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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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036632.9

(22)申请日 2020.01.14

(71)申请人 鲁东大学

地址 264025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

路186号

(72)发明人 王磊　宿红艳　李玉洁　刘晓玲　

郝朋　

(51)Int.Cl.

A01N 59/16(2006.01)

A01N 25/22(2006.01)

A01P 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

抑菌剂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与生

物合成的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制备方法，属于生

物纳米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1、将百里香叶

片洗净后烘干；2、称取1.0g百里香叶片，将叶片

剪碎，加入20mL提取剂，37℃，200rpm振摇1-8h，

过滤，然后12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即得到百

里香叶片提取液，4℃保存备用；3、向40mL超纯水

中加入PVA和硝酸银粉末，搅拌混合5-10min，加

入1-10mL百里香叶片提取液，定容至50mL，40-

100℃恒温水浴中磁力搅拌1-100min，即得到生

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本发明能将百里

香叶生物合成的纳米银加载到PVA上可以极大地

增强银纳米粒子的稳定性，其抑菌性较PVA负载

化学合成纳米银也显著提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4页

CN 111184024 A

2020.05.22

CN
 1
11
18
40
24
 A



1.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材料的预处理

将百里香叶片洗净后烘干；

2)、百里香叶片提取液的制备

称取1.0g百里香叶片，将叶片剪碎，加入20mL提取剂，37℃，200rpm振摇1-8h，过滤，然

后12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即得到百里香叶片提取液，4℃保存备用；

3)、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

向40mL超纯水中加入PVA和硝酸银粉末，搅拌混合5-10min，加入1-10mL百里香叶片提

取液，定容至50mL，40-100℃恒温水浴中磁力搅拌1-100min，即得到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

合抑菌剂。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百里香叶片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超纯水洗涤3次。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烘干温度控制在60℃，烘干至恒重。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过滤采用Whatman  No.1定性滤纸过滤。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提取剂为去离子水、40％乙醇、70％乙醇、100％乙醇、100％甲醇、

100％乙醚中的任意一种。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PVA的质量分数终浓度为0.01-50％，硝酸银的终浓度为0.1-10mM。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12000rpm离心10min，超纯水重悬，避光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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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与生物合成的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制备方

法，属于生物纳米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纳米银(Silver  nanoparticles,AgNPs)是采用纳米技术制备的粒径在10-100nm

的金属银单质。纳米银粒子独特的表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使其杀菌作用产生了质的飞跃，

极少量的纳米银可在数分钟内杀死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淋球菌、沙眼衣原体等上百

种致病微生物，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抗菌持久、无耐药性等特点，成为传统抗生素等

抑菌剂的替代品，具有广阔的开发及应用前景。已作为一种新兴抑菌材料广泛应用在涂料、

纺织、塑料及橡胶制品、陶瓷与玻璃制品、医药、医疗器械等领域。

[0003] 纳米银通常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制备，但这两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物理方法

对设备要求高；而化学方法在制备过程中需要入硼氢化钠、水合肼、二甲基甲酰胺等还原

剂，以及聚乙烯吡咯烷酮、十二烷基磺酸钠等稳定剂，这些化学物质对人类的健康和环境造

成了很大的危害。另外，上述方法制备的银纳米粒子极易团聚和被氧化，限制其在实际应用

中的推广。相比之下，近年来人们开始尝试利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体内蕴含的活性物质作

为还原剂和稳定剂生物合成纳米银，与传统的纳米银制备方法相比，生物合成法因其原料

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反应条件温和、环境友好等优势而备受关注。生物提取物中富含蛋白

质、脂类、多糖等生物大分子，能够与纳米材料结合而赋予其独特的理化性状和生物学特

性，使产物更加稳定、抑菌效果更显著。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生物合成纳米银抑菌剂的报道，

但研究表明不同的生物材料的合成产品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形态和稳定性各不相同，而且

不同的病原菌对不同生物合成纳米银的敏感性也不同。

[0004] 百里香(Thymus  mongolicus  Ronn)，为唇形科，百里香属，因其花香浓郁而得名，

在我国又称为地椒、地花椒、山椒、山胡椒、麝香草等。百里香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被作为一

