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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菌防霉剂及其制备方

法，其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在所述埃洛石纳

米管上负载有六偏磷酸钠和硝酸银的络合物。该

抗菌防霉剂具有更好的分散性及与尼龙基体更

好的相容性，前者提高了材料的抗菌防霉效率、

后者提高了材料的颜色稳定性及力学综合性能。

还公开了一种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

主要由以下组份组成：尼龙树脂40‑80份，增强组

分10‑50份，无卤阻燃剂4‑12份，埃洛石纳米管3‑

10份和抗氧剂0.1‑0.5份。还公开了该无卤阻燃

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和应用，操作

简单，成本低廉，注塑后各项性能优异，可广泛应

用于汽车大巴、公交车座椅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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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菌防霉剂，其特征在于，其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在所述埃洛石纳米管上负

载有六偏磷酸钠和硝酸银的络合物。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将天

然埃洛石热风干燥后粉碎，取粉碎后的埃洛石粉末、蒸馏水、硝酸银及粉状六偏磷酸钠按质

量比1:10:0.1～0.5:0.001～0.2配制成混合液，在常温下搅拌后再静置一段时间，取静置

分层后的澄清溶液真空干燥至埃洛石成块状，将块状埃洛石粉碎，并过筛，即得所述的埃洛

石纳米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抗菌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干燥的温度为

80℃～100℃，所述热风干燥的时间为8～12h；所述搅拌的时间为20～26h，所述静置的时间

为48～72h；所述真空干燥的温度为60℃～80℃，所述真空干燥的时间为18～24h；所述过筛

为过100～200目筛。

4.一种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其按重量份主要由以下组份组

成：

所述抗菌防霉剂为权利要求1所述或由权利要求2‑3中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的抗菌防霉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尼龙树脂

包括尼龙6、尼龙66、尼龙11、尼龙12、尼龙612、尼龙1212和芳香族尼龙中的一种或几种；所

述增强组分包括连续性玻璃纤维、短切型玻璃纤维、碳纤维、滑石粉、碳酸钙、硫酸钡和硅灰

石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卤阻燃

剂包括磷氮系列阻燃剂、烷基磷酸盐系列阻燃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组合；其中，所述磷

氮系列阻燃剂包括三聚氰胺‑聚磷酸盐、三聚氰胺‑多聚磷酸盐和三聚氰胺‑聚焦磷酸盐中

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所述烷基磷酸盐系列阻燃剂包括烷基次磷酸盐、烷基偏磷酸盐和烷基

亚磷酸盐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所述抗氧剂为受阻酚类抗氧剂和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中的任

意一种或几种。

7.一种如权利要求4‑6中任一项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将尼龙树脂、增强组分、无卤阻燃剂、抗菌防霉剂、抗氧剂真空

干燥后，按比例混合均匀，经挤出、牵引、造粒，即得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

料。

8.根据权利要7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挤出采用的

挤出机料筒口温度为210℃～220℃、输送段温度为220℃～240℃、压缩段温度为230℃～

240℃、计量段温度为230℃～240℃；喷嘴温度为235℃～240℃；螺杆转速为180～20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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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喂料速度为15～20r/min。

9.一种如权利要求4‑6中任一项所述或由权利要求7或8所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无卤

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的

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于真空干燥箱中在100℃～110℃下干燥3～4h后，在封闭

条件下冷却至室温、注塑。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塑所用的注塑机料筒口温度为210

℃～220℃、输送段温度为220℃～240℃、压缩段温度为230℃～240℃、计量段温度为230℃

～245℃；喷嘴温度为235℃～240℃；模具温度为80℃～100℃；螺杆转速为100～120r/min；

注射背压为60～80Mpa。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2662168 A

3



一种抗菌防霉剂、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复合材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抗菌防霉剂、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

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存环境的清洁程度日益提升，抗菌防霉在日

常生活中越来越被重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增加了抗菌防霉工作的必

要性，尤其是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将抗菌防霉工作推向了新的高点。

[0003] 尼龙又名聚酰胺，是指分子主链上含有酰胺键的一类聚合物的总称。它具有良好

的化学稳定性、优异的机械性能、耐磨性能及加工性能，在电子、电器、汽车、家电等领域的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日常生活中与人体接触频繁，酰胺键的强极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

份，为细菌与真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对人体健康带来安全隐患。

[0004] 目前，通常是添加抗菌剂、采取共混改性的手段来达到尼龙抗菌的目的。常见的抗

菌剂可分为无机抗菌剂和有机抗菌剂。与有机抗菌剂相比，无机抗菌剂具有连续性、持久

性、抗菌广谱性、不易产生耐药性、耐热性好和安全性高等优势。但市面上通常的抗菌尼龙

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无机抗菌剂与尼龙树脂基体相容性差、分散不均，抗菌效率低；

