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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纺织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本发明银离子抗

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配制抗菌

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

理，再于115～125℃下干燥，即得；所述抗菌整理

剂为含有0.1％～15％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能够使无纺布具有抗菌

作用，扩大了无纺布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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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15～125℃下干燥，

即得；所述抗菌整理剂为含0.3%或0.5%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

所述银离子抗菌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50％～70％、琥珀酰聚糖

0.5％～2.2％、乙二醇3％～8％和高分子粘合剂24％～40％；

所述高分子粘合剂为水溶性淀粉；

所述后整理为喷涂法；

所述银离子氨水溶液中的银含量是1000±50pp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银离子抗菌剂

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5％、琥珀酰聚糖1.3％、乙二醇4.5％和高分子粘合

剂29.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涂法包括如

下步骤：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喷涂生产线的储液槽中；

b)将无纺布置于双面式喷洒机喷涂生产线的物料导辊上，储液槽的抗菌整理剂通过双

面式喷洒机的双面喷嘴对无纺布进行喷雾，双面喷嘴的喷涂量质量比为1:1，即可。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制备方法制得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银离子抗菌无纺布

的用途包括面膜、口罩、干巾、湿巾、卫生巾和纸尿裤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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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抗菌无纺布产品少，而且大部分的的抗菌无纺布都是在纤维生产阶段

中加入铜离子等重金属离子制成抗菌纤维，然后再纺成具有抗菌作用的无纺布。此类纤维

生产时需要在高分子聚合物熔融状态下加入具有抗菌作用的金属离子，这类纤维基本上是

化学纤维，制成的抗菌无纺布使用范围有限制。对纤维素原料类的无纺布无法制成抗菌膜

布，只能选择与化学纤维进行混纺。

[0003] 如CN102191681A公开了一种抗菌无纺布及无纺布制品的生产方法，以化学相转移

方法将水性纳米银抗菌剂制备成有机纳米银溶胶，使抗菌剂与无纺布基体具有良好的相容

性。以该溶胶与有机溶剂混合后，喷涂于无纺布表面，干燥后制备为抗菌无纺布。但生产过

程中需使用如正丁醇的有机溶剂，成本偏高，不利于环保。

[0004] CN104131457A公开了一种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制备过程为首先配制浸轧液，

然后将无纺布浸入浸轧液中进行浸轧工艺处理，最后烘干得最终产品。浸轧液的组分以重

量比计，包括：3～7份纳米银溶胶，2～5份丙烯酸，0.01～0.1份PEG‑400，0.01～0.1份PVP，

100份水，其中，PEG‑400和PVP的组分共为0.1份。浸轧液组分复杂，且仅适用于浸轧工艺。

[0005] 因此，对于如何扩大无纺布的应用范围，如何使无纺布也具有抗菌的作用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本发明通过抗菌整理剂结合

后整理法使无纺布具有抗菌作用，制备方法简单，扩大了无纺布的应用范围。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15～125℃下

干燥，即得；所述抗菌整理剂为含有0.1％～15％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50％～

70％、琥珀酰聚糖0.5％～2.2％、乙二醇3％～8％和高分子粘合剂24％～40％。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5％、琥珀

酰聚糖1.3％、乙二醇4.5％和高分子粘合剂29.2％。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琥珀酰聚糖与乙二醇的质量比为1:(3～3.5)。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高分子粘合剂为水溶性淀粉。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银离子氨水溶液中银含量是1000～1500ppm。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银离子抗菌剂的制备方法为：取配方量的琥珀酰聚糖和乙二醇进

行混合，得到混合物；再将混合物和银离子氨水溶液加入到高分子粘合剂中，超声波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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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后整理为浸轧法。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浸轧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浸渍槽中；

[0019] b)通过导辊将无纺布牵伸浸入抗菌整理剂中，无纺布经过浸渍槽的长度为40‑

50cm，浸渍速度为5～6m/min，浸渍时间为4～6s；浸渍后的无纺布经过一对压辊的挤压，将

多余的抗菌整理剂挤出，两个压辊的夹持点的压力控制在6.8×104～9×104Pa，即可。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后整理为喷涂法。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喷涂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喷涂生产线的储液槽中；

