例如可以是：将聚乳酸颗粒加入搅拌机，之后向搅拌机中依次添加少量的无机填料、增

韧剂、助剂，搅拌一定时间后再依次添加少量的无机填料、增韧剂、助剂，直至添加完毕。

[0041] 所述双螺杆挤出机的螺杆转速为100～300rpm。

[0042] 所述双螺杆挤出机的喂料速度为2～10rpm。

[0043] 双螺杆挤出机在以上条件下制得的聚乳酸颗粒均匀饱满。分筛得到的颗粒直径为

2～5mm。

[0044] 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可以用于制备非食品接触的注塑制品。例如用作装

饰塑料，或者用于制作电器外壳、日用百货等。

[0045] 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在原料配方方面，优选采用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

丁二酯(PBAT)为增韧剂，PBAT与聚乳酸(PLA)同样为可降解的生物聚酯，可分解后生成二氧

化碳和水，对环境零污染，具有环保绿色的优点；同时，PBAT更容易获取，价格低，能降低聚

乳酸改性材料的生产成本。环氧大豆油、乙酰柠檬酸三丁酯也具有环保绿色的优点。增韧

剂、助剂，特别是增韧剂、抗氧剂和塑化剂可以提高聚乳酸改性材料的耐候性、可加工性。同

时，在大比例添加无机填料例如轻质碳酸钙时，助剂中的偶联剂例如硅烷偶联剂还可以强

化无机填料与PLA的相容性，有效避免多相界面的空隙和缺陷，保证了制得的聚乳酸改性颗

粒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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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在聚乳酸的选择上，可以是单独使用左旋聚乳酸，

或者单独使用右旋聚乳酸，或者左旋聚乳酸和右旋聚乳酸混合使用。单独使用左旋聚乳酸

时，助剂中优选含有成核剂。这样可以提高制成的聚乳酸改性颗粒制备样品的耐热性能。优

选使用低添加比例(一般添加比例＜5％，即成核剂的添加量小于左旋聚乳酸质量的5％)的

高光纯右旋聚乳酸(PDLA)作为成核剂，在为左旋聚乳酸(PLLA)提供了大量异相成核的晶种

的同时，缩短改性颗粒在加工过程的结晶时间，通过PDLA/PLLA的共混立构体系具有高结晶

度和高耐热变形能力的特点，有效的提升了聚乳酸改性颗粒制品的耐热性能。

[0047] 目前PLLA已经市场化，易于获得；PDLA主要还是实验室中试生产阶段，目前国内已

有厂家着手PDLA的产业化建设，在PDLA产业化后，PDLA制品高耐热的特性可极大的扩展本

发明改性颗粒的应用领域。

[0048] 本发明提供的聚乳酸改性材料，是根据环保绿色的设计理念进行配方制备而成，

制成的改性颗粒具有无毒、无气味、无污染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尤其适用于注塑

日用品的制造。同时，注塑废料、边角料完全可回收再利用，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

原料的利用率。

[0049] 本发明提供的注塑制品用聚乳酸改性颗粒，在降低了聚乳酸注塑产品的生产原料

成本的同时，提升了注塑制品的韧性及耐热性能。本发明的聚乳酸改性材料可广泛应用于

注塑领域，如装饰塑料、电器外壳、日用百货等的制造或使用。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成本低廉

的聚乳酸增韧、耐热改性方法，对聚乳酸的注塑产品的市场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下属实施例如无特殊说明，所有原料均能通过商业途径获

得。

[0051] 首先提供了实施例1-10，具体见表1和表2所示。表1和表2分别为实施例1-4和实施

例5-10提供的各聚乳酸改性材料的原料组成。其中表中的数值均表示重量份数。

[0052] 表1具体如下。

[0053] 表1

[0054]

[0055] 表2具体如下。

[0056]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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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以上各实施例聚乳酸改性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1)将聚乳酸与无机填料、增韧剂、助剂共混，之后将共混得到的混合物用双螺杆

