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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

备方法，首先将硝酸银溶液加入到丙烯酸甲酯与

乙二胺反应制得的含氨基高支化聚合物溶液中，

得到含氨基的Ag/HBP混合液将硝酸银溶液和偶

联剂混合进行表面处理；将无纺布放入Ag/HBP混

合液中浸渍，浸渍后进行热处理，得到过滤无纺

布。本发明制备的无纺布能够在个人防护用品中

使用，也可用于家居、办公环境等的空气净化器

中使用，可大幅提高对微小粒子的过滤，并且具

有杀灭空气中尘埃粒子携带的细菌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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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配置HBP溶液：将乙二胺溶解于甲醇溶液中，在冰浴条件下，缓慢滴加丙烯酸甲酯，

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室温反应4-8h，之后将反应所得产物置于旋转蒸发仪中升温处

理并抽真空，得到黄色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沉降后透析，得到HBP溶液；

（2）将硝酸银溶液和硅烷偶联剂混合进行表面处理；之后向表面处理后的混合液中加

入步骤（1）得到的HBP溶液中，反应后得到Ag/HBP混合液；

（3）将无纺布放入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浸渍2h，浸渍后进行热处理，热处理温度

为30-150℃、时间为30-120min，得到过滤无纺布；所述无纺布为熔喷/静电纺无纺布，熔喷/

静电纺无纺布的基布原料为聚酯、聚丙烯腈、聚乳酸、壳聚糖、聚酰胺、聚丙烯、聚砜和聚醚

砜中的任意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丙烯酸甲酯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1:2）-（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高效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旋转蒸发仪中处理的条件为：温度60-150℃，时间4-7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高效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硅烷偶联剂为环氧基硅烷偶联剂、异氰酸酯硅烷偶联剂、巯基硅烷偶联剂或硫基硅烷偶联

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硝酸银溶液浓度为0.001～0.015mol/L，硅烷偶联剂的用量为硝酸银质量的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Ag/HBP混合液与无纺布的质量比为（30-150）：1。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的无纺布为非极性材料时，首先将无纺布浸渍于壳聚糖或聚乙烯醇溶液中进行

改性，之后将改性后的无纺布放入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浸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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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提供一种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简易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现象逐渐增多，而直径从0.001um到10um的霾粒子，含

有大量硫酸、硫化物等有害粒子，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长期吸入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心

血管疾病，同时增加致癌风险；其次，由于其散射波长较大的光比较多，使霾看起来呈黄色

或橙灰色，对交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0003] 自19世纪50年代起，非织造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空气过滤材料提供了新的方向，目

前熔喷无纺布成为非织造滤材的主要加工方法。但随着纳米技术的诞生，静电纺丝技术制

得的纳米纤维因其较大的比表面积、孔隙率及易于功能化等优点，使其成为优异的过滤材

料。但普通熔喷无纺布其过滤效率相对较低，而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无纺布其力学性能相

对较差，因此，通过复合工艺可以克服其各自的缺点，同时还能提高其综合过滤效果。

[0004] 专利一种高效持久抗菌熔喷非织造布的制备方法，申请号为201610983070.2，该

专利公开了利用亲性超支化聚合物的苯、甲苯、三氯甲烷或四氯化碳溶液与硝酸银水溶液

混合搅拌，经静置分液、旋转蒸发，得到两亲性超支化聚合物的高浓度溶液。采用喷洒的方

法将该高浓度溶液喷到熔喷非织造布的原料颗粒或切片中，并不断翻搅，再经熔喷非织造

布的加工工序后，即可得到纤维中含有纳米银颗粒的抗菌非织造布。该专利直接利用亲性

超支化聚合物，其分子量和支化度均不可控，而其支化度和分子链对过滤性能又有着重要

影响，因此制备的材料性能不好。且该专利制备过程中利用苯、甲苯等有机毒剂，不符合国

家提倡的安全环保政策。

[0005] 因此，为了能更好地从源头对空气质量进行控制，怎样制备出具有高效过滤效果

的无纺布、同时能够起到抗菌效果的问题，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利用表面涂覆工艺，将含氨端基的超支化聚合物包裹的纳米银粒子附着在