[0023] b)将无纺布置于双面式喷洒机喷涂生产线的物料导辊上，储液槽的抗菌整理剂通

过双面式喷洒机的双面喷嘴对无纺布进行喷雾，双面喷嘴的喷涂量质量比为1:1，即可。

[0024] 本发明提供了任一所述制备方法制得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了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用途，所述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用途包括面

膜、口罩、干巾、湿巾、卫生巾和纸尿裤中的一种。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通过银离子抗菌剂中的高分子粘合剂将具有抗菌作用银离子氨水溶液

中纳米银离子的与无纺布纤维连接起来，在纤维表面形成银离子抗菌膜，从而使无纺布具

有抗菌作用。

[0028]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提供的两种方法可以对几乎所有的无纺布(熔点在

160℃以下的化学纤维除外)进行整理，使其具有抗菌效果，改变了目前只有通过添加金属

抗菌化学纤维才能制成抗菌无纺布，使多种工艺制成的无纺布都可以做成抗菌产品，扩大

了无纺布的应用范围。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验二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A处、B处、C处、D处和E处的位置关系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通过实施例形式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作进一步的详细说

明。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1] 银离子氨水溶液购自广州博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银含量是1000±50ppm。

[0032] 实施例1、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33] 包括如下步骤：

[0034]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20℃下干燥，

即得。

[0035] 后整理为浸轧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浸渍槽中；

[0037] b)通过导辊将无纺布牵伸浸入抗菌整理剂中，无纺布经过浸渍槽的长度为50cm，

浸渍速度为6m/min，浸渍时间为4.5s；浸渍后的无纺布经过一对压辊的挤压，将多余的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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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剂挤出，两个压辊的夹持点的压力控制在6.8×104Pa，即可。

[0038] 抗菌整理剂为含有0.3％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

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5％、琥珀酰聚糖1.3％、乙二醇4.5％和水溶性淀粉29.2％。

[0039] 实施例2、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40] 包括如下步骤：

[0041]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25℃下干燥，

即得。

[0042] 后整理为浸轧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浸渍槽中；

[0044] b)通过导辊将无纺布牵伸浸入抗菌整理剂中，无纺布经过浸渍槽的长度为45cm，

浸渍速度为6m/min，浸渍时间为6s；浸渍后的无纺布经过一对压辊的挤压，将多余的抗菌整

理剂挤出，两个压辊的夹持点的压力控制在7.5×104Pa，即可。

[0045] 抗菌整理剂为含有0.4％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

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2％、琥珀酰聚糖1％、乙二醇3.5％和水溶性淀粉33.5％。

[0046] 实施例3、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47] 包括如下步骤：

[0048]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15℃下干燥，

即得。

[0049] 后整理为喷涂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0]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喷涂生产线的储液槽中；

[0051] b)将无纺布置于双面式喷洒机喷涂生产线的物料导辊上，储液槽的抗菌整理剂通

过双面式喷洒机的双面喷嘴对无纺布进行喷雾，双面喷嘴的喷涂量质量比为1:1，即可。

[0052] 抗菌整理剂为含有0.3％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

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5％、琥珀酰聚糖1.3％、乙二醇4.5％和水溶性淀粉29.2％。

[0053] 实施例4、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54] 包括如下步骤：

[0055]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23℃下干燥，

即得。

[0056] 后整理为喷涂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喷涂生产线的储液槽中；

[0058] b)将无纺布置于双面式喷洒机喷涂生产线的物料导辊上，储液槽的抗菌整理剂通

过双面式喷洒机的双面喷嘴对无纺布进行喷雾，双面喷嘴的喷涂量质量比为1:1，即可。

[0059] 抗菌整理剂为含有0.5％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

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8％、琥珀酰聚糖1.5％、乙二醇5％和水溶性淀粉25.5％。

[0060] 实施例5、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61] 包括如下步骤：

[0062] 配制抗菌整理剂，用抗菌整理剂对无纺布进行后整理法处理，再于125℃下干燥，

即得。

[0063] 后整理为喷涂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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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a)将配制好的抗菌整理剂加入喷涂生产线的储液槽中；

[0065] b)将无纺布置于双面式喷洒机喷涂生产线的物料导辊上，储液槽的抗菌整理剂通

过双面式喷洒机的双面喷嘴对无纺布进行喷雾，双面喷嘴的喷涂量质量比为1:1，即可。

[0066] 抗菌整理剂为含有10％银离子抗菌剂的水溶液；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