[0006] (2)无机抗菌剂稳定性不好，导致尼龙材料颜色不稳定；

[0007] (3)仅考察了复合材料的抗菌，并未涉及防霉性能；

[0008] (4)无机抗菌剂对尼龙材料力学综合性能尤其是冲击韧性影响明显。

[0009] 公开号CN106633829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抗菌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仅考虑了抗菌剂以何种方式加入，忽略了载体与基体的相容性，没有涉及复合材料的防

霉性能、颜色稳定性及力学综合性能等关键指标，无法满足工业应用。

[0010] 因此，针对抗菌尼龙中无机抗菌剂与尼龙树脂基体相容性差、分散不均所导致的

材料抗菌效率低、颜色不稳定、出现异味以及机械性能下降等问题，提供一种能同时改善聚

合物基体力学性能及抗菌性能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背景技术中提到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一

种能同时改善聚合物基体力学性能及抗菌性能的新型纳米级无机抗菌剂及其制备方法，并

提供一种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13] 一种抗菌防霉剂，其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在所述埃洛石纳米管上负载有六偏

磷酸钠和硝酸银的络合物。

[0014] 所述抗菌防霉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天然埃洛石热风干燥后粉碎，取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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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后的埃洛石粉末、蒸馏水、硝酸银及粉状六偏磷酸钠按质量比1:10:0.1～0.5:0.001～

0.2配制成混合液，在常温下搅拌后再静置一段时间，取静置分层后的澄清溶液真空干燥至

埃洛石成块状，将块状埃洛石粉碎，并过筛，即得所述的埃洛石纳米管。

[0015] 所述抗菌防霉剂的制备方法，优选的，所述热风干燥的温度为80℃～100℃，所述

热风干燥的时间为8～12h；所述搅拌的时间为20～26h，所述静置的时间为48～72h；所述真

空干燥的温度为60℃～80℃，所述真空干燥的时间为18～24h；所述过筛为过100～200目

筛。

[0016] 埃洛石是一种微观形态为管状的天然硅酸盐矿物，主要由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八面

体组成，SiO2含量为59wt％，Al2O3的含量为40.4wt％，Fe2O3含量为0.25wt％。Fe2O3容易发

黄、引起材料颜色不稳定，六偏磷酸钠可与Fe2O3相互作用形成不溶的络合物而沉降，最终除

去，提高埃洛石纯度的同时确保了材料的颜色稳定性；同时，六偏磷酸钠可与硝酸银相互作

用形成络合物吸附于埃洛石管壁，有利于提高银离子的稳定性，并在后续抗菌过程中，延长

了抗菌剂的时效性。

[0017] 基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由上述抗菌防霉剂组成的无卤阻燃抗

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其按重量份主要由以下组份组成：

[0018]

[0019] 埃洛石含有特殊的中空管状结构可以用来装载抗菌剂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缓

释；其次，埃洛石纳米管内壁含有一定数量的羟基，能提升与强极性的尼龙材料的相容性；

再者，其自带的氧化铁组份在聚合物燃烧时可以起到凝聚相抑烟、作为交联剂促进形成稳

定的炭层，提升复合材料的阻燃性能。相比以凹凸棒为载体，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的抗菌

防霉剂不仅仅是利用其中空的管状结构，其表面含有羟基，其含有的极性结构更有利于提

高与尼龙基体的相容性、促进抗菌防霉剂的分散、其特殊的化学组成有利于提高材料的阻

燃性能等。

[0020] 本发明通过自制带缓释功能的抗菌防霉剂，采用熔融共混挤出的方法制备出一种

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复合材料，具有颜色更稳定，表面光洁度更好及更优异的阻燃

性能、抗菌性能及尺寸稳定性，氧指数大于26％，满足于最新版《JT/T  1095‑2016客户内饰

材料阻燃标准》，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达99.9％、防霉等级达到0级(即无长

霉)，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大巴、公交车座椅等领域。

[0021] 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优选的，所述尼龙树脂包括尼龙6、尼龙

66、尼龙11、尼龙12、尼龙612、尼龙1212和芳香族尼龙中的一种或几种，更优选尼龙6。

[0022] 优选的，所述增强组分包括连续性玻璃纤维、短切型玻璃纤维、碳纤维、滑石粉、碳

酸钙、硫酸钡和硅灰石的一种或几种，更优选短切型玻璃纤维。

[0023] 优选的，所述无卤阻燃剂包括磷氮系列阻燃剂、烷基磷酸盐系列阻燃剂中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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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或几种的组合；其中，所述磷氮系列阻燃剂包括三聚氰胺‑聚磷酸盐(MP)、三聚氰胺‑多