无纺布表面，利用氨端基与无纺布基体形成较牢固的附着力，同时在过滤过程中，极性的氨

端基能较好的吸附空气中的微小尘埃，并借助银的灭菌作用来提高无纺布的抗菌效果。因

涂覆的粒子特殊的支化结构，所以在提高其过滤效果的同时对过滤阻力的影响不大。

[0007] 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08] （1）配置HBP溶液：将乙二胺溶解于甲醇溶液中，在冰浴条件下，缓慢滴加丙烯酸甲

酯，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室温反应4-8h，之后将反应所得产物置于旋转蒸发仪中升

温处理并抽真空，得到黄色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沉降后透析，得到HBP（超支化聚合物）溶

液；

[0009] （2）将硝酸银溶液和偶联剂混合进行表面处理；之后向表面处理后的混合液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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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步骤（1）得到的HBP溶液中，反应后得到Ag/HBP混合液；

[0010] （3）将无纺布放入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浸渍2h，浸渍后进行热处理，热处理

温度为30-150℃、时间为30-120min，得到过滤无纺布。

[0011] 所述步骤（1）中丙烯酸甲酯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1:2）-（2:1）。

[0012] 所述步骤（1）中旋转蒸发仪中处理的条件为：温度60-150℃，时间4-7h。

[0013] 所述步骤（2）中硅烷偶联剂环氧基硅烷偶联剂、异氰酸酯硅烷偶联剂、巯基硅烷偶

联剂或硫基硅烷偶联剂。

[0014] 所述步骤（2）中硝酸银溶液浓度为0.001～0.015mol/L，硅烷偶联剂的用量为硝酸

银质量的1.5%。

[0015] 所述步骤（3）中Ag/HBP混合液与无纺布的质量比为（30-150）：1。

[0016] 所述步骤（3）中无纺布为熔喷/静电纺无纺布。

[0017] 所述熔喷/静电纺无纺布的基布原料为聚酯、聚丙烯腈、聚乳酸、壳聚糖、聚酰胺、

聚丙烯、聚砜和聚醚砜中的任意一种。

[0018] 所述步骤（2）中的无纺布为非极性材料时，首先将非极性材料的无纺布浸渍于壳

聚糖或聚乙烯醇溶液中进行改性，之后将改性后的无纺布放入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

浸渍。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制备的无纺布能够在个人防护用品中使用，也可用于家居、办公环境等

的空气净化器中使用，可大幅提高对微小粒子的过滤，并且具有杀灭空气中尘埃粒子携带

的细菌等功能；

[0021] （2）本发明首先利用偶联剂对硝酸银进行表面处理，使得硝酸银表面含有大量的

活性离子，能更好地与超支化聚合物上的氨端基进行反应，将银粒子包裹在聚合物中，制备

出具有氨端基高聚物包裹的支化银粒子溶液（Ag/HBP），并通过浸渍的方式将其渗入无纺布

的空隙中，利用银粒子表面的氨端基与无纺布表面的极性基团反应提高两者的结合力，保

证在使用过程中粒子的长效性，同时使其在过滤微粒过程中利用氨端基的极性，与富含有

害气体的空气尘埃产生静电吸附作用，从而提高其抗菌过滤效果；

[0022] （3）本发明通过控制超支化聚合物的支化度和分子链，使其在过滤过程中，具有较

低的滤阻；同时较大的支化度端基上大量的氨端基在过滤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静电吸附效

用，因此其可在常规无纺布的表面处理过程中，使其具有高效低阻且抗菌的综合优异性能。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Ag/HBP纳米粒子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实施例1制备的抗菌高效过滤无纺布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1）将0.5mol乙二胺溶于100mL甲醇中，混合均匀后在冰浴条件下逐滴滴加丙烯酸

甲酯（0.5mol），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于室温搅拌6h，将混合物倒入旋转蒸发仪中去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6917267 B

4



除甲醇（150℃，4h），抽真空，得到黄色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沉降后透析，得到超支化聚合

