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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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998538.9

(22)申请日 2019.10.21

(71)申请人 昆山洁宏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 215345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淀山湖

镇新乐路895号

(72)发明人 董纹吉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市方略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67

代理人 朱智杰

(51)Int.Cl.

A61B 50/31(2016.01)

D06M 11/74(2006.01)

D06M 11/79(2006.01)

D06M 11/83(2006.01)

D06M 11/44(2006.01)

D06M 11/46(2006.01)

D06M 101/3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

所述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包括包体和包

盖，所述包盖与所述包体相连，且所述包盖能够

盖合在所述包体上。所述包体和所述包盖均由三

层材料制成，从外到内依次为耐磨防尘布层、支

撑板层和竹炭纤维层；所述竹炭纤维层由三层竹

炭纤维无纺布依次粘接制得，且中间一层的竹炭

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所述广谱长效抗

菌医用手术包能够持久有效地抑制多种细菌，且

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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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包括包体（1）和包盖（2），所述包盖（2）

与所述包体（1）相连，且所述包盖（2）能够盖合在所述包体（1）上；所述包体（1）和所述包盖

（2）均由三层材料制成，从外到内依次为耐磨防尘布层、支撑板层和竹炭纤维层；所述竹炭

纤维层由三层竹炭纤维无纺布依次粘接制得，且中间一层的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

菌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剂由竹炭、

微粉硅胶、纳米银、纳米氧化锌、锐钛矿型二氧化钛和石墨烯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剂按重量计

由竹炭90份、微粉硅胶5份、纳米银1-2份、纳米氧化锌2-3份、锐钛矿型二氧化钛0.8-1.2份、

石墨烯0.1-0.2份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通过喷涂包含有抗菌

剂的分散液后再烘干使所述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喷涂量以抗菌剂重量计为

3g  /m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剂还包括CT

触媒3份。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体

（1）底部还设有一组万向轮（1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万向轮（11）上设

有锁止装置（111）。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体（1）内竖直

固定有若干块隔板（12），所述隔板（12）将所述包体（1）的空间分隔成多份。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体（1）侧面设

有一个或多个抽拉层（13）；所述抽拉层（13）外表面中央设有拉手（131），所述抽拉层（13）外

表面边缘处设有卡扣（132）。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盖（2）外表面

中央设有提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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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用品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用品的安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医疗用品

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与人们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息息相关。以医用手术包为例，它对于病

人的感染控制以及医护人员的自身防护至关重要。尤其是对病人来说，医用手术包的抗菌

性能直接关乎其生命安全。目前常用的手术包大多缺乏针对抗菌性的专门设计，抗菌性能

相对有限且不稳定，在存储运输过程中难免因滋生细菌而埋下安全隐患，在手术过程中可

能引起交叉感染。此外，现有手术包在使用便捷性以及适应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以上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本发明

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能够持久有效地抑制多种细菌，且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0004] 技术方案：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

术包，包括包体和包盖，所述包盖与所述包体相连，且所述包盖能够盖合在所述包体上；所

述包体和所述包盖均由三层材料制成，从外到内依次为耐磨防尘布层、支撑板层和竹炭纤

维层；所述竹炭纤维层由三层竹炭纤维无纺布依次粘接制得，且中间一层的竹炭纤维无纺

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所述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并且通过内层

竹炭纤维层负载抗菌剂的针对性设计，取得优异的抗菌性能。

[0005]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由竹炭、微粉硅胶、纳米

银、纳米氧化锌、锐钛矿型二氧化钛和石墨烯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抗菌剂由多种组分复

合而成，通过固相研磨法修饰各组分相互接触的界面状态，促进各抗菌组分的接触融合，促

进各抗菌组分之间以及各抗菌组分与助剂之间的界面电荷迁移，提升整体抗菌性能。

[0006]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按重量计由竹炭90份、微

粉硅胶5份、纳米银1-2份、纳米氧化锌2-3份、锐钛矿型二氧化钛0.8-1.2份、石墨烯0.1-0.2

份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通过优化抗菌剂各组分的含量，达到优化的综合抗菌性能的目

的。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通过喷涂包含有抗菌剂的分散液后

再烘干使所述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喷涂量以抗菌剂重量计为3g/m2。通过喷

涂再烘干的方法使抗菌剂负载牢固，并且该方法有利于节约抗菌剂用量，充分发挥抗菌性

能，降低综合成本。

[0008]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还包括CT触媒3份。CT触

媒本质上是一种促进电荷转移的催化材料，少量加入可促进纳米银颗粒表面电子的迁移，

提升抗菌性能。

[0009]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包体底部还设有一组万向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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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移动便捷性。

[0010]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万向轮上设有锁止装置，方便随

时锁止固定位置。

[0011]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包体内竖直固定有若干块隔板，

所述隔板将所述包体的空间分隔成多份。增加隔板，便于多种器械放置。

[0012]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包体侧面设有一个或多个抽拉

层；所述抽拉层外表面中央设有拉手，所述抽拉层外表面边缘处设有卡扣。增设抽拉层，便

于多种器械分开放置，减少交叉污染，同时增加使用便捷性和适用性。

[0013] 进一步地，上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盖外表面中央设

有提手，增加使用便捷性。

[0014]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能够持久有

效地抑制多种细菌，并且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3所述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的立体示意图。

