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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控制释放在保护药物免受内在或外界条件的影响，提高药物有效利用率，延长持效期等方

面起了重要作用。 微囊化是控制释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微囊化技术多种多样，微囊化所用壁材也不

尽相同，伴随的微胶囊释放机制亦各不相同。 文中对几种微胶囊控释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以期对

探索高功效、智能化微囊化技术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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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olled releas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protecting the drug from being damaged by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improving effective availability and prolonging lasting period. The microcapsul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release. The microcapsulation technology is varied, and the wall materials are also different, so the release mechanisms

must be different. In this paper, several kinds of controlled release mechanism of microcapsules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It

had a great significance on exploring high efficiency, intelligence and release-controlled microcapsul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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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释放系统的设计目的主要包括：1）保护敏

感有效成分，减少外界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1]；2）延

缓芯材释放，延长持效期[2]；3）降低对作物、环境等

的毒害 [3]；4）减少用药次数，提高药物有效利用率

等。因此，药物释放在药物传导系统设计过程中是

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点。微囊化在药物释放领域是

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通过近些年来科学家的不断

探索和实践，微囊化技术已逐渐发展成熟。众所周

知，微囊化技术一般是指利用一种较薄的、不同特

性的材料将固体或液体微小颗粒包覆起来，以达到

控制释放的技术[4]。目前微囊化技术在化工、食品、
医药、精油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开发与应用，但在农

药领域的应用还不够广泛。由于生产条件的局限性

和使用环境的复杂性，农药微囊化技术大部分还只

是在实验室中进行，而且微胶囊工业化放大技术目

前掌握的人数较少，并没有在行业中普及。随着微

囊化技术的进步，近几年来已不断有农药微胶囊商

品化，如吡虫啉、毒死蜱、高效氯氰菊酯等[5]。然而我

国对农药微胶囊的研究尚处于制备过程，对最为关

键的释放过程未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随着国家肥

药双减政策深入实施，重点着眼于制备过程已不能

满足人们对省力化、智能化、高功效剂型的需求。
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外微胶囊化不同的释放机

制进行了详细综述，探讨了不同释放机制的特性。
此外，根据研究人员多年从事微囊化技术研究的实

践经验，先对微囊化的技术方法进行简短概述，然

后结合目前农药微胶囊的登记现状，探讨了国内农

药微胶囊有待解决的问题，旨在促进农药微囊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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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