种烹饪常用的香辛料而广泛种植，全球约有300-400多个品种。百里香中主要含有百里香

酚、麝香草酚、香荆芥酚、樟醇、芳樟醇、牻牛儿醇和聚伞花素等挥发油成分以及紫杉叶素、

黄芩素、百里香糖苷、芫花素、芹菜素等黄酮成分。除挥发油类、黄酮类外,百里香还含有有

机酸、氨基酸、糖甙以及许多微量元素。百里香可入药，具有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抗菌防

腐、驱风止痛、止咳化痰、促进消化、改善头痛等功效。由于不同植物资源中的活性物质具有

丰富的多样性，可以赋予生物合成纳米银不同的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因此利用和筛选更

多的生物材料合成新型纳米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0005] 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PVA)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高分子材料，价格低廉、

合成方便、安全低毒环保，近年来PVA以其成膜性好、热稳定性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合成材

料、乳化剂、涂膜剂、粘合剂、药用辅料等方面。利用PVA作为纳米银载体，可以防止银纳米粒

子的团聚，从而大大提高了银纳米颗粒的稳定性。

[0006] 虽然目前已有PVA负载纳米银的报道，但PVA加载生物合成纳米银的研究尚属空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1184024 A

3



白，复合纳米银常常因加载不同性能的纳米银产生而较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其抑菌活性和

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

抑菌剂的方法，该方法一步法合成，操作简单，生产成本低廉。将百里香叶生物合成的纳米

银加载到PVA上可以极大地增强银纳米粒子的稳定性，其抑菌性较PVA负载化学合成纳米银

也显著提高。

[0008] 一种利用百里香叶提取液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0009] 1、材料的预处理

[0010] 将百里香叶片洗净后烘干；

[0011] 所述百里香叶片，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超纯水洗涤3次；

[0012] 所述烘干温度控制在60℃，烘干至恒重。

[0013] 2、百里香叶片提取液的制备

[0014] 称取1.0g百里香叶片，将叶片剪碎，加入20mL提取剂，37℃，200rpm振摇1-8h，过

滤，然后12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即得到百里香叶片提取液，4℃保存备用；

[0015] 所述过滤采用Whatman  No.1定性滤纸过滤；

[0016] 所述提取剂为去离子水、40％乙醇、70％乙醇、100％乙醇、100％甲醇、100％乙醚

中的任意一种；

[0017] 3、制备纳米银复合抑菌剂

[0018] 向40mL超纯水中加入一定量的PVA和硝酸银粉末，搅拌混合5-10min，加入1-10mL

百里香叶片提取液，定容至50mL，40-100℃恒温水浴中磁力搅拌1-100min，即得到生物合成

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

[0019] 所述PVA的质量分数终浓度为0.01-50％，硝酸银的终浓度为0.1-10mM；

[0020] 所述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12000rpm离心10min，超纯水重悬，避光保存。

[0021] 本发明所提供的通过百里香叶片提取物生物合成纳米银复合抑菌剂的方法，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生产成本低廉，合成步骤简单，只需一步法即可完成，合成速度快，环境友好；

[0023] 2、在氨基酸、蛋白质、糖甙等百里香中蕴含的生物分子提高纳米银分散性和稳定

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PVA载体防止纳米银颗粒的团聚和氧化，合成的产品溶液具有高度

的稳定性，在4℃避光可保持6个月不发生明显的聚集，100℃处理1h仍维持较高的抑菌活

性；

[0024] 3、合成产品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具有较高的抗菌活性，抑菌活性较化

学合成纳米银/PVA有显著提高。

附图说明

[0025] 图1：本发明实施例1所制备的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紫外-可见吸收

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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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2：本发明实施例2所制备的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紫外-可见吸收

光谱图；

[0027] 图3：本发明实施例2中80℃制备的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透射电镜

图；

[0028] 图4：本发明实施例2中80℃制备的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对铜绿假单胞

菌的抑菌圈实验图；

[0029] 图5：抑菌制剂的热稳定性实验。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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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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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实施例通过百里香叶片提取物生物合成纳米银复合抑菌剂，制备方法如下：

[0033] 1、采集百里香叶片，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超纯水洗涤3次，60℃烘干，称取

1.0g百里香叶片，将叶片剪碎，加入20mL40％乙醇，37℃，200rpm振摇2h，用Whatman  No.1定

性滤纸过滤，然后12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即得到百里香叶片提取液，4℃保存备用。

