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979033.8

(22)申请日 2019.10.15

(71)申请人 陕西科技大学

地址 710021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大学园

(72)发明人 葛万银　施金豆　高文兴　徐美美　

张塨凡　常哲　焦思怡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高博

(51)Int.Cl.

H01L 51/56(2006.01)

H01L 51/52(2006.01)

H01L 51/44(2006.01)

H01L 51/4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及

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

材料的方法及其应用，室温条件下，向热塑性聚

氨酯弹性体橡胶中加入四氢呋喃搅拌溶解得到

流体TPU高聚物，然后加入钙钛矿材料经自然冷

却后获得钙钛矿/TPU聚合物。本发明采用TPU作

为钙钛矿封装材料，TPU具有可再生性和环保性，

不影响反应且对人体无害，对于做出的钙钛矿/

TPU复合材料，可直接置于空气中长期储存，不涉

及任何其它保护措施，对环境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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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室温条件下，向热塑性聚氨

酯弹性体橡胶中加入四氢呋喃搅拌溶解得到流体TPU高聚物，然后加入钙钛矿材料经自然

冷却后获得钙钛矿/TPU聚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与四氢呋喃溶液混合，然后在室温条件下进行磁力搅

拌至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完全溶解，获得流体TPU高聚物；

S2、向步骤S1得到的流体TPU高聚物中加入钙钛矿材料，然后在室温条件下，继续进行

磁力搅拌得到流体钙钛矿/TPU聚合物；

S3、将步骤S2制备的流体钙钛矿/TPU聚合物导入模具中，在室温下自然凝固，得到钙钛

矿/TPU聚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与四

氢呋喃的质量比为1g：(1～20)mL。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磁力搅拌的时间为1～3h。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与钙

钛矿材料的质量比为1g：(1～1000)mg。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钙钛矿材料包括CsPbX3(X＝Br,I,Cl)或杂

化钙钛矿MAPbX3(X＝Br,I,Cl)。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磁力搅拌的时间为1～5h。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钙钛矿/TPU聚合物的拉伸率

为其初始长度的10倍以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的钙钛矿/TPU聚合物在高透过性以及柔性封装材料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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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纳米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

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卤化钙钛矿因其独特的光学特性和电子特性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LED)，光

电探测器和激光器中的潜在应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胶体CsPbX3(X＝Br，I，Cl)钙

钛矿纳米晶体(NCs)以及杂化钙钛MAPbX3(X＝Br ,I ,Cl)由于其高的光致发光量子产率

(PLQY)，可调发射波长和较窄的发射带宽而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材料。

[0003] 然而，CsPbX3(X＝Br,I,Cl)NCs等钙钛矿材料的稳定性问题严重阻碍了其应用，主

要是由热降解和大气湿度引起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封装策略来保护钙

钛矿NCs在实际应用中不被分解。高效的封装可以通过引入额外的基质来形成钙钛矿材料

和大气湿度之间的隔离，从而提高其对温度和湿度的抵抗力。

[0004] 钙钛矿材料的热降解效应是一个主要的瓶颈，严重的阻碍了其发展，尤其是在年

平均温度较高的地区。因此，近年来研究了各种封装材料以减轻热降解的影响。其中，主要

的常用材料有以下五种，包括氧化物，无机盐，有机聚合物，无机聚合物(PMMA/PC/PS等)和

金属有机骨框架(MOF)。例如，在完成SiO2对MAPbBr3量子点(QDs)的封装之后，该材料在空气

中的热降解作用显着降低。用硼硅酸盐玻璃封装后，CsPbX3(X＝Br，I)QD在高温下表现出出

色的热循环。使用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封装了CsPbBr3量子点，发现它们可以有效提高材

料的热稳定性。因此，研究新型封装材料对钙钛矿保护是十分有必要的。

[0005] 目前所采用的封装材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PMMA虽然透明，但是脆性大，无法

用于柔性场合。虽然有关于使用TPU封装杂化钙钛矿MAPbX3的报道，但是，封装过程高于室

温，在封装过程对于MAPbX3就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降解。所以，研发一种室温封装工艺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