1 微胶囊制备方法

目前，农药微胶囊（如图1）常用的制备方法有

原位聚合法 [6]和界面聚合法 [7]，另外还有喷雾干燥

法[8]、包结络合法[9]、超临界流体法[10]、溶剂挥发法[11]、
相分离法[12]、锐孔-凝固浴法[13]等，近年来也有学者

探索提出了微流体技术[14]和配位聚合技术[15]等微囊

化新技术。常用的壁材主要有脲醛树脂、密胺树脂、
聚脲、聚氨酯等。由于所需囊壁材料和药物类型不

同，释放机理也各式各样。

2 微胶囊释放机制

药物微囊化后，一般要求药物能定时定量从微

胶囊中释放，以达到防治的目的[16]。由于微胶囊材料

和药物类型的不同，药物的释放动态主要取决于药

物本身在介质中的溶解性、溶剂的扩散能力、聚合

物的溶胀、囊壁材料的降解以及外界因素，如触碰、
光、pH等[17]。微胶囊释放机制主要包括以下4种：

扩散-控制释放、溶解-控制释放、降解-控制释放和

刺激-控制释放。
2.1 扩散释放

这是一种常见的释放方式，一般采用界面聚合

法和原位聚合法制备的微胶囊的释放机制主要为

扩散控制释放。微胶囊被当做一种存储的容器，当

与均一溶液接触时，溶剂分子通过微胶囊上的孔隙

或通道进入囊内将药物溶解，然后通过溶剂分子的

不断运动将药物从囊内搬运到囊外，从而达到扩散

释放的目的[18]。这种释放根据所包裹药物的溶解度

不同分为连续和不连续释放。囊内药物溶解较快，

这种释放系统属于不连续释放系统（如图2）。此种

释放，遵循一级释放动力学模型[19-20]。当药物从囊内

扩散后，囊内药物浓度降低，从而使得扩散速率随

着时间呈指数性降低。如果囊内药物具有较低的溶

解度，则开始只有一部分扩散出来，后面会缓慢释

放直到囊内药物完全溶解，此释放系统为连续释放

（如图3）。该释放符合零级释放动力学模型[19-20]。总

之，扩散释放机制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溶剂对药

物的溶解速率和溶剂渗透进入囊壁的速率、药物溶

液逃离微胶囊的速率。

在零级释放模型中，药物释放动态还需考虑初

始载药量。受微胶囊初始载药量与微胶囊囊壁厚度

的影响，释放系统的初始释放状态可能会存在2种

情况[19]。一是初始释放呈现一种“突释”现象。大量的

药物在贮存期间可能已扩散到囊壁材料中，当该释

放系统暴露于释放介质中时，就会有个较高的释放

速率，即“突释”。二是初始释放呈现低释放速率现

象。该现象与“突释”相反，药物被包裹后几乎不会

渗透进入壁材，因此，最初的浓度一般会低于稳定

状态的浓度，即产生低速释放现象。
2.2 溶解释放

溶解释放过程属于物理化学过程[21]。在此释放

机制中，当聚合物囊壁在释放介质中可溶时，药物

的释放速率由聚合物囊壁的溶解速率决定[22]。囊壁

厚度越大，囊壁在释放介质中的溶解度越小，药物

释放越慢。
2.3 囊壁侵蚀和降解控制释放机制

目前最常见的可降解微胶囊壁材主要为聚乳

酸或乳酸与羟基乙酸聚合物。易侵蚀系统最重要的

特点是释放机制和侵蚀动态。侵蚀产物必须无毒且

可回收。侵蚀释放方式有2种：本体溶蚀和表面侵蚀。
单体系聚合物的侵蚀发生在释放介质中，特别

是水，极易攻击聚合物的共价键。对于水解不稳定

的化学键，水的存在是侵蚀速率的重要决定因素。
键的水解也可以由酸或碱催化，这种情况下侵蚀速

率将取决于本地质子供体和受体的浓度。
当水侵入聚合物时水解反应迅速发生。在这种

图 1 微胶囊结构简图

图 2 微胶囊不连续释放系统

图 3 微胶囊连续释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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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体溶蚀致药物释放示意图

