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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方正

高分子添加劑
高分子很少單獨使用，
幾乎所有的高分子或多或少都需要不同的添加劑配合，
才能滿足不同產品特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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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分子結構

網狀分子結構

在材料工業的演進歷程中，由於二次
世界大戰前後石油的出現，開啟了材料工

加工性
成本

業的另一個里程碑，即高分子工業時代的
來臨。直到現在，舉凡眼界所及，不論是

機械性

外觀性

耐熱性

包裝食品用的各類容器、身上穿的衣物、
室內所用的各類建材，以及汽機車用的輪

耐化性

尺寸性

高分子

胎、各類零組件等，人類的食衣住行與日
常生活，以及高科技的國防、航太工業等，

特性要求
耐候性

比重

都已和高分子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它
所帶來的實用性、便利性與功能性，更是
不可言喻。

阻隔性

難燃性
電磁性

耐疲勞
性

高分子顧名思義是指一種分子量很高
（一般需大於 1 萬以上）的材料，它的來源
通常有兩類。一類是自然形成的，如天然

不同製品的高分子特性需求

橡膠、棉花、纖維素、幾丁質等，稱為天
然高分子；另一類是人工合成的，這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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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一般是由石油裂解所得到的單體，再

另一類高分子當開始受熱時也可以軟

經過聚合反應得到的，而絕大部分的高分

化，但是加熱會使它產生化學交聯反應，

子都屬於這一類。

形成三次元的網狀結構；當冷卻固化賦形

除此之外，依照組成與結構的不同，

後，即使再受熱或施予壓力，也無法再度

高分子又可分為熱塑性高分子和熱固性高

軟化或使其流動。這一類的高分子稱為熱

分子兩類。熱塑性高分子是線性分子結構，

固性高分子，例如環氧樹脂、矽膠等就屬

受熱後可以軟化，這時施以壓力就可讓它

於這類高分子。

流動，當冷卻時就可固化賦形；若再次受

高分子的種類繁多，每一種高分子的特

熱可再度軟化，施以壓力又可再次流動，

性也有所不同，而不同的高分子應用在不同

例如聚乙烯、聚丙烯就屬於這類高分子。

的產品，所需要達成的特性指標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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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高分子為了達成不同產品的特性需求，
必須添加一些具有特殊功能性的材料。
例如應用在一些機械結構件，高分子需要有
優異的強度；應用在汽車引擎室的高分子，

工業上常用的高分子添加劑
類型

需要有好的耐熱性；應用在電線電纜的高分

添加目的

抗氧化劑

提升高分子在加工時對氧氣的抵抗性

熱安定劑

提升高分子在加工時對高溫的抵抗性

一般而言，針對不同的製品，高分子

光安定劑

提升高分子對光的抵抗性

需要滿足不同的特性。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高

抗水解劑

防止高分子在加工時因水產生的裂解

子，需要有良好的電氣絕緣性；應用在建材
的高分子，需要有一定的阻燃性。

分子都能同時滿足這些特性，為了達成不同
產品的特性，必須添加一些具有特殊功能性

衝擊改質劑 提升高分子的衝擊特性
加工助劑

促進高分子的加工性

滑劑

提升高分子加工時的潤滑性

可塑劑

促進高分子加工時的塑化性

分散劑

提升不同成分於高分子的分散

相容劑

提升高分子與高分子間的相容性

料的諸多性質，諸如機械性能的增進、加

偶合劑

提升高分子與無機材料間的界面接著性

工性的改善、功能性的賦予、品質的提升

晶核劑

提升高分子的成核性

或經濟性的達成等為目的所添加的材料。

發泡劑

賦予高分子發泡的能力

抗靜電劑

提升高分子對靜電的抵抗能力

抗菌劑

提升高分子對細菌的抵抗能力

的材料，這類功能性的材料就稱作高分子添
加劑。
若針對高分子添加劑作一簡單的定義，
就是藉由添加的方式把它加入高分子材料
中，進而改善高分子各種特性的材料。進
一步來說，高分子添加劑是針對高分子材

高分子在應用上很少單獨使用，幾乎
所有的高分子或多或少都需要不同的添加
劑配合，才能滿足不同產品的特性。在現
今市場強調高分子產品的高機能化、高差
異化的時代，對於高分子添加劑所要求的
功能性與特殊性愈來愈多，對品質的要求
也愈來愈高。
由於高分子產品的品項繁多，對功能
性的要求也日趨複雜，因此高分子添加劑