[0006] 从材料选择上而言，使用TPU对钙钛矿材料进行封装保护，这样的方法更简便、更

高效，而且安全，无害。另外，封装后的钙钛矿/TPU聚合物具有高弹性，在高温与高湿度的条

件下，光致发光特性表现出极高的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室温使用

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及其应用，能够生长出高弹性的钙钛矿/TPU复合物，具有抗热降

解，抗水汽，高透明，高拉伸率等诸多优点。

[0008]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室温条件下，向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

胶中加入四氢呋喃搅拌溶解得到流体TPU高聚物，然后加入钙钛矿材料经自然冷却后获得

钙钛矿/TPU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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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具体的，包括以下步骤：

[0011] S1、将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与四氢呋喃溶液混合，然后在室温条件下进行磁

力搅拌至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完全溶解，获得流体TPU高聚物；

[0012] S2、向步骤S1得到的流体TPU高聚物中加入钙钛矿材料，然后在室温条件下，继续

进行磁力搅拌得到流体钙钛矿/TPU聚合物；

[0013] S3、将步骤S2制备的流体钙钛矿/TPU聚合物导入模具中，在室温下自然凝固，得到

钙钛矿/TPU聚合物。

[0014] 进一步的，步骤S1中，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与四氢呋喃的质量比为1g：(1～

20)mL。

[0015] 进一步的，步骤S1中，磁力搅拌的时间为1～3h。

[0016] 进一步的，步骤S2中，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与钙钛矿材料的质量比为1g：(1～

1000)mg。

[0017] 更进一步的，钙钛矿材料包括CsPbX3(X＝Br,I,Cl)或杂化钙钛矿MAPbX3(X＝Br,I,

Cl)。

[0018] 进一步的，步骤S2中，磁力搅拌的时间为1～5h。

[0019] 具体的，钙钛矿/TPU聚合物的拉伸率为其初始长度的10倍以上。

[0020] 本发明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制备的钙钛矿/TPU聚合物在高透过性以及柔性封装

材料中的应用。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通过在室温条件下，采用TPU作为封装材料对钙钛矿材料进行封装保护，这

种方法更简便、更高效、更安全，无害，并且封装后的复合材料具有高弹性，在水中和高温条

件下表现出光致发光稳定性。

[0023] 进一步的，通过简单的在室温条件下溶解和搅拌过程即可合成钙钛矿/TPU复合材

料。本发明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避免了高温条件以及复杂的设备使用，整个过程仅需在室

温条件下进行磁力搅拌即可，并且时间相对较短，提供了较高的操作可及性，节约了工作成

本。

[0024] 进一步的，使用磁力搅拌在室温条件下溶解TPU封装材料。这样的设置避免了传统

高温溶解的高能耗，并且磁力搅拌相对而言操作更加安全，便捷，更适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

产。

[0025] 进一步的，使用钙钛矿材料作为被封装材料。钙钛矿材料由于其独特的光学特性

和高量子产率，已经被视为下一代光学器件的潜在替代品。因此，通过封装解决稳定性问题

将为它的商业化应用拓展了道路。

[0026] 进一步的，使用磁力搅拌在室温条件下混合钙钛矿与TPU。这样的设置可以通过转

速调节避免钙钛矿/TPU聚合物发生团聚现象，同时使两种材料更加充分混合，降低能耗。

[0027] 进一步的，使用磁力搅拌在室温条件下混合钙钛矿与TPU。这样的设置可以通过转

速调节避免钙钛矿/TPU聚合物发生团聚现象，同时使两种材料更加充分混合，降低能耗。

[0028] 进一步的，钙钛矿/TPU聚合物的性能。封装后的钙钛矿/TPU聚合物具有良好的耐

热性和耐水性。另外，该聚合物还表现出高弹性，拉伸率为其初始长度的10倍以上。

[0029] 综上所述，本发明采用TPU作为钙钛矿封装材料，TPU具有可再生性和环保性，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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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反应且对人体无害，对于做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可直接置于空气中长期储存，不涉