物（HBP）；

[0028] （2）将0.01mol/L的AgNO3水溶液及其量1.5%的异氰酸酯硅烷偶联剂混合，逐滴加

入到2g/L的HBP（100mL）水溶液中，于50℃水浴中反应1h，得到浅黄色半透明的Ag/HBP混合

液；

[0029] （3）将熔喷/静电纺极性聚合物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酯），由于聚酯是非极性的材

料，首先将无纺布浸入到浸渍于壳聚糖溶液中进行改性，之后将改性的无纺布放入到Ag/

HBP混合液中，保持液体和织物比为50:1，于120℃下50min后取出进行干燥，得到具有抗菌

功能的高效过滤材料。

[0030] 本实施例制备抗菌高效过滤材料所配需Ag/HBP混合液的结构简图如图1所示，可

见，所得为具有氨端基的高支化纳米银粒子。本实施例制备抗菌高效过滤材料的制备工艺

流程图如图2所示。

[0031] 实施例2

[0032] （1）首先制备超支化聚合物(HBP):在冰浴条件下，将0.6mol乙二胺溶于100mL甲醇

中，混合均匀后逐滴滴加丙烯酸甲酯（0.45mol），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于室温搅拌

6h后将混合物倒入旋转蒸发仪中去除甲醇（120℃，7h），得到黄色粘性透明固体，用乙醚多

次沉降后透析，得到超支化聚合物（HBP）。

[0033] （2）将0.005mol/L的AgNO3水溶液及其量1.5%的环氧基硅烷偶联剂混合，逐滴加入

到2g/L的HBP（100mL）水溶液中，于50℃水浴中反应2h，得到浅黄色半透明的Ag/HBP混合液。

[0034] （3）将熔喷/静电纺极性聚合物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丙烯腈）浸入到Ag/HBP混合

液中，保持液体和织物比为150:1，于70℃下100min后取出进行干燥，得到具有抗菌功能的

高效过滤材料。

[0035] 实施例3

[0036] （1）首先制备超支化聚合物(HBP):在冰浴条件下，将0.4mol乙二胺溶于100mL甲醇

中，混合均匀后逐滴滴加丙烯酸甲酯（0.6mol），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于室温搅拌6h

后将混合物倒入旋转蒸发仪中去除甲醇（120℃，7h），得到黄色粘性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

沉降后透析，得到超支化聚合物（HBP）。

[0037] （2）将0.015mol/L的AgNO3水溶液及其量1.5%的巯基硅烷偶联剂混合，逐滴加入到

2g/L的HBP（100mL）水溶液中，于50℃水浴中反应2h，得到浅黄色半透明的Ag/HBP混合液。

[0038] （3）将熔喷/静电纺极性聚合物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乳酸）浸入到Ag/HBP混合液

中，保持液体和织物比为90:1，于50℃下处理120min后取出进行干燥，得到具有抗菌功能的

高效过滤材料。

[0039] 实施例4

[0040] （1）首先制备超支化聚合物(HBP):在冰浴条件下，将0.4mol乙二胺溶于100mL甲醇

中，混合均匀后逐滴滴加丙烯酸甲酯（0.6mol），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于室温搅拌6h

后将混合物倒入旋转蒸发仪中去除甲醇（130℃，6h），得到黄色粘性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

沉降后透析，得到超支化聚合物（HBP）。

[0041] （2）将0.008mol/L的AgNO3水溶液及其量1.5%的硫基硅烷偶联剂混合，逐滴加入到

2g/L的HBP（100mL）水溶液中，于50℃水浴中反应2h，得到浅黄色半透明的Ag/HBP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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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3）将熔喷/静电纺极性聚合物无纺布（基布原料为壳聚糖）浸入到Ag/HBP混合液

中，保持液体和织物比为100:1，于90℃下处理70min后取出进行干燥，得到具有抗菌功能的

高效过滤材料。

[0043] 实施例5

[0044] （1）首先制备超支化聚合物(HBP):在冰浴条件下，将0.6mol乙二胺溶于100mL甲醇

中，混合均匀后逐滴滴加丙烯酸甲酯（0.3mol），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于室温搅拌6h

