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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

子的制备：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将PP粒子、

EVOH粒子及步骤1)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

物粒子、EVOH粒子及PP粒子分别通过真空进料系

统，加入到A挤出机、B挤出机和C挤出机，D挤出

机,E挤出机，通过多层共挤流延机，挤出成膜，即

可得到所需钙钛矿量子点膜。本发明采用热塑性

弹性体作为分散剂，运用高温热注射法制备钙钛

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不需要繁琐的离心、分离

和再分散，直接将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与其

它聚合物共挤，得到钙钛矿量子点膜,该方法工

艺简单,提高实施效率的同时能确保钙钛矿量子

点的光学性能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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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

将摩尔比为1:8:8：13的金属卤化物A、油酸、油胺加入搅拌槽中，在120℃下真空干燥30

分钟以除去原料中的水分，在氮气保护下将所得混合物加热至150℃直至金属卤化物完全

溶解，然后将温度升至160℃～220℃加入热塑性弹性体，待完全熔融后，在剧烈搅拌下迅速

注入一定量的前驱体B，保持金属卤化物A与前驱体B的摩尔比为1：0.4，随后分别加入扩散

粒子与抗氧化剂，充分搅拌后，将均匀混合后的产物经过真空脱泡后加入到双螺杆挤出机，

挤出产物经冷却、造粒，即得到所需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

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

将PP粒子、EVOH粒子及步骤1)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EVOH粒子及PP粒子

分别通过真空进料系统，加入到A挤出机、B挤出机和C挤出机，D挤出机,E挤出机，通过多层

共挤流延机，挤出成膜，即可得到所需钙钛矿量子点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的热塑性

弹性体的软化温度在120℃～2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塑性弹性体

为SEBS热塑性弹性体、EVA热塑性弹性体、TPU热塑性弹性体、亚克力嵌段共聚物的一种或几

种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上

述金属卤化物A的金属阳离子为Pb2+、Sn2+、Sb2+、Bi2+、Ag+、Zn2+、Mn2+、Cu2+或Ge+的一种或几

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卤

族元素为Cl-、Br-、I-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前

驱体B为金属阳离子或者带正电荷的有机阳离子的油酸盐，前驱体B为Cs+、Rb+、FA+(HN＝CH-

NH3+)的油酸盐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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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钙钛矿量子点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钙钛矿量子点膜由于其出色的荧光性能，可作为广色域液晶显示器  (LCD)背光模

组的光学转换膜，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由于钙钛矿量子点对水氧敏感，为了保护钙钛矿量

子点免受周围环境中水和氧的影响，通常将钙钛矿量子点分散在聚合物材料中，并且用高

阻隔性的光学薄膜保护起来。通常，制备钙钛矿量子点薄膜需要先通过热注射法在有机溶

剂中合成钙钛矿量子点，然后通过离心、分离纯化，再将纯化后的量子点均匀地混合到UV胶

水或高分子树脂中，然后将含有量子点的胶水或高分子树脂材料涂覆在水氧阻隔膜上，并

用另一张水氧阻隔膜覆盖，采用UV或热固化的方法固化树脂材料，得到三明治结构的钙钛

矿量子点膜。然而，由于在分离和纯化过程中过量去除钙钛矿量子点的表面配体，造成钙钛

矿量子点表面配体钝化不充分，常常导致所得钙钛矿量子点膜的荧光效率(PL  QY)较低且

光稳定性较差。此外，这类钙钛矿量子点膜要求使用阻隔性较高的水氧阻隔膜才能保证量

子点膜的老化稳定性，大大增加了量子点膜的生产成本。并且，采用涂布的方式制备量子点

膜对设备及工艺的要求较高，尤其是在制备低厚度量子点膜时无法满足要求，而当前手机、

平板等液晶显示屏等对光学薄膜厚度有上限要求，部分产品要求厚度小于55um，因此，有必

要探索一种简便而高效的方法制备钙钛矿量子点膜，既能有效制备超薄产品，同时确保其

在恶劣的老化条件下，特别是在光照老化及高温高湿老化条件下，具有高效率的发光和良

好的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其制备

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

[0005] 将摩尔比为1:8:8：13的金属卤化物A、油酸、油胺加入搅拌槽中，在  120℃下真空

干燥30分钟以除去原料中的水分。在氮气保护下将所得混合物加热至150℃直至金属卤化

物完全溶解。然后将温度升至160℃～220℃加入热塑性弹性体，待完全熔融后，在剧烈搅拌

下迅速注入一定量的前驱体B，保持金属卤化物A与前驱体B的摩尔比为1：0.4。随后分别加

入扩散粒子与抗氧化剂，充分搅拌后，将均匀混合后的产物经过真空脱泡后加入到双螺杆

挤出机，挤出产物经冷却、造粒，即得到所需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

[0006] 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

[0007] 将PP粒子、EVOH粒子及步骤1)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EVOH  粒子及PP