及任何其它保护措施，对环境无污染。

[0030]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实施例1的XRD图谱；

[0032] 图2为实施例1的TEM照片；

[0033] 图3为实施例1的产物在日光和365nm紫外灯下的照片；

[0034] 图4为实施例1的光致发光图谱；

[0035] 图5为实施例2的XRD图谱；

[0036] 图6为实施例2的TEM照片；

[0037] 图7为实施例2的产物在日光和365nm紫外灯下的照片；

[0038] 图8为实施例2的光致发光图谱；

[0039] 图9为实施例3的拉伸率图；

[0040] 图10为实施例4的水中发光稳定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及其应用，通过加入四氢

呋喃在室温下进行搅拌溶解，之后将事先准备好的钙钛矿材料通过搅拌即可合成钙钛矿/

TPU聚合物。本发明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避免了高温条件以及复杂的设备使用，整个过程仅

需在室温条件下进行磁力搅拌即可，并且时间相对较短，提供了较高的操作可及性，节约了

工作成本。另外，以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TPU)具有可再生性和环保性，不影响反应且

对人体无害。

[0042] 本发明一种室温使用TPU封装钙钛矿材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S1、将TPU与四氢呋喃溶液混合，然后在室温条件下进行磁力搅拌至TPU完全溶解，

获得流体TPU高聚物；

[0044] 其中，TPU与四氢呋喃的质量比为1g：(1～20)mL；磁力搅拌时间为1～3h。

[0045] S2、向步骤S1得到的流体TPU高聚物中加入钙钛矿材料，然后在室温条件下，继续

进行磁力搅拌得到流体钙钛矿/TPU聚合物；

[0046] TPU和钙钛矿材料比例为1g：1～1000mg，磁力搅拌的时间为1～5h。

[0047] 钙钛矿材料包括CsPbX3(X＝Br,I,Cl)或杂化钙钛矿MAPbX3(X＝Br,I,Cl)。

[0048] S3、将步骤S2制备的流体钙钛矿/TPU聚合物导入模具中，在室温下自然凝固，得到

具有高弹性和高透过性的钙钛矿/TPU聚合物。

[0049] 钙钛矿/TPU聚合物在封装完成后，可以直接看到钙钛矿粉体材料，这保证了光致

发光过程钙钛矿材料对外界辐射能量的吸收和自身可见光的发射。

[0050] 钙钛矿/TPU聚合物的拉伸率为其初始长度的10倍以上，且能够避免钙钛矿材料水

汽分解问题，能够用于高透过性以及柔性使用场合。

[0051] 钙钛矿/TPU聚合物在TPU包裹的有效保护下，钙钛矿材料的发光性能在水中或高

温条件下具有长期稳定性，可以使得钙钛矿材料在极端环境中长期使用，可以承受0～100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729419 A

5



℃的温度，可以使得钙钛矿材料在超过室温等环境中长期使用。

[0052] 封装后的钙钛矿/TPU聚合物具有极大地商业应用前景，较高的耐热性可以使其在

温度传感器件领域得到应用。另外，钙钛矿/TPU聚合物还表现出高弹性，这为未来柔性穿戴

荧光材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05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的描述和所示的本发明实

施例的组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

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

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4] 实施例1

[0055] 首先，在50mL烧杯中，加入1g  TPU和10mL四氢呋喃组成的混合物置于磁力搅拌装

置上，室温条件下搅拌2h，直至所有的TPU完全溶解。然后，加入1mg的钙钛矿CsPbBr3  QDs材

料置于溶解后的TPU中，室温下搅拌2h，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得到具有高弹性和高透

过性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0056] 图1是按照实施例1所加入的CsPbBr3纳米晶体的X射线衍射谱，无杂质峰出现，说

明产物是为纯的CsPbBr3。

[0057] 图2是按照实施例1所加入单晶CsPbBr3纳米晶体的TEM照片，可以看出，CsPbBr3呈

立方块状。

[0058] 图3是按照实施例1所合成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在日光和365nm紫外灯下的照