聚磷酸盐(MP)和三聚氰胺‑聚焦磷酸盐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所述烷基磷酸盐系列阻燃剂

包括烷基次磷酸盐、烷基偏磷酸盐和烷基亚磷酸盐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优选磷氮系列阻

燃剂。

[0024] 优选的，所述抗氧剂为受阻酚类抗氧剂和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

种。

[0025] 所述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尼龙树脂、增

强组分、无卤阻燃剂、抗菌防霉剂、抗氧剂真空干燥后，按比例混合均匀，经挤出、牵引、造

粒，即得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

[0026] 所述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优选的，所述挤出采用的挤出

机料筒口温度为210℃～220℃、输送段温度为220℃～240℃、压缩段温度为230℃～240℃、

计量段温度为230℃～240℃；喷嘴温度为235℃～240℃；螺杆转速为180～200r/min；喂料

速度为15～20r/min。

[0027] 基因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所述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

的应用，所述应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于真空

干燥箱中在100℃～110℃下干燥3～4h后，在封闭条件下冷却至室温、注塑。

[0028] 上述的应用，优选的，所述注塑所用的注塑机料筒口温度为210℃～220℃、输送段

温度为220℃～240℃、压缩段温度为230℃～240℃、计量段温度为230℃～245℃；喷嘴温度

为235℃～240℃；模具温度为80℃～100℃；螺杆转速为100～120r/min；注射背压为60～

80Mpa。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0] 1、本发明采用的抗菌防霉剂，以埃洛石纳米管特殊的中空管状结构作为抗菌防霉

剂的缓释通道，有效地预防了抗菌防霉剂的聚集，延长了材料抗菌防霉的时效性；埃洛石纳

米管自带的氧化铁组份在聚合物燃烧时可以起到凝聚相抑烟、作为交联剂促进形成稳定的

炭层，提升复合材料的阻燃性能；该抗菌防霉剂具有更好的分散性及与尼龙基体更好的相

容性，前者提高了材料的抗菌防霉效率、后者提高了材料的颜色稳定性及力学综合性能。

[0031] 2、本发明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采用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的抗菌

防霉剂，与尼龙树脂基体相容性好，分散均匀，没有异味，机械性能优异，而且具有颜色更稳

定，表面光洁度更好及更优异的阻燃性能、抗菌性能及尺寸稳定性，氧指数大于26％，满足

于最新版《JT/T  1095‑2016客户内饰材料阻燃标准》，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

达99.9％、防霉等级达到0级(即无长霉)。

[0032] 3、本发明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按本发明的应用方法注塑后各项性

能优异，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大巴、公交车座椅等领域。

[0033] 4、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生态环保，制作周期短，且制备得到的

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分散均匀，机械性能优异，适合大规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3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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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5] 图1是实施例2中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的抗菌剂在树脂基体中分布的SEM图。

[0036] 图2是实施例2中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复合材料对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抗菌率测试结果，抗菌率均达到99.99％。

[0037] 图3、图4是实施例2中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复合材料防霉等级测试结果，防

霉率达到最高级别，即0级无长霉。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更全

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实施例。

[0039]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含义相

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40] 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原材料、试剂、仪器和设备等均可通过市

场购买得到或者可通过现有方法制备得到。

[0041] 实施例1：

[0042] 一种本发明的抗菌防霉剂，其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在所述埃洛石纳米管上负

载有六偏磷酸钠和硝酸银的络合物，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从天然埃洛石中分拣出白度较高的块料，在80℃～100℃下热风干燥8～12h后

粉碎；

[0044] (2)取粉碎后的埃洛石粉末、蒸馏水、硝酸银及粉状六偏磷酸钠以不同的质量比配

制成混合液；

[0045] (3)在常温下搅拌20～26h后再静置48～72h；取静置分层后的澄清溶液在60℃～

80℃下真空干燥18～24h至埃洛石成块状；

[0046] (4)将块状埃洛石粉碎，并过100～200目筛，得到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的抗菌防

霉剂；不同的质量比配制成的抗菌防霉剂的配方如表1所示。

[0047] 表1：纳米抗菌防霉剂物料配方表(按质量份计)

