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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含有纳米金属 的抗 齒性纤维类敷料及 制备方法 。所述敷料的纤维表面分布有纳米金属粒子，所述纳米

粒子的含量为 0.5-10wt% 。所述敷料能够持续释放足够量的纳米金属粒子，从而提供长期有效的抗菌能力，适

ffl 作慢性伤 Π 敷料 。



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本 发 明涉 及 一种 含 有 纳米 金 属 的抗 菌 性 纤维 类 敷 料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

背景技术

众所周知 ，银和铜 ，尤其是银长 期 以来 已被确认其具有有效 的抗

菌性 能 ，特别是对 杀灭一些在护理慢性伤 口过程 中常见 的细菌为行之

有效 。而且 ， 已经表 明银对某些耐抗生素 的细菌 的灭菌效果 。 目前 ，

最常见 的抗菌性含 银敷料分为离子型和纳米金属型 ，采用银离子技术

是通过一种银化合物将银离子提供至所使用 的伤 口敷料 中，而采用纳

米金属技术是通过使纳米金属例如纳米银粒子施加于伤 口敷料上 。

在制备抗菌性纤维类伤 口敷料 时 ，现有技术主要采用 以下两种方

法 。一是将抗菌剂溶入 （或者溶入 ）纤维聚合物材料 内部 ，即在 纺丝

溶液 中掺混抗菌剂并使其保 留在制成 的纤维 中。

美 国专利 US6,897,349 和 欧洲专利 EP1216065 公开 了制备含银抗

菌材料 的方法 ，该方法通过在制备纤维过程 中，使氯化银分散于纤维

之 中。

中国专利 CN1308509C 公开 了一种具有抗菌作用 的含银 甲壳胺纤

维及其制备方法 ，该方法将粒径为 1 微米 以下 的银化合物颗粒 即银磷

酸锆氢钠 （商 品名为 Alphasan) 混 合于纺丝溶液 中，该银化合物含银

量为 3.0-4.0 重量％。

中国专利 CN1060235C 公开 了一种抑菌丙烯 纤维及其制造方法 ，

该方法 是通过含有抑菌母粒与聚丙烯混合纺丝制成 纤维 ，该纤维 中含

有 500-1000ppm ( 重量 ）的抑菌剂 。

欧洲专利 EP1849464 和美 国专利 US2007275043 介 绍在一种把银
化合物 （银碳酸盐 ）加在 纤维 内部 的办法 ，即把银化合物掺混在 纤维
纺丝液 中。