提升高分子加工性
在生產製造高分子產品時，常在高溫與高
壓的環境下進行，高分子鍵結強度較弱的部位

的種類相當多樣，目前商品化的高分子添

易受到熱、光與氧的作用產生分子鏈的斷裂，

加劑種類已超過上百種。若針對高分子添

進而生成自由基。同時高分子會與氧直接反應

加劑分類，可依加工特性的提升、物理化

產生過氧化物，過氧化物分解會生成更多的

學特性的提升，以及特殊功能性的提升分

自由基，使得氧化連鎖反應持續進行，導致分

成 3 大類。

子鏈的斷裂，高分子的性質也遭到破壞。

在現今市場強調高分子產品的高機能化、高差異化的時代，
對於高分子添加劑所要求的功能性與特殊性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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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需加入增加剛性與衝擊性的添加劑，才能賦
予汽車保險桿高強度及耐撞擊的特性。

再者，在高分子加工的過程中，常利
用加工機械的機件轉動所產生的剪切力來

高分子應用在齒輪類高磨耗產品時需加入耐磨添
加劑

高分子加工性提升的添加劑
特性

類型

安定性

抗氧化劑、熱安定劑

內摩擦力太大，也會局部破壞高分子的內

加工性

加工助劑、可塑劑、分散劑

流動性。

流動性

滑劑、增黏劑、降黏劑

相容性

相容劑、偶合劑

融熔黏度

交聯劑、擴鏈劑

促進高分子的塑化。若機械的摩擦力過大，
則容易造成過多熱量的產生；或分子間的

為改善上述因為加工導致高分子結構
變異或破壞的問題，可利用防止高分子分
解裂化的抗氧化劑，以及避免因加工的高
溫產生局部裂解的熱安定劑，或降低高分
子與加工機械間的外摩擦所使用的外部滑
劑，以及減少高分子的分子鏈間內摩擦所
使用的內部滑劑，同時可使用促進熔解及

特性

類型

強度、剛性

填充劑、晶核劑

高分子，最典型的例子像是聚氯乙烯，可

耐熱性

填充劑、晶核劑

使用可塑劑因應。可塑劑是一種低分子材

耐候性

光安定劑、填充劑

衝擊性

衝擊改質劑、可塑劑

撐 開 高 分 子 鏈 間 的 糾 纏， 增 加 分 子 鏈 的

軟硬度

可塑劑、衝擊改質劑、填充劑

活動距離，降低分子間的作用力。因此添

比重

發泡劑、填充劑

透明度

透明劑、可塑劑

降低剪切力以提升加工特性的加工助劑。
另 外， 對 於 一 些 加 工 時 較 難 塑 化 的

料，它與高分子有良好的相容性，添加可
塑劑後，可塑劑分子會與高分子鏈作用，

加可塑劑除了可以提升高分子在加工時的
塑化性外，也可讓高分子變得較柔軟及有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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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物理化學特性提升的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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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分子耐候性與耐久性
高分子常應用於一些如建築與裝潢用
的材料，或汽車用的內裝材料，這些材料
因長期暴露在熱、光、水、臭氧、鹽分、
灰塵、微生物等環境中，使高分子的表面
結構甚至內部結構產生質變或破壞，造成
表面黃變、光澤度降低、脆性提升、機械
強度降低等現象。這種使高分子外觀與物
理性能隨時間而產生變異的現象稱為老化，
如何因應對抗上述環境因素所需的耐候性，
以及如何提升高分子在特定環境中使用時
所需的耐久性，有其必要。
為了提升上述特性所使用的耐候性添
加劑，如光安定劑或紫外線吸收劑，是為
了防止或抵抗高分子在戶外環境中使用，
因陽光中較低波長、較高能量的光線，如
紫外光等，照射到高分子後導致外觀顏色
上的變異或內部結構的破壞。為能增加高
分子材料的耐久性，可添加一些抗老化劑，
以提升高分子對老化的抵抗能力。有些抗
老化添加劑也有防止氧化的效果，若與光
安定劑搭配，會有更好的加乘效果。
其次利用一些結晶促進劑提升高分子的
結晶化程度，可降低前面所述各類環境因素
對高分子的破壞，並對高分子的耐候性與耐
久性有所助益。再者，一些細菌與微生物容
易在高溫與高溼的環境下滋長，有些高分子
也會受到細菌與微生物的作用而變性、劣化
或分解。在高分子材料中加入具有抗菌或防
黴功效的添加劑，可防止高分子被細菌或微
生物所危害，而提升製品的耐久性。