[0048] 组份 抗菌防霉剂1 抗菌防霉剂2 抗菌防霉剂3 抗菌防霉剂4

埃洛石纳米管 1 1 1 1

蒸馏水 10 10 10 10

硝酸银 0.35 0.1 0.5 0.35

六偏磷酸钠 0.15 0.15 0.15 0.05

[0049] 实施例2‑6：

[0050] 一种本发明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由实施例1的抗菌防霉剂1‑4制备而

成，实施例2‑6和对比例1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的各组份及用量见表2所示。

[0051] 实施例2‑6和对比例1中均采用尼龙6作为尼龙树脂，采用短切型玻璃纤维作为增

强组分，采用亚磷酸酯类抗氧剂168和受阻酚类抗氧剂1098作为抗氧剂。

[0052] 表2：各实施例2‑6和对比例1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配方表(按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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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0055] 该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自制的抗菌防霉

剂及各原材料组份真空干燥后，按比例混合均匀，经挤出机挤出、牵引、造粒，制得无卤阻燃

抗菌防霉增强尼龙复合材料。其中，挤出机料筒口温度为210℃～220℃、输送段温度为220

℃～240℃、压缩段温度为230℃～240℃、计量段温度为230℃～240℃；喷嘴温度为235℃～

240℃；螺杆转速为180～200r/min；喂料速度为15～20r/min。实施例2‑6及对比例1均采用

相同的挤出工艺。

[0056] 该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尼龙复合材料的应用方法(测试用标准样条的制备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57] 将挤出后的粒子于真空干燥箱中在100℃～110℃下干燥3～4h后并在封闭条件下

冷却至室温、注塑。注塑所用的注塑机料筒口温度为210℃～220℃、输送段温度为220℃～

240℃、压缩段温度为230℃～240℃、计量段温度为230℃～245℃；喷嘴温度为235℃～240

℃；模具温度为80℃～100℃；螺杆转速为100～120r/min；注射背压为60～80Mpa。实施例2‑

6及对比例1均采用相同的注塑工艺。

[0058] 对于实施例2‑6和对比例1的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进行抗菌率、防霉等级、

色差值、阻燃及力学综合性能等一系列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0059] 表3：实施例2‑6和对比例1的材料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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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0062] 备注：色差值是将不加抗菌防霉剂的材料做成标准色板，采用色差仪测试实施例

及对比实施例与标准色板的色差变化，用△L表示。

[0063] 为了在相同条件下对比抗菌防霉剂的综合性能，对比例1中硝酸银与实施例2中抗

菌防霉剂的含量相同，从测试结果对比来看，以中空结构且内壁含有羟基的埃洛石为载体

的抗菌防霉剂在抗菌效率、防霉等级及颜色稳定性方面均有更好的表现，这归功于埃洛石

上的羟基与尼龙基体的酰胺基相互作用、具有更好的相容性，埃洛石载体促进了抗菌防霉

剂的分散、显著地提升了材料的阻燃性能及力学综合性能，尤其是抗冲击韧性。

[0064] 本发明对比实施例3‑6的测试结果表明，在以埃洛石为载体的抗菌防霉剂制备过

程中，埃洛石粉末、蒸馏水、硝酸银及粉状六偏磷酸钠的最佳质量比为1:10:0.35:0.15，当

硝酸银的含量偏低时，材料的抗菌或防霉效果达不到要求，如实施例3、实施例4所示；当硝

酸银的含量偏高时，材料的抗菌或防霉效果有盈余，不但增加了无谓的成本，且过量的硝酸

银会导致材料的冲击性能下降明显。

[0065] 本发明实施例6的测试结果表明，当分散剂六偏磷酸钠的比例偏低时，影响了埃洛

的提纯，杂质含量偏高，影响了复合材料的力学综合性能，尤其是抗冲击性能下降明显。

[0066] 本发明通过埃洛石的提纯技术及以此为载体的纳米抗菌防霉剂制备技术，发挥了

埃洛石与抗菌防霉剂间的协效作用、促进了抗菌防霉剂与尼龙基体相容，复合材料的抗菌

防霉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韧性得以保持，制备出综合性能优异的抗菌防霉尼龙复合

材料，并且这种技术对抗菌防霉复合材料体系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0067] 图1是实施例2中以埃洛石纳米管为载体的抗菌剂在尼龙树脂基体中分布的SEM

图，可清晰见到埃洛石纳米管的均匀分布，这是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抗菌防霉效率得以提

升的根本原因。

[0068] 图2是实施例2中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复合材料对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抗菌率测试结果，抗菌率均达到99.99％。

[0069] 图3和图4是实施例2中无卤阻燃抗菌防霉增强尼龙复合材料防霉等级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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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霉率达到最高级别，即0级无长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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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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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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