粒子分别通过真空进料系统，加入到A挤出机、B挤出机和C挤出机，D挤出机,E挤出机，通过

多层共挤流延机，挤出成膜，即可得到所需钙钛矿量子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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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步骤1)中的热塑性弹性体的软化温度在120℃～220℃。

[0009] 优选的，所述热塑性弹性体为SEBS热塑性弹性体、EVA热塑性弹性体、  TPU热塑性

弹性体、亚克力嵌段共聚物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0] 优选的，步骤1)中，上述金属卤化物A的金属阳离子为Pb2+、Sn2+、Sb2+、  Bi2+、Ag+、

Zn2+、Mn2+、Cu2+或Ge+的一种或几种。

[0011] 优选的，卤族元素为Cl-、Br-、I-的一种或几种。

[0012] 优选的，前驱体B为金属阳离子或者带正电荷的有机阳离子的油酸盐，前驱体B为

Cs+、Rb+、FA+(HN＝CH-NH3+)的油酸盐的一种或几种。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采用热塑性弹性体作为分散剂，运用高温热注射法制备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

子，不需要繁琐的离心、分离和再分散，直接将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与其它聚合物共

挤，得到钙钛矿量子点膜,该方法工艺简单,提高实施效率的同时能确保钙钛矿量子点的光

学性能和稳定性。本发明采用多层共挤法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总厚度可以低至40um，满

足手机、平板等超薄液晶显示屏对量子点膜厚度的要求。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制备的钙

钛矿量子点膜具有较高的荧光量子产率，极窄的半峰宽。此外，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具

有超高的光稳定性、高温高湿稳定性。本发明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作为液晶显示器背光

模组的下转换荧光材料，NTSC色域最高可达105％，可应用于广色域、高亮度、高稳定性液晶

显示器。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钙钛矿量子点膜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钙钛矿量子点膜的性能测试结果图。

[0017] 图中：1、第一阻水层，2、第一阻氧层，3、量子点层，4、第二阻氧层，  5、第二阻水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具体的介绍，为了方便说明，将荧光发射

峰表示为PL，荧光量子效率表示为PL  QY，半峰宽表示为FWHM。

[0019] 实施例1：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20] 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

[0021] 将4.0mmol的PbBr2、油酸(32mmol)、油胺(32mmol)装入10L搅拌槽中，在120℃下真

空干燥30min以除去原料中的水分。在氮气保护下将所得混合物加热至150℃直至PbBr2完

全溶解。然后将温度升至180℃加入4kg  热塑性弹性体SEBS  G1657M，待完全熔融后，注入

0.16mmol油酸铯前驱体。随后分别0.1kg二氧化钛扩散粒子与0.01kg抗氧化剂1010，充分搅

拌后，将均匀混合后的产物经过真空脱泡后加入到双螺杆挤出机，挤出产物经冷却、造粒，

即得到所需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

[0022] 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

[0023] 将PP粒子、EVOH粒子及步骤1)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EVOH  粒子以及

PP粒子分别通过真空进料系统，加入到A挤出机、B挤出机和C挤出机，D挤出机，E挤出机，分

别得到第一阻水PP层1、第一阻氧层2、量子点层3、第二阻氧层4、第二阻水PP层5，设定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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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20％:15％:25％，通过流延机的挤出机挤出，并通过流延机的模头分配器合并

在一起。即可得到钙钛矿量子点膜，钙钛矿量子点膜的总厚度在50um。

[0024] 实施例2：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25] 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

[0026] 将4.0mmol的PbBr2、油酸(32mmol)、油胺(32mmol)装入10L搅拌槽中，在120℃下真

空干燥30min以除去原料中的水分。在氮气保护下将所得混合物加热至150℃直至PbBr2完

全溶解。然后将温度升至180℃加入4kg  亚克力系嵌段共聚物LA2330，待完全熔融后，注入

0.16mmol油酸铯前驱体。随后分别加入0.1kg二氧化钛扩散粒子与0.01kg抗氧化剂1010，充

分搅拌后，将均匀混合后的产物经过真空脱泡后加入到双螺杆挤出机，挤出产物经冷却、造

粒，即得到所需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

[0027] 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

[0028] 将PP粒子、EVOH粒子及步骤1)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EVOH  粒子以及