情况下，水存在于微胶囊体系周围，链断裂过程能

够发生在囊体任何地方。开始时水解作用可能会很

慢，尤其是聚合链过长，最初的链断裂反而使得聚

合链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和迁移性，并形成晶体，不

利于水解反应的继续，然而水解反应达一定程度

后，整个过程将加速。本体溶蚀释放特点如图4所

示。第1阶段（a）药物链接到微胶囊释放体系的表面；

第2阶段（b）为潜在释放阶段，小部分聚合物开始降

解，但药物依然被包覆；第3阶段（c）聚合物分解，药

物得到迅速释放。

当微胶囊与水接触时，表面侵蚀反应发生。表

面侵蚀较缓慢，水解反应则较快。例如聚酐类聚合

物是一种具有一定疏水性的材料，为防止发生水解

反应，不稳定的化学键被埋藏在聚合物内层，因此

伴随着水解反应的进行，离微胶囊表面较近的药物

首先缓慢释放。侵蚀释放过程如图5所示。被包覆的

药物随着囊壁材料的侵蚀而缓慢释放，囊壁聚合物

的侵蚀由表及里，粒径也逐渐减小，最终导致所有

药物的释放[23]。

侵蚀和降解释放过程只是理想条件下的简单

过程，现实情况下释放过程比较复杂，单纯的本体

溶蚀和表面侵蚀很少存在。微胶囊释放机制还跟所

包裹药物的性质有关。周训卿等[24]以可生物降解的

壳聚糖（CS）和DL-丙交酯为原料，合成了可降解的

壳聚糖-聚乳酸接枝共聚物（CS-co-PLA），并以此为

壁材制备嘧菌酯微胶囊，嘧菌酯被包裹在共聚物的

疏水内核中，释放速率较慢。为了提高凝胶微球的

缓释性能，向飞等[25]以啶虫脒为模型药物，采用层

层组装（LBL）方法，制得了海藻酸钠与壳聚糖交替

包覆的具有多层膜结构的凝胶微球。由于海藻酸

钠/壳聚糖聚电解质膜间主要靠静电作用吸附在一

起，其较强的溶胀性能和疏松的层层结构相对于钙

离子交联的微球具有更强的吸水作用，所以随膜层

数的增加，微球的溶胀度增大，膜层越容易从微球

表面脱落，进而控制药物释放。
2.4 触发诱导释放机制

刺激反应式微胶囊在药物释放、香料释放、食
品保鲜、自修复材料中应用较广泛。目前有多种刺

激途径可以用于微胶囊药物的释放。触发诱导释放

的刺激因子主要有化学、生物、光、热、磁和电等[26]。
图6介绍了几种在农药领域有潜在应用价值的触发

诱导释放机制。

2.4.1 化学诱导释放机制

利用化学方法控制微胶囊释放是通过触发囊

壁上的某些化学键来引发一系列反应，从而控制释

放过程。化学诱导大体上分为2类：1）pH变化；2）硫

键的还原反应。这里重点描述pH诱导释放。许多反

应都是由酸或碱催化完成的，例如聚丙烯酸盐类吸

水剂具有强吸水性的同时，也对溶液中质子浓度的

图 5 表面侵蚀释放机制示意图

图 6 微胶囊的刺激释放机制

马涛，等：微胶囊释放机制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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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H 响应微胶囊释放过程示意图