中国专利 申请 CN1673425A 介绍 了一种含 0.1-1 重量％纳米银抗菌

粘胶 纤维 的方法 ，其 中纳米银是加在 纺丝原液 中的 。但 是该方法要使



用胶体保护剂，使用胶体保护剂量可达 2 重量％。所有这些胶体保护剂

只能以悬浮体的形式存在于纤维 内部，而不能成为纤维中大分子相互

交联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又减少了纤维中纺丝聚合物的比例 ，从而也

限制了纳米银的最高含量，该方法只能做到 1 重量％纳米银含量。

二是将抗菌剂施加于纤维或者织物的表面，即渗透至纤维或者织

物的表层，或者附着于纤维或织物的表面。

中国专利 申请 CN1895683A 公开了一种纳米银抗菌敷料及其制备

方法 ，该发明采用浸轧方法使含有纳米银的涂覆液涂覆于织物上，制

成纳米银的含量为 0.05-2.9 重量％的敷料。

中国专利 CN100346840C 公开了一种复合纳米抗菌医用敷料，该

发明在无纺布或碳纤维吸附材料上复合含银的纳米颗粒，粒径为 1-15

纳米。

中国专利 申请 CN1066783A 公开了一种制备含有抗菌金属的抗菌

材料的方法 ，该方法是通过气相沉积等物理方法形成含有银、铜等及

其合金的抗菌金属的抗菌材料。

美国专利 US7,462,753 公开了一种纳米银伤 口敷料，该敷料为四层

结构，第一层 由亲水性布构成，第二层 由浸渍了纳米银的活性碳布构

成，第三层 由超级吸水聚合物构成的无纺布形成，第四层 由覆盖于第

三层的气孔状织物构成。

欧洲专利 EP1095179 公开一种用于伤 口敷料的无纺织物的制造方

法 ，该方法采用层压复合工艺将海藻酸盐纤维网复合在涂有银的纤维

网格布的两面。

美国专利 US7,385,101 公开了一种适用于伤 口敷料的抗菌纺织材

料及其伤 口敷料 ，该抗菌敷料是将表面带有金属银涂层的纺织纤维与

海藻酸盐纤维混合，通过非织造方法制得。

美国专利 US20030180346 和欧洲专利 申请 EP1318842 公开了一种

含银医用敷料 ，该敷料通过含银纤维与非含银纤维混纺而制得 ，所得

伤 口敷料含有 0.01-5.0 重量％的银离子。

由此可知，现有技术中在采用银离子或纳米银粒子作为抗菌剂提

供至所使用的伤 口敷料中的方法可 以是在纺丝溶液中掺混银化合物或

纳米银粒子并使其保留在制成的纤维中，或者是将银离子或纳米银粒



子的抗菌剂施加于纤维或者织物的表面，使其渗透或者附着于纤维或

织物的表面。但是，把金属化合物或纳米金属粒子加入纺丝液中，从

而使整个纤维结构都有均匀分布有金属离子或纳米金属粒子的抗菌性

纤维类敷料的制造方法生产周期长，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此外，将

金属粒子，甚至纳米金属粒子施加于纤维或织物表面的抗菌性纤维类

敷料的制造方法都是采用浸轧方法、浸渍方法 以及气相沉积方法，金

属粒子，甚至纳米金属粒子仅吸附于纤维或者织物的表层，容易从纤

维或织物的表面脱落，且无法用于溶胶性纤维。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采用把纳米金属粒子，优选是

纳米银粒子用喷涂方法喷涂到纤维或织物表面。由于纳米金属有较高

的表面电位，为降低表面能，颗粒表面原子与纤维表面暴露基团 （如

羟基、羧基）通过近似化学键和范德华力相互紧密吸附，同时纳米粒

子还会与某些纤维表面形成静 电吸附，此外纤维表面的物理沟槽、缝

隙等也可形成对纳米颗粒嵌包，也使颗粒附着在纤维表面。通过上述

的作用最终使得喷涂后纳米金属会相对牢固地 " 粘 附 " 在纤维或织物

表面，同时，由于纳米金属粒子仅粘附于纤维或织物表面，不会对纤

维或织物内部结构产生影响。对于伤 口敷料其一般更换频率为 24 小时，

更长的有 7 天甚至 21 天，但不会长过 21 天，因此，采用喷涂方法制

成的敷料并不影响敷料的抗菌效果。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 由溶胶性纤维制作成的伤 口敷料。这种

材料在正常条件下与一般纤维无异，但在遇到水或含水溶液时纤维就

会变成胶体。这种材料作为伤 口敷料非常有价值。一是这种材料一般

都有极高的吸湿性能，一般可以吸收 1000%-2000% 的水分；二是这种

材料一旦吸水成胶后，敷料就有极好的保湿性，可 以长时间保持伤 口

有一个湿润的微气候。一般用来作为伤 口敷料的溶胶性纤维有海藻酸

盐纤维、羧 甲基壳聚糖纤维、酰化壳聚糖纤维、羧 甲基纤维素纤维、

不溶于水的纤维素垸基磺酸盐纤维等。

一般的喷涂是用水作为介质，把纳米金属粒子分散在水溶液里。

但这个方法对部分具有极高可溶性纤维敷料是不行的，比如羧 甲基壳

聚糖纤维、酰化壳聚糖纤维、羧 甲基纤维素纤维或纤维素垸基磺酸盐

纤维。这些纤维遇水后会变为胶体，即使在喷涂少量纳米水溶液再干



燥后纤维或敷料手感很硬 、不柔软 ，很难覆贴在伤 口上从而无法再作

为伤 口敷料使用 。我们特别研究 了这种纤维敷料 的喷涂办法 ，即用有

机溶剂作为介质 ，比如丙酮 ，酒精等 ，就可 以解决这些 问题 。只要采

用适 当方法把一定 比例 的纳米金属分散在有机溶剂里 ，再把这个溶液

喷涂在纤维或织物表面 。有机溶剂可 以在后续 的工序 中挥发 ，就使得

纳米金属涂在纤维或织物表面 。

当然水溶液喷涂对那些溶胶性不高甚至没有溶胶性 的材料是可 以

使用 的。

因此 ，本发 明的 目的是使含量较高 的纳米金属粒子有效地均匀分

布于纤维或织物 的表面 中，从而得到含有高浓度纳米金属粒子 的抗菌

性纤维类伤 口敷料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含有纳米金属 的抗菌性纤维类伤 口敷料 ，以及

