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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figuration method of phase change microencapsulation fo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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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变微胶囊是用天然或者合成的聚合物材料将相变芯材包裹的粒子。相变微胶囊由囊壁和囊芯两个部分组
成，其中囊芯为相变材料。如何制成具有稳定核壳结构是相变微胶囊制作的难点。本文介绍一种通过反复实验检
验的相变微胶囊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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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se change microcapsules are particles encapsulated in phase change cores using natural or synthetic
polymer materials. Phase change microcapsules consist of two parts: the wall and the core, in which the core is phase
change material. It is difficult to fabricate phase change microcapsules with stable core-shell struc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thod of making phase-change microcapsules through repeated experimental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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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变微胶囊是用天然或者合成的聚合物材料，将相变
芯材包裹的粒子。相变微胶囊有囊壁和囊芯两个部分组成，
其中囊芯为相变材料。
相变材料从相变形式上可分为固-固、固-液、液-气及
固-气相变材料 4 类，由固-液相变材料相变时体积膨胀率
较小、储热能力较强，常见的固-液相变材料有石蜡类、聚
乙二醇、结晶水合盐、共晶水合盐、脂肪酸类等。囊壁一般
为高分子聚合物，常选择的有聚脲、脲醛树脂、聚酰胺、三
聚氰胺-甲醛树脂或是它们的复合体系。但是其在使用过
程中由于相转变，相变材料会有一定的流失，其使用寿命
受到一些限制，所以如何制成具有稳定核壳结构是相变微
胶囊制作的难点。
本文介绍一种，通过反复实验检验的相变微胶囊制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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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微胶囊材料的选择

相变微胶囊采用芯材+双层壁材的结构，其中：内层囊
壁为三聚氰胺相变改性脲醛树脂材料，外层囊壁为二氧化
硅。芯材采用石墨对芯材导热改性。同时对微胶囊表面改
性，使得相变微胶囊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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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微胶囊制作工艺

2.1 囊壁的预聚合
准备 183 克 37%的甲醛水溶液和 90 克尿素混合倒入反
应釜中，开始搅拌。
滴加三乙醇胺调节PH到 8，调节温度到 50℃，搅拌一小
时。搅拌反应过程期间，30min时加入质量分数为 10%的三
聚氰胺 27.3 克。1 小时的保温搅拌后，加入 850g去离子水，
形成稳定的预聚体溶液备用。

2.2 改性石蜡芯材的制作
准备 200 克石蜡和 1.6 克 400 目石墨，加入到反应釜中。
调节温度到 50℃，恒温搅拌 30min，制备出石墨石蜡混合物。
在 1000mL去离子水中加入 120g氯化钠，21.3gOP-10，
加入到石墨、石蜡混合物中。
保持温度为 50℃并搅拌，加入 4g抗氧剂，4g热稳定剂，
调节转速 300r/min，保持搅拌 45min。
2.3 内层壁囊包裹
调节转速到 240r/min，温度保持在 50℃。调酸PH为 6，
滴加预聚体溶液到乳状液中。在 55℃条件下恒温反应，充
分搅拌，每 20 分钟滴加酸一次，逐步调节到PH到 2。PH值
达到 2 后，加入 20g亚甲基二萘磺酸钠水溶液作为分散剂，
保温反应 1 小时，之后升温到 70℃保温反应 2 小时。用三乙
醇胺调节PH值到 9，将 80g硅酸钠水溶液加入到溶液中，用
柠檬酸调整混合溶液PH值到 6。
2.4 相变微胶囊合成及处理
2.4.1 硅溶胶制备
取 正 硅 酸 乙 酯TEOS：100g、硅 烷 偶 联 剂KH-570：
194g、无水乙醇EtOH：12.5g，用 10%柠檬酸调节到PH到 4。
60℃恒温水解 6h，得到硅溶胶（得到硅溶胶后立即进行下一
步反应）。
2.4.2 胶囊表面改性及后处理
取微胶囊 500g、硅溶胶 300g、水 4500g混合。60℃下，
机械搅拌 1h，对所得微胶囊乳浊液在 75℃条件下机械搅拌，
减压蒸馏蒸发掉体系中的水和乙醇。50℃真空干燥 6h制备
纳米二氧化硅改性的相变微胶囊。

3

结语

1）将上述实验方法制备的微胶囊以 20%～50%的比例
掺入到石膏中制得相变储能石膏复合材料，导热系数等主
要指标可以达到主流保温材料的水平，经 50 次循环实验，
相变焓变化较小。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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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84d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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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 84d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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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下硫铝酸盐胶凝材料体系 84d抗压强度

在-5℃~25℃时有助于硫铝酸盐胶凝材料体系抗 28d压强度
的提高，但是在 40℃时不利于硫铝酸盐胶凝材料体系抗 28d
压强度的提高；掺加聚合物后，在-5℃~10℃时不利于硫铝
酸盐胶凝材料体系抗 28d压强度的提高，但是在 25℃~40℃
时有利于硫铝酸盐胶凝材料体系抗 28d压强度的提高；掺
加氯化锂后，在-5℃~10℃℃时对硫铝酸盐胶凝材料体系抗
28d压强度的提高无不利影响，但是在 25℃~40℃时不利于
硫铝酸盐胶凝材料体系抗 28d压强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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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砂浆、相变涂料、相变保温板材等。另外，服装、电子设
备上也有较好的使用前景，可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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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相变微胶囊的石膏基相变保温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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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了行业示范作用。盐城工学院与总院合作，对推动高素质人才培养、强化办学特色、推进科技协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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