图 8 热响应微胶囊的热释放示意图

变化具有一定的响应能力，因而可以制成质子敏感

型水凝胶。当溶液呈中性或弱碱性时，聚合物链水

化后呈伸展状态，孔道关闭；当溶液呈强酸性（pH
值≤2）时，由于聚电解质链收缩，孔道自动打开，处

于开放状态。依据该原理，人们可以设计制作智能水

凝胶微球，应用在缓释药物及生化医药方面。Hoff-
man[27]对其应用已进行了全面综述。目前pH刺激响

应微胶囊主要用于医学领域。pH刺激响应性药物释

放体系特别适合口服药物的控制释放，即利用人体

消化道各环节pH值的不同，控制药物在特定的部位

释放。pH刺激响应性药物释放系统采用对pH值有响

应性的凝胶材料做为药物包埋基质，利用凝胶在

不同pH值下溶胀度、渗透性能的不同，来控制药物

的释放[28]。Schwarte等[29]用聚乙二醇和聚甲基丙烯酸

N,N-二乙基氨基乙酯制得一种新型接枝阳离子型水

凝胶。这种水凝胶显示出非常强的pH敏感性，pH值

较高时溶胀比高达25倍，可用于7-(β-羟丙基 )茶

碱、维生素B12、荧光黄异硫氰酸盐-葡聚糖的释放。
Abbaspourrad等[30]用微流体技术制备了pH刺激响应

微胶囊（如图7）。随着pH值的增大，所包裹物质的

释放速率随之增加。

诱导释放要求施用环境比较特定，目的性较

强，目前在农药领域研究甚少。在农药生产中可以

根据各种农药本身的性质和所施用环境的酸碱度

来决定某些农药制剂的加工形式。
2.4.2 生物刺激释放机制

生物学特性和生物分子都能够刺激微胶囊释

放芯材物质。从文献角度可以将生物刺激释放方式

分为2类：一是生物的生命活动产生刺激，破坏了囊

壁从而导致释放。陆一匡等[31]应用界面聚合法制备

了用于防治光肩星天牛和黄斑星天牛的触破式氯

氰菊酯微胶囊剂。此触破式微胶囊受外界压力作用

而破裂，并释放有效成分。实践证明该微胶囊剂不

仅对天牛击倒快、药效高，而且具有持效期长的优

点。二是通过生物分子如酶类对囊壁的降解促使芯

材物质释放。此类型目前在医药领域应用较多，依

靠人体内各种消化酶来溶解囊壁，进而使囊内药物

释放。例如，酯酶催化酯水解反应，糖苷酶催化糖苷

键水解，肽酶催化蛋白质水解生成氨基酸，还原酶

催化氢化反应等。
2.4.3 热刺激释放机制

温度变化也可以引发微胶囊的释放。温度的变

化引起微胶囊囊壁的熔化，导致相变，从饱满水合

状态转变成干瘪失水状态，相变使囊壁产生孔隙，

进而使药物释放。温度的增加可以使聚合物解体或

者分解，导致芯材释放。除了直接加热外，其他的光、
电、磁也可以引起温度变化，进而导致释放。本文主

要关注直接加热达到释放的机制。Sun等[32]选择微流

体技术，采用复乳化法制备了单分散性微胶囊，该

微胶囊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囊壁熔化，芯材释放，

释放过程如图8。所制备微胶囊以石蜡为壁材，以甲

苯胺蓝为芯材，当温度升高到45℃时，囊壁开始熔

化（2），使得芯材与熔化壁材融合（3），再经过几分

钟的持续加热，芯材全部释放。

2.4.4 光刺激释放机制

光刺激控释系统目前已有较多应用，纳米粒子

和发色基团能够在一定波长范围内吸收光，而且吸

收截面可以调整为单光子或多光子吸收。光刺激释

放的原理主要是体积相转变。从相转变机理角度可

以将它分为2种。一种是所用壁材聚合物含有光活性

基团，如偶氮苯、螺苯并吡喃、三苯甲烷等[33]。这些活

性基团受到光照后，构型发生变化或形成带电荷的

基团，导致聚合物分子链的构象或亲疏水性发生变

化，进而改变聚合物的结构（如图9A、图9B），引起控

释体系发生体积相转变，实现药物在胶束中的包载

和释放[34]。比如，偶氮苯基团是由2个苯环通过偶氮

键（-N=N-）连接起来的光活性基团，存在顺式和反

式2种异构体[35-37]。当受到特定波长紫外光照射时，

偶氮苯基团的反式异构体会转变为顺式异构体；当

受到蓝光照射时，顺式异构体可转变为反式异构

体。如果偶氮苯基团位于形成控释体系的聚合物分

子主链上，其顺-反异构体的转化会导致聚合物分

子链的构象发生明显变化，从而引起控释体系发生

体积相转变，进而导致药物释放。2004年，Wang等[38]

首次将光敏感性基团引入聚合物胶束的结构中，

获得了一种在可见光和紫外光作用下可控自组装

和自解离的BCP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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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光刺激响应性缓释系统

马涛，等：微胶囊释放机制概述

另一种光刺激响应性缓释系统（如图9C）是由

贵金属纳米粒子和温度刺激响应性聚合物材料形

成的复合体系。当这类控释体系受到光照时，其中

的贵金属纳米粒子如银纳米粒子或金纳米粒子等

可以将光能转化成热能，导致温度高于其中温度刺

激响应性聚合物，发生体积相转变。后面的释放机

制同热刺激释放机制。此类释放机制由于用到银纳

米粒子和金纳米粒子等贵金属，成本比较昂贵，在

医药领域应用较多，在农药领域应用较少。但由于

丰富的紫外线资源，第1种光敏式微胶囊有望在农

药领域得到广泛的开发与应用。

3 农药微囊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农药微胶囊概念在行业内由来已久，但诸

多因素限制了农药微胶囊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总

体来说，农药微囊化技术的发展需要克服诸多难

点。常见的问题有：农药微胶囊化技术仍然停留在

探索阶段，没有一套成熟的技术理论作为指导；农

药种类繁多，性质各不相同，微囊化技术多样，很难

探索出一种既简单又适用的方法；对农药微胶囊的

释放机制研究太少，应以所需农药微胶囊的释放机

制去指导微囊化技术的探索；微囊化要求较高，工

业化生产难以准确控制[39]；目前工业化产品的工艺

方法比较单一，仅限于原位聚合法和界面聚合法

等；另外，由于微囊化成本较高，企业对该技术的投

入较少，重视度不够。

4 结语

本文对几种控释策略及释放机制进行了详细

叙述，强调了几种释放机制在控释系统中的重要作

用。当设计开发控释系统时，重要的是识别或理解

该系统的控释机制。通常情况下并不是一种控释机

制在起主导作用，有可能在每个阶段均有一种控释

机制。因此，了解各种控释机制，以所需要的控释机

制去指导控释系统的设计才是达到控释效果的最

佳途径。药物控制释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药

物的实际价值，但不可否认控制释放产品的开发花

费较大。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需要制成控释制剂，

其中易降解、毒性较高或对特定环境有影响的药物

需要加工成控释制剂。随着对控释机制理解加深和

控释技术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合适的药物开发

成控释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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