后将混合物倒入旋转蒸发仪中去除甲醇（130℃，6h），得到黄色粘性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

沉降后透析，得到超支化聚合物（HBP）。

[0045] （2）将0.01mol/L的AgNO3水溶液及其量1.5%的异氰酸酯硅烷偶联剂混合，逐滴加

入到2g/L的HBP（100mL）水溶液中，于50℃水浴中反应2h，得到浅黄色半透明的Ag/HBP混合

液。

[0046] （3）将熔喷/静电纺极性聚合物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酰胺）浸入到Ag/HBP混合液

中，保持液体和织物比为120:1，于150℃下处理30min后取出进行干燥，得到具有抗菌功能

的高效过滤材料。

[0047] 实施例6

[0048] （1）配置HBP溶液：将乙二胺溶解于甲醇溶液中，在冰浴条件下，缓慢滴加丙烯酸甲

酯，丙烯酸甲酯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1：1，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室温反应4h，之后将

反应所得产物置于旋转蒸发仪中升温处理并抽真空，旋转蒸发仪中处理的温度60℃、时间

7h，得到黄色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沉降后透析，得到HBP溶液；

[0049] （2）将浓度为0.001mol/L硝酸银溶液和环氧类硅烷偶联剂混合进行表面处理，偶

氮类偶联剂的用量为硝酸银质量的1.5%；之后向表面处理后的混合液中加入步骤（1）得到

的HBP溶液中，反应后得到Ag/HBP混合液；

[0050] （3）将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丙烯），由于聚丙烯是非极性的材料，首先将无纺布浸

入到浸渍于聚乙烯醇溶液中进行改性，之后将改性的无纺布放入到Ag/HBP混合液中，放入

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浸渍2h，Ag/HBP混合液与无纺布的质量比为30：1，浸渍后进行热

处理，热处理温度为30℃、时间为120min，得到过滤无纺布。

[0051] 实施例7

[0052] （1）配置HBP溶液：将乙二胺溶解于甲醇溶液中，在冰浴条件下，缓慢滴加丙烯酸甲

酯，丙烯酸甲酯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1：2，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室温反应5h，之后将

反应所得产物置于旋转蒸发仪中升温处理并抽真空，旋转蒸发仪中处理的温度100℃、时间

5h，得到黄色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沉降后透析，得到HBP溶液；

[0053] （2）将浓度为0.008mol/L硝酸银溶液和异氰酸酯硅烷偶联剂混合进行表面处理，

偶氮类偶联剂的用量为硝酸银质量的1.5%；之后向表面处理后的混合液中加入步骤（1）得

到的HBP溶液中，反应后得到Ag/HBP混合液；

[0054] （3）将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砜）放入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浸渍2h，Ag/HBP混

合液与无纺布的质量比为90：1，浸渍后进行热处理，热处理温度为90℃、时间为80min，得到

过滤无纺布。

[0055] 实施例8

[0056] （1）配置HBP溶液：将乙二胺溶解于甲醇溶液中，在冰浴条件下，缓慢滴加丙烯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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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丙烯酸甲酯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2：1，之后移去冰浴在氮气环境下室温反应8h，之后将

反应所得产物置于旋转蒸发仪中升温处理并抽真空，旋转蒸发仪中处理的温度150℃、时间

4h，得到黄色透明固体，用乙醚多次沉降后透析，得到HBP溶液；

[0057] （2）将浓度为0.015mol/L硝酸银溶液和巯基硅烷偶联剂混合进行表面处理，偶氮

类偶联剂的用量为硝酸银质量的1.5%；之后向表面处理后的混合液中加入步骤（1）得到的

HBP溶液中，反应后得到Ag/HBP混合液；

[0058] （3）将无纺布（基布原料为聚醚砜）放入步骤（2）的Ag/HBP混合液中浸渍2h，Ag/HBP

混合液与无纺布的质量比为150：1，浸渍后进行热处理，热处理温度为150℃、时间为30min，

得到过滤无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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