[0034] 2、向40mL超纯水中加入400mg的PVA和50mg的硝酸银，搅拌混合10min，加入上述百

里香叶片提取液1mL，定容至50mL，在90℃恒温水浴中磁力搅拌分别反应0、5、10、15、30min，

即得到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制备好的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12000rpm离心

10min，超纯水重悬，避光保存。

[0035] 3、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可见-紫外吸收光谱

[0036] 纳米银的合成可通过可见-紫外吸收光谱图中强烈的可见区吸收进行表征。如附

图1所示，反应起始时没有吸收峰，反应进行5min后，复合材料在波长为413nm左右处开始出

现纳米银颗粒的特征吸收峰，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吸收峰逐渐增强，到30min后在420nm处

出现纳米银的强吸收峰，证明百里香叶片提取物可以成功介导纳米银的合成。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实施例通过百里香叶片提取物生物合成纳米银复合抑菌剂，制备方法如下：

[0039] 1、采集百里香叶片，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超纯水洗涤3次，60℃烘干。称取

1.0g百里香叶片，将叶片剪碎，加入20mL70％乙醇，37℃，200rpm振摇1h，用Whatman  No.1定

性滤纸过滤，然后12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即得到百里香叶片提取液，4℃保存备用；

[0040] 2、向40mL超纯水中加入250mg的PVA和20mg的硝酸银，搅拌混合5min，加入上述百

里香叶片提取液1mL，定容至50mL，将上述混合溶液分别在50、60、70、80℃恒温下磁力搅拌，

反应20min，即得到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制备好的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

12000rpm离心10min，超纯水重悬，避光保存。

[0041] 3、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可见-紫外吸收光谱。纳米银的合成可通过

可见-紫外吸收光谱图中强烈的可见区吸收进行表征。如附图2所示，50℃合成条件下不产

生纳米银特征吸收峰，60℃时开始在424nm处产生纳米银的特征吸收峰，随着反应温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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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吸收峰的峰高逐渐加强，且吸收峰发生蓝移，当温度升至80℃时在419nm有特征吸收峰，

半峰宽变窄。由此可以看出百里香叶片提取物可介导纳米银抑菌剂的生物合成，并且随着

反应温度的增加，纳米银的合成效率逐渐加强，合成粒径逐渐减小，且粒径更加均匀。

[0042] 4、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取5-10μL步骤2中80

℃下制备的复合纳米银抑菌剂溶液样品滴加在铜网上，室温干燥，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在80-

300kV电压下观察。如附图3所示，由百里香生物合成的纳米银颗粒呈球形，粒径比较均匀，

多数在30nm左右，呈单分散形式分布在PVA表面之上，说明制备的纳米银复合材料的状态较

为理想。

[0043] 对比例1

[0044] 将本发明实施例2中80℃下制备的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与常规的化学合成纳米

银/PVA复合抑菌剂进行比较：

[0045] 1)化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

[0046] 向40mL超纯水中加入250mg的PVA和20mg的硝酸银，搅拌混合10min，加入硼氢化钠

(终浓度2mM)，定容至50mL，将上述混合溶液在80℃恒温下磁力搅拌，反应20min，即得到化

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制备好的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12000rpm离心10min，超纯

水重悬，避光保存。

[0047] 2)LB培养基的制备

[0048] LB液体培养基的配制：酵母提取物5g，蛋白胨10g，氯化钠5g，超纯水定容至

1000mL，调节pH值至7.2。LB固体培养基是在上述制备的培养液中再添加入1.5-2％的琼脂。

以上两种培养基均置于高压灭菌锅内经120℃，0.1MPa高压灭菌20min。灭好菌的液体培养

基冷却至室温，放置于4℃冰箱中保存；固体培养基则在凝固之前在超净工作台中分装于灭

菌培养皿中，冷却至室温，待凝固后放置于4℃冰箱中保存。

[0049] 3)抑菌圈实验

[0050] 选用典型的临床耐药病原菌铜绿假单胞菌为指示菌，采用杯碟法进行抑菌圈实验

检测活性物质的抑菌活性，具体步骤如下：将铜绿假单胞菌在LB液体培养基中37℃震荡培

养至对数增长期，用生理盐水稀释至1×106CFU/mL，取100μL均匀涂布于固体LB培养基上，

在培养基上经验放置牛津杯(杯外径8mm)4个，分别加入待检测溶液各20μL。结果如图4所

示，图中1为上述化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2为实施例2中80℃下制备的百里香生物