提升高分子阻燃性與耐熱性

高分子材料廣泛應用於建築、裝潢、機械、
電子電機、運輸器材等產品，而這些產品
都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阻燃性才能滿足市
場的需求，添加阻燃劑便能賦予原先易燃
或可燃的高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阻燃性。
阻燃劑是一種能阻止高分子引燃，或抑制
火焰擴散的添加劑，添加阻燃劑可抑制高
分子燃燒發生的可能性，使高分子不易燃
燒或產生自熄的效果。
若高分子用於建築及裝潢類材料，或
用在室內的電線或電纜披覆材料，其產品
除需具一定的阻燃性外，還需針對燃燒時
的發煙量或發煙密度作管控，以避免不幸
發生火災時，因為過量的濃煙造成致命的
傷害。因此這類的高分子材料除需添加阻
燃劑外，還需加入發煙抑制劑，以期對燃
燒時的發煙量有抑制的效果。
而當高分子需要接觸到其他高溫的物
質或材料，或需暴露在較高的溫度下使用
時，常因本身耐溫性不足限制了它的應用。
而一般所謂的高分子耐熱劑，是指為了在
高溫高壓的加工環境下，防止高分子局部
裂解或顏色變異所使用的添加劑，對提升
高分子本身的耐熱性並無實質的助益。因
此若要提升高分子的耐熱性，有些高分子
可添加一些交聯劑，藉由局部交聯結構的
產生，避免因高溫而造成高分子結構崩壞
或分解的現象。
再者可添加適當的填充劑或補強劑，
通常這類材料是無機的礦物材或具較高長
度∕直徑比的材料，在添加這類材料後，
可藉由無機材料本身對高溫較佳的抵抗性，
或較高的長度∕直徑比的材料對高分子結
構所產生的補強性，進而提升高分子對高

絕大部分的高分子都屬於有機的碳氫

溫的抵抗能力。這樣的抵抗能力可藉由不

化合物，這樣的組成結構使高分子本身具

同種類或比率的填充劑或補強劑的添加，

有相當的易燃性或可燃性。而愈來愈多的

提升高分子短期或長期的耐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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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功能性提升的添加劑

高分子用於室內裝潢及建材時需加入阻燃劑及抑煙
劑，才能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特性

類型

阻燃性

阻燃劑、抑煙劑

導電性

抗靜電劑、導電添加劑、金屬粉體

導熱性

導熱添加劑、陶瓷粉體

遮音性

發泡劑、金屬粉體

導磁性

磁性粉體

耐磨性

耐磨碳材、無機填充劑

分解性

澱粉、木粉、植物纖維

衛生性

抗菌劑、防黴劑

顏色

色粉、色母

產生靜電中和、靜電防止或靜電消除，尤
其對靜電敏感的製品，如 IC 或半導體元件
等，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用於防止高分子產生靜電的添加劑
稱作抗靜電劑，代表性的抗靜電劑如界面
活性劑類的靜電防止劑，可藉由小分子移
加入導熱添加劑的高分子材料可用在 LED 燈的散
熱鰭片，提升 LED 燈的使用壽命 。