而成：银离子氨水溶液65％、琥珀酰聚糖1.5％、乙二醇5％和水溶性淀粉28.5％。

[0067] 对比例1、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68] 与实施例1类似，区别在于，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

液65％和水溶性淀粉29.2％，其余为水。

[0069] 对比例2、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70] 与实施例1类似，区别在于，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

液65％、琥珀酰聚糖1.3％和水溶性淀粉29.2％，其余为水。

[0071] 对比例3、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72] 与实施例1类似，区别在于，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

液65％、乙二醇4.5％和水溶性淀粉29.2％，其余为水。

[0073] 对比例4、一种银离子抗菌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0074] 与实施例1类似，区别在于，银离子抗菌剂包括以下原料制备而成：银离子氨水溶

液65％、琥珀酰聚糖2.9％、乙二醇2.9％和水溶性淀粉29.2％，即琥珀酰聚糖和乙二醇的质

量比为1:1。

[0075] 实验一、抑菌性测试

[0076] 1.1实验材料：实施例1～5。

[0077] 1 .2实验方法：采用AATCC100的抗菌纺织品评价方法对银离子抗菌无纺布进行抑

菌性测试。将银离子抗菌无纺布裁剪成两个直径为4.8cm±0.1cm的圆形并分别放在100ml

带有橡胶塞的无菌锥形瓶中，为试样组。按照相同的方法准备无纺布为对照组。将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分别用TSB培养基(胰蛋白胨17g/L、大豆蛋白胨3g/L、氯化

钠5g/L、葡萄糖2.5g/L、磷酸氢二钾2.5g/L)进行活化，划线至牛肉膏固体培养基中，用

0.85％冷冻生理盐水(0～4℃)稀释接种菌，将菌种从约108～109cfu/ml稀释到l×105～2×

105cfu/ml，制成接种菌液。用吸管吸取接种液1.0ml±0.1ml，缓慢接种在无菌锥形瓶内的

样品上，使其均匀分布并充分吸收，然后拧紧橡胶塞，在37℃±2℃恒温培养箱中培养18h后

计数。

[0078] 1.3计算公式：

[0079]

[0080] 1.4实验结果：

[0081] 表1抑菌性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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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从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5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都大于99％，具有较好的抑菌作用。

[0084] 实验二、分散性测试

[0085] 2.1实验材料：实施例1和对比例1～4。

[0086] 2.2实验方法：实施例和对比例无纺布的幅宽为1.6m，按照图1的方式进行裁剪，留

取A处、B处、C处、D处和E处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再按照1.2的实验方法进行测试并计算出

抑菌率，每个实施例和对比例做3个平行实验，得到平均抑菌率。

[0087] 表2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对大肠杆菌抑菌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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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表3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的试验结果

[0090]

[0091] 表4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对白色念珠菌抑菌的试验结果

[0092]

[0093]

[0094] 从表2～4可以看出，实施例1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在A处、B处、C处、D处和E处均具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有较好的抑菌作用。对比例1的银离子抗菌无纺

布在A处、B处、C处、D处和E处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作用都不好。

对比例2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在A处、B处、C处、D处和E处的抑菌效果出现差异，但抑菌作用

好。对比例3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在A处、B处、C处、D处和E处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的抑菌作用都不好。对比例4的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在A处、B处、C处、D处和E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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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作用相对较好，但仍然差于实施例1。

[0095] 在本发明中，高分子粘合剂能够在无纺布的纤维表面形成膜，并将银离子氨水溶

液中的纳米银离子固定在无纺布上，但是从试验二的对比例1可以看出，对比例1的抗菌作

用不好，说明银离子氨水溶液中纳米银离子量少，纳米银离子与高分子粘合剂之间的结合

稳定性差。而加入了琥珀酰聚糖的对比例2能够大大提高抗菌作用，说明琥珀酰聚糖能够提

高纳米银离子与高分子粘合剂之间的结合稳定性，但是银离子抗菌无纺布在A处、B处、C处、

D处和E处的抗菌作用不相同，而对比例3和对比例4在加入了乙二醇后使银离子抗菌无纺布

在A处、B处、C处、D处和E处的抗菌作用接近。

[0096]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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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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