PP粒子分别通过真空进料系统，加入到A挤出机、B挤出机和C挤出机，D挤出机，E挤出机，设

定层比30％:10％:20％:10％:30％，通过流延机的挤出机挤出，并通过流延机的模头分配

器合并在一起，即可得到钙钛矿量子点膜，钙钛矿量子点膜的总厚度在50um。

[0029] 实施例3：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30] 重复实施例1，不同之处仅在步骤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中，热塑性弹

性体为EVA，牌号为Levamelt@686。

[0031] 实施例4：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32] 重复实施例1，不同之处仅在步骤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中，抗氧化剂

1010的加入量为0.02Kg。

[0033] 实施例5：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34] 重复实施例2，不同之处仅在步骤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中，亚克力系

嵌段共聚物LA2330的加入量为8Kg。步骤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中，钙钛矿量子点膜的总

厚度为100um。

[0035] 实施例6：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36] 重复实施例1，不同之处仅在步骤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中，  SEBS 

G1657M加入量为3.2Kg。步骤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中，钙钛矿量子点膜的总厚度为

40um；

[0037] 实施例7：一种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方法

[0038] 重复实施例2，不同之处仅在步骤1)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的制备中，亚克力系

嵌段共聚物LA2330的加入量为3.2Kg。步骤2)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制备中，钙钛矿量子点膜的

总厚度为40um；

[0039] 可见光透过率及雾度测试：

[0040] 对实施例1、2、3、4、5、6、7中所制得的钙钛矿量子点膜的可见光透过率及雾度进行

测试。每个实施例平行测试6个样品后，对测试结果求平均值得到可见光透过率及雾度。各

实施例样品的可见光透过率及雾度测试结果具体见图2。

[0041] 荧光性能测试：

[0042] 在450nm的激发波长下，对实施例1、2、3、4、5、6、7中所制得的钙钛矿量子点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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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FWHM、PLQY进行测试。每个实施例平行测试6个样品后，对测试结果求平均值得到最终结

果。各实施例样品的PL、FWHM、PLQY测试结果具体见图2。

[0043] 高温高湿老化测试：

[0044] 将各钙钛矿量子点膜样品在60℃、90％相对湿度老化箱中老化1000小时后，在

450nm的特定波长下，测定各样品的PLQY。每个实施例平行测试6个样品后，对测试结果求平

均值得到薄膜高温高湿老化后的荧光效率。各实施例样品的高温高湿老化测试结果具体见

图2。

[0045] 光老化测试:

[0046] 将各钙钛矿量子点膜样品在45℃蓝光老化箱中老化1000小时后，在  450nm的特定

波长下，测定各样品的PLQY。每个实施例平行测试6个样品后，对测试结果求平均值得到薄

膜光照老化后的荧光效率。各实施例样品的光照老化测试结果具体见图2。

[0047] NTSC色域测试：

[0048] 使用显示器颜色分析仪(型号：CA  310)测量含有钙钛矿量子点膜的LCD  原型机的

NTSC色域，工作温度为室温。每个实施例平行测试6个样品后，对测试结果求平均值得到

NTSC色域。各实施例样品的NTSC色域测试结果具体见图2。

[0049] 实验结果显示，本发明采用热塑性弹性体作为分散剂，运用高温热注射法制备钙

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子，不需要繁琐的离心、分离和再分散，直接将钙钛矿量子点聚合物粒

子与其它聚合物共挤，得到钙钛矿量子点膜,工艺简单,提高实工效率的同时能确保钙钛矿

量子点的光学性能和稳定性。本发明采用光学级别的聚合物PP阻氧层及EVOH阻水层，不需

要使用昂贵的表面镀氧化物的高阻隔PET薄膜，即可保证钙钛矿量子点的稳定性。本发明采

用多层共挤法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总厚度可以低至40um，满足手机、平板等超薄液晶显

示屏对量子点膜厚度的要求。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PLQY高达90～

95％，半峰宽窄至25nm。此外，所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具有超高的光稳定性、高温高湿稳

定性，蓝光45℃老化1000小时及60℃，  90％RH老化1000小时后，钙钛矿量子点膜的荧光效

率无明显下降。本发明制备的钙钛矿量子点膜作为液晶显示器背光模组的下转换荧光材

料，NTSC色域最高可达105％，可应用于广色域、高亮度、高稳定性液晶显示器。

[005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

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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