该伤 口敷料制备方法 。

由于本发 明所使用 的纳米金属粒子粒径一般在 5-10 纳米左右 ，仅

占纤维直径不到千分之一 ，而现有技术 中使用 的银化合物颗粒 的粒径

(例如 CN1308509C 和 EP1849464A1 ) 要 占到纤维直径 的 5-10% , 很

难涂在纤维表面 。并且 由于纳米金属粒子极其微小 ，在 喷涂到纤维表

面后 ，能够均匀地分布于纤维表面上 。

在本发 明所涉及 的敷料 中，所述纳米金属粒子 的含量为 0.5-10 重

量％，优选为 0.6-9 重量％，最优选 0.8-8 重量％。

本 发 明 使 用 的 纳 米 金 属 粒 子 的 粒 径 为 lnm-500nm ， 优 选 为

lnm-400nm 。

本发 明使用 的纳米金属粒子为纳米银粒子或者纳米铜粒子或者纳

米锌粒子 。

在本发 明所涉及 的敷料 中，所使用 的纤维可 以是任何适合于敷料

的纤维及其织物 ，优选海藻酸盐纤维或者壳聚糖纤维或者纤维素纤维

(包括溶剂法纺丝制得 的纤维素纤维 ），所述海藻酸盐纤维为高甘露糖

醛酸 （M ) 型或者高古洛糖醛酸 （G) 型或者甘露糖醛酸 /古洛糖醛酸

(M/G) 混合型 。所述海藻酸盐纤维为海藻酸钙纤维或者海藻酸钙 /钠



纤维 。所 述壳聚糖 纤维可 以是脱 乙酰度 80% 以上 的壳聚糖 纤维或者羧

甲基 壳聚糖 纤维或 者酰化 壳聚糖 纤维 。所 述 纤维素 纤维可 以是羧 甲基

纤维素 纤维 ，也可 以是不溶 于水 的纤维素垸 基磺 酸 盐 纤维 、含 羧 甲基

溶剂 纺纤维素 纤维 ，或者 也可 以是不溶 于水 的溶剂 纺纤维素垸 基磺 酸

盐纤维 。

本发 明使用 的纤维 为短 纤维 ，可 以根据伤 口敷料 的结构将 长丝或

纤维切 断成一定 的长度 ，所 述纤维长度 为 3-100mm 。

本发 明使用 的纤维 具有一 定 的线 密度 和卷 曲度 ，所 述 纤维 的线密

度 为 1-5 分特 ，优选 为 1.5-3 分特 。

本发 明所涉及 的敷料 为通 过针刺 非织造工 艺或者化 学粘 合 非织造

工 艺或者机 织工 艺或者针 织工 艺所 制成 的织物 。如 果采用针刺 非织造

工艺 时 ，纤维长度可 以长些 ，为 30-100mm ，如果采用化学粘合非织造

工艺 时 ，纤维长度 可 以短些 ，为 3-15mm ，如果机织或针织工艺 时 ，纤

维长度可 以为 20-85mm 。

本发 明提供含 有纳米 金属 的抗菌性 纤维 的制备方法 ，首先 ，将 纳

米 金属材料 按 比例 分散在 水溶液或者有机 溶剂 中 。分散 时可 以利用低

频超 声仪 （25-50 赫 兹 ）使得 分散过程更有效 。然后根据工 艺条件将含

纳米 金属 的溶液 喷涂 到纤维或织物表 面上 。

纳米 溶液 的浓度 要 根据 工 艺条件 和材料 来 决定 ，最 终纳米 金属在

纤维或织物 中的含 量应该在 0.5-10% 重量之 间。

如果 是连 续式 纺丝 工 艺 ，则要按 照 纺丝速度 和 纤维束线 密度 计算

喷涂 流量 。如果 是散 纤维 喷涂 ，则要计算 纤维 总量 。如果 是织物 ，则

要计算织物 总重量和面积 。

本发 明提供一种含 有纳米 金属 的抗菌性 纤维 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

括下列步骤 ：

将 纳米 金属按 比例 分散 于水溶液 或者一种 有机 溶液 中 ，配制成含

有纳米金属 的溶液 ；

将所得 到 的含 有纳米 金属 的溶液 按工 艺条件 喷涂 到连 续 纺丝 的丝

束上 ；

将所得 到纤维束卷 曲、切段 ；

将所得 到 的纤维通过非织造 、机织或针织工艺加工成织物 。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的制备方法，具体

