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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工材料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
朱东琦

（中谱安信（杭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高分子化工材料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业，同时也是化学材料的重要部分，也是未来发展研究的领域之一。

高分子化工材料具有其他材料不可缺少的优势。近年来，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分子化工材料在应用方面都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于不同应用领域，也对化工材料使用制定了更高的性能标准。基于此，本文介绍了高分子

化工材料的基本特点和使用局限性，讨论了常见的高分子材料，探讨了高分子化工材料在未来领域的发展趋势，

旨在能够更好地促进化工材料的良好发展，进一步扩大材料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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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工材料是化工材料中重要的领域，在众

多行业的使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各种现代化技

术的发展，高分子化工材料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也

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部分专业的领域对高分子化工

材料用途提出了高标准，以此来满足各种发展需要。

在现代化工材料研发领域，将其应用于加工、生产和

研发中，是能量转换较高的高新技术。高分子化工材

料开发首先始于工业行业，随着市场的发展，材料在

计算机技术、医学和军事等领域逐渐流行，并占据了

一定的消费品市场份额。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

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高分子材料进行分析，

明确技术发展方向，旨在为推动化工材料的应用提供

帮助。

1 高分子化工材料概述

高分子化工材料的使用发展阶段分为自然应用、

人工改良、化工生产和石油生产。人类使用天然高分

子材料，如棉、麻、丝绸，这是自然阶段。随着化学

工业的发展，对天然橡胶和纤维进行改良，是利用的

改良阶段。基于酚醛树脂合成技术，不断采用碳合成

材料，是生产煤化学的重要阶段。以高分子材料的合

成为主，以石化生产为基础进行生产，开启了聚合石

化生产时代。如今，高分子材料应用于生产领域，是

合成领域发展的子类。作为新型复合材料，在具体的

使用过程中是以合成高分子为主。材料的用途广泛，

是基于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性能决定的。现有的化工材

料由工业材料构成，如工业塑料、橡胶材料和化学纤

维等，特点是烧制过程简单，种类很多，广泛应用于

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高分子化工材料分子量大，

与中小分子化合物相比，构成了丰富的分子形态，成

分简单，结构高度有序。合成化合物成分简单，是常见

的非金属物品。高分子化工材料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

2 高分子化工材料的总体发展

现阶段基于工业制造业发展，基于环保理念的应

用，自然资源不能全面满足使用需要，需要寻找合适

的材料。因此，高分子化工材料很好地解决了资源使

用不足的问题。各国都在使用高分子化工材料，因此

塑料、纤维等具体的使用作用优势明显，在工业生产

方面也得到了应用，同时也具有很多发展机会。高分

子材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舒适，为我国的经

济做出了必要的贡献。随着需求和生产力的增强，材

料的生产亟待提高。现有的材料生产设施和技术，无

论是传热还是混合技术，都要不断地改进和优化。理

论上需要控制混合时间，解决聚合物化学反应的问题，

保持相关材料的生产质量平衡。基于现代环保理念在

各行业的应用，对于设备的结构体、噪声、功耗和重

量等的问题都需要确保最小化。

3 高分子化工材料的优点和局限性

高分子材料的优势是应用广泛、适应性强，在各

行业发展与生活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优势。高分子材料

的使用，具有更高的使用强度，与其他常规材料相比，

具有更高的耐磨性和良好的抗压性，抗腐蚀性能更高。

高分子材料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潜力和价值。与

传统材料相比，高分子化工材料在蒸煮工艺上也具有

一定的优势，同时在成本控制中也具有其特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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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分子化工材料适合更多的行业领域。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可广泛用于军事装备和信息技术的

高分子材料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目前高分子化工

材料在生产中还存在局限性，对于一些特定的市场缺

货问题还很多，一些急需物资的企业仍需继续进口高

分子材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高分

子化工材料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更加重视材料的生产

质量和生产效率，加强技术开发的研究，确保高分子

化工材料的稳定供应。

4 高分子化学材料发展现状

4.1 稀土催化材料

稀土催化材料的使用是由稀土形成的材料。我国

资源丰富，资源种类繁多，其中稀土以轻稀土为主，中、

重稀土相对较少，因此存在稀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随着对中重稀土需求的增加，稀土在实际生产使用中

也将面临资源短缺的重要问题。科学家们发现了对轻

元素研究的催化剂材料，为资源发展开辟了新局面。

目前的稀土催化资源丰富，生产率高，比重金属催化

剂在生产中的使用更加具有优势，同时在资源生产和

利用中有着重要作用。以稀土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的催

化剂，可用于橡胶和二烯反应合成。利用催化剂体系

合成了结构独特的聚合物，用稀土催化合成高分子聚

合物。稀土钙钛矿催化剂制备容易，同时还具有耐高

温的使用优点，用于制作环保型催化剂，用于复合氧

化物催化剂。

此外，稀土功能材料在信息、生物、新能源和环

保等现代技术和工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传

统的贵金属催化相比，稀土催化资源丰富，成本低、

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高。稀土催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还可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利用

稀土化合物生产新型催化剂，用于聚合二烯烃，打破

了传统的催化剂，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利用稀土催

化剂合成聚合物，稀土催化合成各种物质，获得高分

子量共聚物合成，使苯乙烯均聚及其与丙烯腈共聚，

可以从聚丙烯酸酯中聚合，具有高活性和一定的规整

性。稀土催化材料应用于能源和环境领域，如尾气净化、

环境净化等。随着低碳经济需求的增加，稀土催化将

继续得到广泛的应用。

4.2 生物医用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的具体使用过程主要用于修复和更

换生物组织。生物材料有特殊性质和功能，用于器官、

手术、理疗和治疗，不影响人体组织。常见的医学材

料主要有用于美容的硅橡胶和用于替代骨移的人造骨。

由聚合物合成的医学材料，通过分子聚合，生产出具

有物理和生物相容的材料。软材料用作血管、食道等

软组织替代品。硬材料可用作硬脑膜、心脏瓣膜；液

态合成用作注射修复材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高分子材料是医学分支。基于医学技术和现代技术的