[0016] 图中，1包体、2包盖、11万向轮、12隔板、13抽拉层、21提手、111锁止装置、131拉手、

132卡扣。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通过几个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这些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并不是一种限制。

[0018] 实施例1

[0019]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包括包体1和包盖2，所述包盖2与所述包体1相连，

且所述包盖2能够盖合在所述包体1上。

[0020] 并且，所述包体1和所述包盖2均由三层材料制成，从外到内依次为耐磨防尘布层、

支撑板层和竹炭纤维层；所述竹炭纤维层由三层竹炭纤维无纺布依次粘接制得，且中间一

层的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其中，所述抗菌剂由竹炭90份、微粉硅胶5份、纳米

银1份、纳米氧化锌2份、锐钛矿型二氧化钛0.8份和石墨烯0.1份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采

用的负载方法是通过喷涂包含有抗菌剂的分散液后再烘干使所述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

载有抗菌剂，喷涂量以抗菌剂重量计为3g/m2。

[0021] 实施例2

[0022]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包括包体1和包盖2，所述包盖2与所述包体1相连，

且所述包盖2能够盖合在所述包体1上。此外，所述包体1底部还设有一组万向轮11；所述万

向轮11上设有锁止装置111；所述包体1内竖直固定有若干块隔板12，所述隔板12将所述包

体1的空间分隔成多份；所述包体1侧面设有一个或多个抽拉层13；所述抽拉层13外表面中

央设有拉手131，所述抽拉层13外表面边缘处设有卡扣132；所述包盖2外表面中央设有提手

21。

[0023] 并且，所述包体1和所述包盖2均由三层材料制成，从外到内依次为耐磨防尘布层、

支撑板层和竹炭纤维层；所述竹炭纤维层由三层竹炭纤维无纺布依次粘接制得，且中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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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其中，所述抗菌剂由竹炭90份、微粉硅胶5份、纳米

银2份、纳米氧化锌3份、锐钛矿型二氧化钛1.2份和石墨烯0.2份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采

用的负载方法是通过喷涂包含有抗菌剂的分散液后再烘干使所述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

载有抗菌剂，喷涂量以抗菌剂重量计为3g/m2。

[0024] 实施例3

[0025]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如图1所示，包括包体1和包盖2，所述包盖2与所述

包体1相连，且所述包盖2能够盖合在所述包体1上。此外，所述包体1底部还设有一组万向轮

11；所述万向轮11上设有锁止装置111；所述包体1内竖直固定有若干块隔板12，所述隔板12

将所述包体1的空间分隔成多份；所述包体1侧面设有一个或多个抽拉层13；所述抽拉层13

外表面中央设有拉手131，所述抽拉层13外表面边缘处设有卡扣132；所述包盖2外表面中央

设有提手21。

[0026] 并且，所述包体1和所述包盖2均由三层材料制成，从外到内依次为耐磨防尘布层、

支撑板层和竹炭纤维层；所述竹炭纤维层由三层竹炭纤维无纺布依次粘接制得，且中间一

层的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负载有抗菌剂。其中，所述抗菌剂由竹炭90份、微粉硅胶5份、纳米

银2份、纳米氧化锌23份、锐钛矿型二氧化钛0.8份和石墨烯0.2份经固相研磨均匀后制得。

采用的负载方法是通过喷涂包含有抗菌剂的分散液后再烘干使所述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

负载有抗菌剂，喷涂量以抗菌剂重量计为3g/m2。

[0027] 实施例4

[0028]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中还加入了3份CT触媒，其他与实施例

3完全相同。

[0029] 对比例1

[0030]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中不加入纳米银，其他与实施例3完全

相同。

[0031] 对比例2

[0032]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中不加入石墨烯，其他与实施例3完全

相同。

[0033] 对比例3

[0034]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中不加入纳米氧化锌和锐钛矿型二氧

化钛，其他与实施例3完全相同。

[0035] 对比例4

[0036]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所述抗菌剂中不加入纳米银、石墨烯、纳米氧化锌

和锐钛矿型二氧化钛，其他与实施例3完全相同。

[0037] 对比例5

[0038] 一种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在中间一层的竹炭纤维无纺布表面不负载抗菌

剂，其他与实施例3完全相同。

[0039] 以下通过实验数据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针对实施例1-4和对比例5-9中

的竹炭纤维层，根据国家标准GB/T  20944.3-2008《纺织品抗菌性能评价：振荡法》，测定其

抑菌率，测试结果见表1。

[0040] 表1高效高强度导热片检测结果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859675 A

5



[0041]

[0042] 由表1数据显示，实施例1-4中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的内层材料竹炭纤维层

对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具有非常突出的抑菌效果。对比例1中所用的抗

菌剂中未加入纳米银，抑菌性能明显减弱；对比例2中所用的抗菌剂中未加入石墨烯，抑菌

性能虽比对比例1稍强，但与实施例3相比仍差距明显；对比例3中所用的抗菌剂中未加入纳

米氧化锌和锐钛矿型二氧化钛，抑菌性能与对比例2基本相当；对比例4中所用的抗菌剂中

未加入纳米银、石墨烯、纳米氧化锌和锐钛矿型二氧化钛，抑菌性能较弱；对比例5未加入抗

菌剂，抑菌性能最弱。可见，本发明所述的广谱长效抗菌医用手术包，其抗菌效果主要来源

于竹炭纤维层中所含的抗菌剂；在抗菌剂中，各组分相互协同，对抗菌效果的提升均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004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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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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