包括下列步骤：

将纳米金属按比例分散于水溶液或者一种有机溶液中，配制成含

有纳米金属的溶液；

将所得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溶液按纤维重量喷涂于制备好的短纤

维表面上；

将所得到的纤维通过非织造、机织或针织工艺加工成织物。

本发明提供一种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织物的制备方法，具体包

括下列步骤：

将纳米金属按比例分散于水溶液或者一种有机溶液中，配制成含

有纳米金属的溶液；

将所得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溶液按织物重量喷涂到织物表面，可

以是只喷涂一面，也可以是喷涂在织物两面；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含有纳米金属的纤维类抗菌性伤 口敷料的制备

方法进一步包括下列步骤：将所得到织物切割，并包装、灭菌，得到

所述的敷料。

本发明提供的上述各方法中所使用的所述纳米金属粒子为纳米银

粒子或者纳米铜粒子或者纳米锌粒子。

本 发 明提 供 的上 述 各 方 法 中所 述 纳 米 金 属 粒 子 的粒 径 为

1匪 -500 匪 ， 优选为 1匪 -400 匪 。

因此，采用上述喷涂方法时，因为纳米金属粒子的电荷高，所以

纳米银 " 粘附 " 在纤维表面而且可以耐受一般的无纺过程。此外，由

于本发 明涉及的伤 口敷料为在表面分布有纳米金属粒子的纤维类织

物，作为伤 口治疗敷料，该纤维类伤口敷料具有很快释放出足够量的

纳米金属粒子的能力，特别适合慢性伤 口治疗 ，可 以提供长期而有效

的抗菌功能，能够有效地防止各种细菌和微生物对伤 口的感染。

附图说明
图 1为显示含有 0.5 重量％纳米银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中 1天

后的抑菌圈。

图 2 为显示含有 0.5 重量％纳米银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中 7 天



后的抑菌圈。

图 3 为显示含有 10 重量％纳米铜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中 1天

后的抑菌圈。

图 4 为显示含有 10 重量％纳米铜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中 7 天

后的抑菌圈。

图 5为显示含有 1重量％纳米银的敷料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中

1天后的抑菌圈。

图 6为显示含有 1重量％纳米银的敷料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中

7 天后的抑菌圈。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通过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

体说明。

实施例 1

制备含有 0.5%纳米银的抗菌性壳聚糖纤维及其伤 口敷料的方法：

1.在通常的壳聚糖纺丝过程，计算出丝束的干重，例如，6 克/米。

2.检查线速度，单位为米/分，例如，20 米/分。可得出每分钟长丝

束的总干重，即 120 克/分。

3.准备好溶液所需的水量，该溶液可以在纺丝过程中喷到丝束表面

上。溶液中的银浓度越高越好。在本实例中，所准备的含有纳米银的
溶液浓度为 20% , 银粒子的标称粒径为 5nm 。

4.将纳米银粉末 （粒径 5 nm ，D95=3.7-6.9 ) 先用超声仪 （25-50

赫兹）分散在水溶液中，水溶液含 20 重量％纳米银。

5.调整喷嘴的移动速度以使喷涂速度约为 3 克/分钟，并在丝束经

过时将溶液匀速喷涂在丝束表面上。
6.丝束将经过干燥，卷曲和切段制成长度为 50 毫米的短纤维。纺

出的纤维为灰白色，且其中纳米银含量约 0.5 重量％。

7.使用传统的无纺工艺将纤维制成无纺布 。将制得的布切割成

lOxlOcm, 并包装到纸袋中。得到的该敷料将通过 25-40 千戈瑞的伽马

辐照进行灭菌。



实施例 2

为 了观 察敷料 的抗 菌性 能 ，在 培养 皿 中均匀地涂布 一 定量 的大肠

杆菌 ，然后分别将 实施例 1 所得 的敷料 切成 2x2cm 放入其 中，在恒温

37 C 下连续培养 7 天 ，每天观察各平板上 的细菌生长情况 。图 1 显示

了含 0.5 重量％纳米银 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 皿 中 1 天后 的抑菌 圈 ，图

显示 了含 0.5 重量％纳米银 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 中 7 天后 的抑菌