行至產品表面，再與空氣中的水氣結合，
而達到抗靜電的效果。另外，可加入少量
金屬粉體或導電碳黑等導電微粒，賦予高
分子局部的導電特性，也可達到抗靜電的
功效。

改善高分子表面特性
大部分的高分子是電的良好絕緣體，
主要的原因是高分子的表面電阻較高，因

18

其次，可透過不同添加劑的加入，達
到提升或降低高分子表面光澤度的效果。
一般而言，高分子製品如電子、電器產品
需要有較高的表面光澤度，可加入如玻璃

此很容易因為製品表面與空氣的摩擦而產

微珠添加劑，藉由光線照至微細珠體表面

生靜電，靜電累積的結果便會造成灰塵的

所產生的折射累積效應，達到光澤度提升

堆積或產生靜電放電，嚴重時甚至有爆炸

的效果。而其他的無機填充劑，因無法產

的危險。而靜電的累積尤其在空氣乾燥的

生前述的效應，因此加入高分子後會產生

環境下容易產生，如何使高分子製品表面

反向的消光效果。另外透過晶核劑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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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升結晶性高分子的結晶特性，或添加
特殊的外部滑劑，使其在一定時間後移行
至高分子表面，都可對高分子表面的光澤
度有提升的效果。
其 他 表 面 特 性 的 改 善， 如 接 著 性 或
印 刷 性 的 調 整， 則 可 依 據 相 近 相 溶（like
dissolves like）的原理，先掌握原有高分子
本身具有的極性程度，藉由極性添加劑與
非極性添加劑的極性化程度以及添加比率
的不同，就可調整高分子產品表面所需不
同程度的接著性或印刷性。

在高分子材料中添加透明劑可讓產品的透明性大幅
提升（圖片來源：Milliken 公司網站）

賦予高分子特殊機能
為達到環保與節能的訴求目標，諸多
的產品設計會以輕量化與薄型化為主要設
計的方向。高分子若欲以降低比重來達到
輕量化的目的，可以添加發泡劑或中空微
球。發泡劑是藉由物理或化學的方式產生
氣體，當高分子熔融或處於可流動狀態時，
再使氣體均勻分散於高分子內部以形成微
泡結構。這固體與氣體共存的材料，由於
低比重的氣體存在於高分子內部，使高分
子的比重得以降低，同時有柔軟性提升、

兒童遊戲間的巧拼地板是以高分子加入發泡劑形成
發泡材料後製成，具有柔軟、吸震、防撞、質輕等
特性。

可撓性增加、收縮率降低及防震減震特性
增加的效果。

升高分子靜電消散或電磁波遮蔽的特性；

再者由於溫度與聲音的傳遞都需要依

透過陶瓷粉體的添加，可提升高分子導熱

靠介質的輔助，發泡高分子在介質被氣體

或散熱的特性；透過磁性粉體或壓電粉體

阻斷的情況下，其熱傳導係數降低，聲波

的加入，形成磁性高分子或壓電高分子，

阻抗增加，因此高分子在發泡後同時有隔

可應用於微波通訊或壓電感測器的產品。

熱與隔音的效果，其機能性大幅提升。

這些機能性材料或產品在市場上的應用非

其他高分子特殊機能性的賦予，諸如
透過導電碳材或金屬粉體為添加劑，可提

常多，不同的高分子添加劑於這類產品的
應用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高分子添加劑在高分子材料加工性能的提升、物理化學特性的改善、
特殊功能性的增進等方面都扮演十分重要且關鍵的角色。

科學發展

2019 年 7 月│ 559 期

19

專題報導

Featured Articles

高分子添加劑的發展應朝向可分解、可再生、低能耗、
低汙染等方向，以循環經濟為思維，以永續環境為考量。

高分子添加劑的未來
由於高分子添加劑在高分子材料加工性
能的提升、物理化學特性的改善、特殊功能
性的增進等方面都扮演十分重要且關鍵的角
色，因此高分子添加劑的未來發展自然受到

也須考慮材質本身從源頭生產、加工應用，
到廢棄物處理、回收再生等，整體過程中
對環境是否產生汙染，對人體的健康是否
安全。
由於綠色環保的趨勢會緊密牽動著高

相當的關注與重視。由於材料工業的快速發

分子材料與添加劑的發展，因應材料的使

展，導致產業結構的改變，高分子產品在市

用對環境生態的影響，高分子添加劑的發

場上的應用愈來愈多元，特性與品質的要求

展應朝向可分解、可再生、低能耗、低汙

也愈來愈高，因此高分子添加劑在這部分的

染等方向，以循環經濟為思維，以永續環

角色扮演更是愈來愈重要。

境為考量，才能在兼顧材料工業發展的前

從高分子材料發展的歷程來看，以往

提下，建立人類永續生活的安全環境。

的市場導向大多以材料本身能達成產品的
特性及品質要求或價格要求為主。但隨著
環保意識的高漲，以及人類對於身體健康
與生命安全的重視程度愈來愈高，未來高
分子添加劑的發展，除了添加劑本質上所
必須具備的機能化、特殊化與多樣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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