发展，对于高分子材料的应用，是发展应用广泛的材

料，主要分为可降解和不可降解物质。分解物质可以

改变在体内的结构，分解产物通过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作用。材料优选胶原和纤维素等，

用于非永久性输送给药和植入，应用于医学领域。第

一代生物医学材料，主要是生物相容性和惰性材料，

被引入临床使用。对于生物活性、可生物降解生物材

料被引入临床使用，第三代生物活性和降解材料也在

投入使用。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技术水平较低，生产

水平和发展不及国际水平。由于医用材料具有特定的

周期，需要体外、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等，材料必须

经过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医疗器械检查相对复杂。

我国医用高分子材料进展还比较缓慢，对于材料的使

用范围还在不断的研究中，与国际平均水平仍有差距。

材料生产周期长、医学领域研究成本高、材料使用审

批速度慢，使得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产量低，是不能

满足需求的材料。

因此，我国的医用高分子材料还处于产量低、品

种少和规格不全的阶段，但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需求，

生物医用材料应完善其分子设计，克服材料生产的复杂

循环所带来的弊端，促进医用材料产业的健康发展。

4.3 聚乙烯材料

聚乙烯材料是产量最大的材料，应用范围广，应

用于汽车、家电等行业。聚乙烯材料在包装、生产和

处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聚乙烯加工简单，是环

保推广的高分子材料。在聚乙烯生产中，乙烯经过聚

合得到耐酸碱腐蚀的聚乙烯材料。烯烃聚合得到的热

塑性树脂，通过高压聚合或低压聚合来合成。以聚丙

烯为基础的共聚物具有加工简单、生产率高和价格低

等优点。但根据一些领域的研究，聚乙烯也具有致癌性，

因此在食品包装中存在局限性。一些研究机构正在研

究过渡金属作为烯烃聚合的催化剂，随着节能低碳经

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入，聚烯烃的高产多样化成为研

究热点 [1]。

4.4 军用物资材料

在科学军事领域，高分子化工材料用作航天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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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聚合物电池、武器元件、计算机集成电路材料

和元件散热器等。随着技术的发展，高分子技术和材

料已经取代了传统科技部分贵金属原料，有效降低了

电子产品和武器生产成本。由聚酰亚胺高分子聚合物

和金属组成的薄膜，引起了科学军事界的关注 [2]。

5 高分子化工材料未来发展趋势

高分子化工材料应用在提高产品质量和促进节能

环保功能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方

面发展迅速。在高分子材料发展中，金属和高分子是

未来发展的特点。在未来化工材料发展中，将降低生

产和研发成本，还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及扩展到

一般工业化生产，进而提供高分子材料生产效率，给

更多的用户使用带来更多的价值。随着高分子化工发

展，在不久的将来，高分子产品的价格将继续走低，

材料功能性将不断提高，必将为经济带来更多的效益。

从降低原材料考虑，在未来发展中，将更多地寻求本

地原料，利用现有的高标准的产品，替代材料，构建

产业链发展模式，应用于更多行业，以此来发展更多

的客户群体，在材料产业化下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现阶段许多工业发展中的聚合品具有适当的功能和特

性。由于使用领域的限制，未来研究材料的使用领域，

需要不断改进材料生产特性和具体的使用功能。对高

分子材料进行全面的研究，通过降低成本，引入材料

创新探索和开发，确保材料在社会各个生产领域和医

疗领域发展中具有更重要的使用价值，提高材料的使

用效率 [3]。

同时，在全世界都倡导碳中和理念的前提下，生

物可降解高分子化工材料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占据越来

越多的比重。其材料在使用过后可以通过生物分解或

者其他化学降解的方法，实现完全分解并可堆肥利用，

真正做到零污染、零排放。其运用领域涉及生活、医

疗及农业等。当然，生物可降解高分子化工材料还存

在一些问题，如价格偏高，性能不及其他高分子材料等，

但是随着人们环保理念的不断提高，未来将会替代更

多的现有高分子材料 [4]。

6 高分子化工材料的使用情况

6.1 医药生物行业应用

高分子化工材料在生物医药行业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生物医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生物

医药中使用高分子药物早已为人所知，医药产品通常

采用天然和技术制造。高分子化学品具有较高的研发

成本和材料审查程序，这也是限制生物医药有效发展

的重要原因。生物医药工作者需要努力研究其他重大

实用性的医药高分子化学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健康

发展 [5]。

6.2 太阳能产业应用

高分子化工材料在新能源行业的应用较为广泛，

对太阳能的使用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太阳能具有

对环境安全的优势，结合低成本和广泛的使用，得到

了有效的发展。在汽车和工业中使用聚合化学品的产

品包括晶体硅片和薄膜形式。其具有自身成本低优势，

会在未来的市场中找到更广阔的发展前景。高分子化

工材料的不断研究价值在于不断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

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6]。

7 结语

综上所述，高分子化工材料在我国生产和生活领

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着眼于材料应用领域，探

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趋势。高分子化工材料研究所是

化工材料研究中心，未来对于材料的使用还有很多提

升空间。因此，高分子化工材料的应用，将对经济发

挥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经济发

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相关人员

需要加强材料的不断研发，促进高分子材料更广阔的

应用，同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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