片，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在紫外灯下表现出良好的绿色光发射，这表明TPU的封装没有阻碍

钙钛矿材料对紫外辐射能量的吸收和可见光的发射过程。

[0059] 图4是按照实施例1所合成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在365nm紫外灯激发下获得的

光谱图，测试波长范围200～900nm，积分时间100ms，从光谱可以看出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没有其它额外的发射峰存在，这表明TPU是一种高透过的聚合物，这保证了被封装材料的荧

光纯度。

[0060] 实施例2

[0061] 在50mL烧杯中，加入1g  TPU和20mL四氢呋喃组成的混合物置于磁力搅拌装置上，

室温条件下搅拌3h，直至所有的TPU完全溶解。然后，加入1000mg的钙钛矿Cs4PbBr6  QDs材料

置于溶解后的TPU中，室温下搅拌3h，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得到具有高弹性和高透过

性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0062] 图5是按照实施例2所加入的单晶Cs4PbBr6纳米晶体的X射线衍射谱，无杂质峰出

现，说明产物是为纯的Cs4PbBr6。

[0063] 图6是按照实施例2所加入的单晶Cs4PbBr6纳米晶体的TEM照片，可以看出，

Cs4PbBr6呈斜菱方柱状体。

[0064] 图7是按照实施例2所合成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在日光和365nm紫外灯下的照

片，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在紫外灯下释放出绿色荧光，这表明TPU的封装钙钛矿材料的光致

发光过程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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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图8是按照实施例2所合成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在365nm紫外灯激发下获得的

光谱图，测试波长范围200～900nm，积分时间200ms，从光谱可以看出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的发射峰较窄，这表明其释放的荧光强度很高，说明TPU可以有效地避免钙钛矿材料的团聚

效应，从而提升聚合物的量子产率。

[0066] 实施例3

[0067] 在50mL烧杯中，加入1g  TPU和15mL四氢呋喃组成的混合物置于磁力搅拌装置上，

室温条件下搅拌2.5h，直至所有的TPU完全溶解。然后，加入500mg的钙钛矿CsPbBr3  QDs材

料置于溶解后的TPU中，室温下搅拌1h，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得到具有高弹性和高透

过性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0068] 图9是按照实施例3所合成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拉伸率可以达到初始长度的

10倍以上。

[0069] 实施例4

[0070] 在50mL烧杯中，加入1g  TPU和5mL四氢呋喃组成的混合物置于磁力搅拌装置上，室

温条件下搅拌1h，直至所有的TPU完全溶解。然后，加入50mg的钙钛矿CsPbBr3  QDs材料置于

溶解后的TPU中，室温下搅拌5h，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得到具有高弹性和高透过性的

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0071] 图10是按照实施例4所合成出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浸入水中在365nm紫外灯激

发下获得的光谱的长期稳定性(0～72h)。

[0072] 实施例5

[0073] 在50mL烧杯中，加入1g  TPU和1mL四氢呋喃组成的混合物置于磁力搅拌装置上，室

温条件下搅拌1.5h，直至所有的TPU完全溶解。然后，加入10mg的钙钛矿CsPbCl3  QDs材料置

于溶解后的TPU中，室温下搅拌4h，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得到具有高弹性和高透过性

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0074] 实施例6

[0075] 在50mL烧杯中，加入1g  TPU和15mL四氢呋喃组成的混合物置于磁力搅拌装置上，

室温条件下搅拌2.5h，直至所有的TPU完全溶解。然后，加入5mg的钙钛矿CsPbI3  QDs材料置

于溶解后的TPU中，室温下搅拌1.5h，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得到具有高弹性和高透过

性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

[0076] 通过大量的实施例证明了本发明的操作可行性，适用于商业化的大批量生产。从

结果上看，采用TPU作为封装保护材料可以极大地提升钙钛矿材料对温度，水汽以及一些极

端条件的适应能力，封装后的钙钛矿/TPU复合材料未受到TPU的影响，依然保持其良好的光

学特性。本发明将为下一代光学器件的应用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0077] 以上内容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按

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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