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3为百里香提取液；4为0.5％的PVA溶液。由图可以看出，做为

合成原料的百里香提取液和PVA不具有抑菌作用；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对临床

耐药病原菌产生了显著的抑菌圈，并且比化学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产生的抑菌

圈更大。生物合成纳米银颗粒负载在PVA表面，使纳米银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并且防止了

银纳米粒子的团聚，大大提高了银纳米颗粒的稳定性和抑菌效果。

[0051] 4)最小抑菌浓度实验

[0052] 以常见的临床耐药病原菌铜绿假单胞菌作为供试菌，采用二倍稀释法测定生物合

成复合纳米银抑菌剂以及化学合成复合纳米银抑菌剂的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同时我们选用在上述两种复合纳米银抑菌剂制备过程

中不加入载体PVA制备的生物合成的纳米银单质和化学合成的纳米银单质作为对照，比较

它们的抑菌活性。具体操作如下：将培养至对数增长期的铜绿假单胞菌菌悬液稀释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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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CFU/mL，分装到8个试管中，每管加1mL菌液。分别将供试四种溶液两倍梯度稀释成8个浓

度梯度，各取1mL分别加入上述装有菌液的试管中，另取再取两支试管分别加入2mL  LB液体

培养液和1×106CFU/mL的铜绿假单胞菌菌悬液作为阴性对照组和阳性对照组。37℃，

150rpm培养24h，观察实验结果，以稀释倍数最大且澄清的试管所对应的纳米银溶液的浓度

即为该溶液的MIC。由表1可以看出测试的4种抑菌剂的MIC分别为：生物合成复合纳米银为

11.9μg/ml；化学合成复合纳米银25.0μg/ml；生物合成单纯纳米银为50.0μg/ml；化学合成

单纯纳米银为100.0μg/ml。由此可以看出，生物合成的纳米银/PVA可以以较小的剂量对耐

药病原菌达到抑制生长的效果。

[0053] 表1纳米银制剂对供试铜绿假单胞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的测定

[0054]

[0055] 注：“+”表示有浑浊，“-”表示没有浑浊

[0056] 对比例2

[0057] 稳定性评价

[0058] 1)热稳定性评价

[0059] 将对比例1中制备的硼氢化钠化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实施例2中80℃下

合成的百里香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百里香生物合成单纯纳米银、硼氢化钠化

学合成单纯纳米银四种材料分别在100℃水浴加热处理1h后，以铜绿假单胞菌为供试菌进

行抑菌圈实验评价加热处理对抑菌制剂抑菌活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见附图5，图中1为硼氢

化钠化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2为百里香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3为百

里香生物合成单纯纳米银；4为硼氢化钠化学合成单纯纳米银；5为未经热处理的生物合成

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阳性对照；6为PVA溶液阴性对照。由图可知不经高温处理的生物合

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对铜绿假单胞菌可产生显著的抑菌圈，做为阴性的PVA溶液不产

生抑菌圈，复合纳米银抑菌剂与生物合成单纯纳米银抑菌剂具有比较好的热稳定性，经过

高温处理后仍然保持较高的抑菌活性，而化学合成的单纯纳米银的抑菌圈则相对较小。在

四种经过高温处理的材料当中以百里香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的抑菌圈最大，其

热稳定性最好。

[0060] 2)长期稳定性评价

[0061] 将硼氢化钠化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实施例2中80℃下制备的百里香生

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百里香生物合成单纯纳米银、硼氢化钠化学合成单纯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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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在4℃避光条件下放置，定期进行外观观察，结果化学合成单纯纳米银在放置10天后出现

溶液浑浊、沉淀析出的现象；化学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和生物合成单纯纳米银分别

在1个月和3个月后出现沉淀现象；而百里香生物合成纳米银/PVA复合抑菌剂在放置6个月

后溶液依然澄清，没有沉淀现象发生。发生沉淀的溶液对供试病原菌的抑菌圈明显减小，不

发生沉淀的溶液对供试病原菌的依然有显著的抑菌圈。因此本发明制备的复合生物合成纳

米银抑菌剂的高稳定性有助于保持其抑菌活性，适合做为商用抑菌剂进行开发和利用。

[006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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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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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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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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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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