挤出机挤出，挤出物经拉条、冷却、切粒、分筛，得到聚乳酸改性颗粒材料；

[0060] 其中，双螺杆挤出机分为8个区，各区温度依次为160～165℃、165～170℃、170～

175℃、175～180℃、180～185℃、185～190℃、185～190℃、190～200℃。

[0061] 在制备前对原料进行烘干，烘干至各原料的水分含量在200～500ppm范围内。若原

料为液体，使用前需保存在干燥环境并密封。

[0062] 双螺杆挤出机的螺杆转速为100～300rpm。

[0063] 双螺杆挤出机的喂料速度为2～10rpm。

[0064] 分筛得到的颗粒直径为2～5mm。

[0065] 之后对制得的聚乳酸改性材料性能进行了检测。将各实施例制得的聚乳酸改性颗

粒材料按GB/T  9352-2008《塑料热塑性塑料材料试样的压塑》选用塑料式模具，并使用模内

20s结晶，模温105℃的冷却方法制成样条。检测结果具体见表3。

[0066]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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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通过实施例1-4的性能检测数据可以看出，随着轻质碳酸钙添加可的增加，制品的

冲击强度呈上升趋势，制品的断裂伸长率呈下降趋势，维卡软化温度无明显变化。

[0069] 相对于实施例4，实施例5是将增韧剂由PBAT替换成聚丙烯酸甲酯，制品的断裂伸

长率由8.8％提升至13.3％，但就注塑制品而言，断裂伸长率等的提升并未实际意义，同时

考虑聚丙烯酸甲酯为不可降解聚酯，因此优选增韧剂为PBAT。

[0070] 相对于实施例4，实施例6是将抗氧剂环氧大豆油替换成环氧玉米油，检测表明对

改性颗粒的性能影响不大，但从原料的易得性和采购成本考虑，环氧大豆油更具有优势。

[0071] 相对于实施例4，实施例7是将塑化剂乙酰柠檬酸三丁酯替换为邻苯二甲酸二乙

酯，检测表明对改性颗粒的性能略有提升。但从配方设计初衷，因此优选更环保的塑化剂

ATBC更符合安全性的考虑。

[0072] 相对于实施例4，实施例8是将偶联剂KH550替换为钛酸酯，检测表明在相同使用量

下对改性颗粒的性能改善不如KH550，说明KH550对无机填料与PLA相容体系偶联效果优于

钛酸酯。

[0073] 相对于实施例4，实施例9是将扩链剂ADR4468替换为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具体选

用上海修远的ST-1，检测表明在相同使用量下对改性颗粒的性能改善不如ADR4468，因此优

选ADR4468为相容剂。

[0074] 相对于实施例4，实施例10是将成核剂由PDLA换成碳纳米管，改性颗粒制品的抗冲

击、拉伸、耐热性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需要使用色母粒对制品进行改色，无法制备

颜色较浅的注塑制品。

[0075] 本发明还提供了实施例11、12。原料组成具体见表4所示。其中表中的数值均表示

重量份数。表4具体如下。

[0076]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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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实施例11聚乳酸原料是采用PLLA:PDLA＝60:40的重量比混合，建立PDLA/PLLA的

共混立构体系。

[0079] 实施例12是使用高纯度的PDLA。

[0080] 之后对制得的聚乳酸改性材料性能进行了检测。将各实施例制得的聚乳酸改性颗

粒材料制成样条，并在样条制备上采取模内20s结晶，模温105℃，检测结果具体见表5。

[0081] 表5

[0082]

[0083] 由表5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1采用PDLA/PLLA的共混立构体系为原料，该体系具

有高结晶度和高耐热变形能力的特点，配合模内结晶工艺，维卡软化温度有近30℃的提升，

冲击强度也有提高。

[0084] 实施例12是直接使用高纯度的PDLA为原料，PDLA本身为非定型态，材料本身就具

有较高的耐热变形能力，因此采用该原料所得制品的维卡软化温度提升显著，但是冲击强

度和断裂拉伸性能没有明显改变，并且目前PDLA还未实现规模化生产，来源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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