圈。可 以看 出含 0.5 重量 ％纳米银 的敷料在 7 天后仍然具有较好 的抗菌

性 能 。

实施例 3

制 备 含 有 10% 纳 米 铜 的抗 菌 性海 藻 酸 钙 纤 维 及 其伤 口敷 料 的方

法 ：

1.在通 常 的海藻酸钙 纺丝过程 ，计算 出丝束 的干重 ，例如 ，11.5 克

/米 。

2 .检查线速度 ，单位 为米 /分 ，例 如 ，22 米 /分 。可得 出每分钟丝束

的总干重 ，即 253 克/分 。

3 .由于海藻酸钙遇 水可成胶 ，因此要用 丙酮或其他有机 溶剂作为介

质 。准备好 500 克丙酮液体和 200 克 的纳米铜粉 体 （铜银粒子 的尺寸

范 围为 10-40nm) 。

4 .将纳米铜粉末先用超 声仪 （25-50 赫 兹 ）分散在 丙酮溶液 中，溶

液含 40 重量 ％纳米铜 。

5 .调整 喷嘴 以使 喷涂速度 约为 63 克/分 。并在丝束经过 时将溶液匀

速 喷涂在丝束表面上 。

6 .丝束将经过干燥 ，卷 曲和切段制成长度 为 50 毫米 的短纤维 。纺

出的纤维为灰 白色 ，且其 中铜含量约 10 重量％。

7 .使 用 传 统 的无 纺 工 艺 将 纤 维 制 成 无 纺 布 。将 制 得 的布 切 割 成

10 X 10cm, 并包装到纸袋 中 。得 到 的该敷料将通过 25-40 千戈瑞 的伽

马辐 照进行灭菌 。

实施例 4

为 了观 察敷料 的抗 菌性 能 ，在 培养 皿 中均匀地涂布 一 定量 的大肠

杆菌 ，然后分别将 实施例 3 所得 的敷料切成 2 X 2cm 放入其 中，在恒温



37 C下连续培养 7 天 ，每天观察各平板上 的细菌生长情况 。图 3 显示

了含 10 重量％纳米铜 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 中 1 天后 的抑菌 圈，图

4 显示 了含 10 重量％纳米铜 的敷料在大肠杆菌培养皿 中 7 天后 的抑菌

圈。可 以看 出含 10 重量％纳米铜 的敷料在 7 天后仍然具有较好 的抗菌

性能。

实施例 5

制备含有 1%纳米银 的抗菌性改性纤维素纤维 的伤 口敷料 的方法 ：

1.将 1 平方米克重为 120 克/平方米 的织物平整地放置于平面上 ；

2.称量 180 克 的丙酮和 20 克含纳米银 20% 的纳米银水溶液 ，混合

配制成溶液 。纳米银粒子 的标 定粒径 为 100 纳米 ，实 际粒径 分布 为

50-150 纳米 ；

3.将约为 30 克 的溶液喷涂于羧 甲基纤维素织物 的一面上 。所得到

的织物含有 0.5 重量％的纳米银 。

4.翻转织物并 以与上述 3 中相 同的份额喷涂另一面 。所得到的织物

的总的纳米银含量约为 1 重量％。

5.在进行下一步处理前 ，应确保溶剂完全被挥发或织物完全干燥 。

6.该织物分切割成 l OX lOcm, 并包装到纸袋 中。得到 的该敷料将

由环氧 乙垸进行灭菌 。

实施例 6

为 了观察敷料 的抗菌性能 ，在培养皿 中均匀地涂布一定量 的金黄

色葡萄球菌 ，然后分别将实施例 5 所得 的敷料切成 2 X 2cm 放入其 中，

在恒温 37 °C下连续培养 7 天 ，每天观察各平板上 的细菌生长情况 。图

5 显示 了含 1重量％纳米银 的敷料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 中 1天后 的

抑菌 圈，图 6 显示 了含 1 重量％纳米银 的敷料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

中 7 天后 的抑菌 圈。可 以看 出含 1 重量％纳米银 的敷料在 7 天后仍然具

有较好 的抗菌性能。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特征在于：纤维类

敷料表面均匀地喷涂有纳米金属，所述的纤维为溶胶性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溶胶性纤维表面均匀地喷涂有附着纳米金属。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

特征在于：所述纳米金属粒子的含量为 0.5-10 重量％，优选为 0.6-9 重

量％，最优选 0.8-8 重量％。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或 3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

敷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金属粒子的粒径为 lnm-500nm ，优选为

lnm-400nm 。

5、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或 3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

敷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金属粒子为纳米银粒子或者纳米铜粒子或

者纳米锌粒子。

6、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或 3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

敷料，所述纤维为海藻酸盐纤维或者壳聚糖纤维或者纤维素纤维。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

特征在于：所述海藻酸盐纤维为高甘露糖醛酸型、高古洛糖醛酸型或

者甘露糖醛酸/古洛糖醛酸混合型纤维。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

特征在于：所述海藻酸盐纤维为海藻酸钙纤维或者海藻酸钙/钠纤维。

9、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

特征在于：所述壳聚糖纤维为羧甲基壳聚糖纤维或者酰化壳聚糖纤维。



10、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类敷料，其

特征在于 ：所述纤维素纤维为羧 甲基纤维素纤维或者不溶于水 的纤维

素垸基磺酸盐纤维 、含羧 甲基溶剂纺纤维素纤维或者不溶于水 的溶剂

纺纤维素垸基磺酸盐纤维 。

11、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含有纳米金属 的抗菌性纤维

类敷料 ,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类敷料为机织物 ，针织物或非织造织物 。

12、一种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

类敷料 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

将纳米金属粒子按 比例分散于水溶液或者一种有机溶剂中；

然后按 比例喷涂于连续纺丝的纤维丝束表面上；

将纤维丝束卷 曲、切断；

将所得纤维通过非织造工艺制作成非织造织物 ，再切割成块状 ，

包装灭菌 。

13、一种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的抗菌性纤维

类敷料 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

将纳米金属粒子按 比例分散于水溶液或者一种有机溶剂中；

然后按 比例喷涂于 已经切断的短纤维表面上；

将所得纤维通过非织造工艺制作成非织造织物 ，再切割成块状 ，

包装灭菌 。

14、一种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抗菌性纤维类

敷料 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

将纳米金属粒子按 比例分散于水溶液或者一种有机溶剂中；

然后按 比例喷涂于 已经制成的织物表面上；

将喷涂后所得敷料 ，再切割成块状 ，包装灭菌 。

15、根据权利要求 12 至 14 中任一项所述的含有纳米金属抗菌性

纤维类 敷料 的制备方法 ，其特 征在 于 ：所 述纳米 金属粒子 的粒径 为



1匪 -500 匪 ， 优选为 1匪 -400 匪 。

16、根据权利要求 12 至 14 中任一项所述 的含有纳米金属抗菌性

纤维类敷料 的制备方法 ，其特 征在 于 ：所述纳米金属粒子为纳米银粒

子或者纳米铜粒子或者纳米锌粒子 。

17、根据权利要求 12 至 14 中任一项所述 的含有纳米金属抗菌性

纤维类敷料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纤维为海藻酸盐纤维 、羧 甲

基壳聚糖 纤维 、酰化壳聚糖 纤维 、羧 甲基纤维素纤维 、不溶于水 的纤

维素垸基磺酸盐纤维 、或者混纺有非溶胶性纤维作 为加强纤维 的上述

纤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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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Ag, copper, Cu,zinc,Zn,spray,sputter,coating

C.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必要时，指明相关段落 相关的权利要求

X CN1935268A (上海川本卫生材料有限公司）28.3 月 2007 ( 28.03.2007 ) 1-17

权利要求 1-6 和 8-9，说明书第 1页第 5 段-第 2 页第 4 段，实施例 1-4

X CN101721733A (威海威高创新有限公司）09.6 月 2010 ( 09.06.2010 ) 1-17

权利要求 1-2，说明书第 5-8 段

A CN1723778A (深圳市清华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17

25. 1 月 2006 ( 25.01.2006 ) 全文

A WO2009141633A2 ( CONVATEC TECHNOLOGIES INC) 1-17

26. 11 月 2009 ( 26. 11.2009) 全文

□ 其余文件在 C 栏的续页中列出 因 见同族专利附件。

* 引用文件的具体类型： "T" 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后公布，与申请不相抵触，但为了
"A" 认为不特别相关的表示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的文件 理解发明之理论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国际申请日的¾ ¾¾ 公布 先申请或 "X" 特别相关的文件，单独考虑该文件，认定要求保护的
"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别相关的文件，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体说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O" 涉及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国际申请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国际检索实际完成的日期 国际检索报告邮寄日期
01.4 月 2012 ( 01.04.2012 ) 19.4 月 2012 (19.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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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100088 杨金辉

传真号： （86-10)62019451 电话号码：(86-10) 6208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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