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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化纤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

对银粉进行包覆处理，所使用的银粉粒径为1-15

微米；(2)干燥处理，使用真空干燥箱对涤纶切片

进行干燥，烘干温度设定为100℃，使涤纶切片的

含水量为110ppm；(3)抗菌功能粒子制备，制成制

成掺杂银粉的涤纶粒子；(4)纺丝；(5)后处理：将

制得的长丝进行牵伸、卷绕及落筒。通过对使用

的银粉进行了包覆处理，减少了银粉的团聚，使

生产出涤纶纤维抗菌效果更好，且涤纶纤维中的

银粉不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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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对银粉进行包覆处理，所使用的银粉粒径为1-15微米；

(2)干燥处理：使用真空干燥箱对涤纶切片进行干燥，烘干温度设定为100℃，使涤纶切

片的含水量为110ppm；

(3)抗菌功能粒子制备：利用输出注射泵添加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片混

合加入螺杆挤出机，将混合熔融的溶体通过喷丝孔挤出，通过循环水浴冷却，再经过鼓风干

燥，去除表面的水分，经切粒机制成掺杂银粉的涤纶粒子；

(4)纺丝：干燥使掺杂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的涤纶粒子的含水量低于25ppm，将涤

纶粒子加入螺杆挤出纺丝机，熔融后从喷丝孔压出，凝固成丝；

(5)后处理：将制得的长丝进行牵伸、卷绕及落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经过表面

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片的重量比为(0.05-8)：100，螺杆挤出机熔融温度为250℃-300

℃。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控制混合

料的特性粘度为0.5-0.9dL/g，含水量为110-150pp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螺杆挤出

纺丝机的螺杆温度为250℃-280℃，纺丝箱内温度为260℃-29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牵伸时拉

伸倍数为2-7倍，环吹风温度为10-30℃，环吹风风速为5-20m/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银粉表面

包覆处理方法为：

(1)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混合搅拌1-5分钟，减小银粉之间的静电力，防止

银粉团聚现象的发生；

(2)将混合后的银粉加入到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正硅酸乙酯的乙醇溶液中并快速

搅拌，滴加摩尔浓度为1.0mol/L的NaOH水溶液，使溶液pH值大于7，反应时间为0.5-5小时，

对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干燥，得到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

(3)将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置于反应器中，加入N-甲基吡咯烷酮，在超声条件下分散

10-60分钟，在N2气氛下加入硅烷偶联剂，反应时间为0.5-5小时；

(4)将沉淀物进行过滤，在40-80℃条件下进行干燥1小时，即得到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

银粉。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覆处理方法步骤

(1)中所述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与银粉的重量比为(0.5-2):100。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覆处理方法步骤

(3)中所述的N-甲基吡咯烷酮与银粉的重量比为(0.2-1):100，硅烷偶联剂与银粉重量比为

(0.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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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纤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利用银

离子杀菌的特性，制备具有抗菌功能的涤纶纤维。

背景技术：

[0002] 涤纶纤维具有高强、高模、高弹以及良好的保形性和耐热性等优点，已成为用途最

广、耗量最大的纤维品种。由于良好的服用性能，涤纶纤维被广泛的应用于服装领域。随着

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纺织服装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穿着的

要求。因此，近年来功能性的纺织服装就应运而生。穿着具有抗菌功能的纺织品，可使人们

的出行和活动更加安全，人们对服装的抗菌性能也越来越关注。

[0003] 国内外的研究中 ，应用最多的是往纺织纤维中掺杂纳米银。申请号为

201710710557.8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长效抗菌涤纶长丝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a、把热塑性聚氨酯切片经清洗干燥后与抗菌剂混合加入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混炼；

b、在挤出机的计量段或在挤出机后、进入混合器前加入交联剂；c、熔纺物料经喷丝板喷出、

纺丝和卷绕成型，最后得到成品。生产工艺流程为：切片清洗—干燥—挤出—混合—喷丝—

牵伸—冷却—上油—卷绕。抗菌剂为银粉，银粉为纳米级银粉。申请号为201310088508.7的

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抗菌纤维的生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自制抗菌母粒，其包括：

将纳米银粉分散到溶剂中，分散均匀后添加聚丙烯切片使其溶解；加热回流聚丙烯/纳米银

体系，去除体系中的溶剂，干燥后研磨成粉；将聚丙烯/纳米银粉和树脂混合，通过螺杆挤

出，制备聚丙烯抗菌母粒；B、将步骤A制得的抗菌母粒按2-10％与纤维原料相混，通过高速

混料机混合，挤出拉丝，得到抗菌纤维。以上技术材料均使用纳米银，这种工艺虽然起到了

抗菌效果，但同时在做成服装的穿着及洗涤过程中很可能造成纳米银的脱落，与皮肤接触

后对人体产生危害。由于纳米银粉的粒径较小，更容易进入人体，在接触大量纳米银粒子时

有对肝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且研究表明，纳米银对许多水生生物具有毒性，并能在食物链

中积累。同时，加入纳米银的纤维在多次洗涤后纳米银易脱落，抗菌性能会有大幅度的降

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针对现有技术中掺杂纳米银的纺织

纤维危害健康及环境，以及抗菌性能不持久的缺点，在保持涤纶纤维良好力学性能前提下，

设计寻求一种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使涤纶纤维具有抗菌性能以及抗菌持久性。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涉及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对银粉进行包覆处理，所使用的银粉粒径为1-15微米；

[0007] (2)干燥处理：使用真空干燥箱对涤纶切片进行干燥，烘干温度设定为100℃，使涤

纶切片的含水量在110ppm；

[0008] (3)抗菌功能粒子制备：利用输出注射泵添加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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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混合加入螺杆挤出机，将混合熔融的溶体通过喷丝孔挤出，通过循环水浴冷却，再经过鼓

风干燥，去除表面的水分，经切粒机制成掺杂银粉的涤纶粒子；

[0009] (4)纺丝：干燥使掺杂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的涤纶粒子的含水量低于25ppm，

将涤纶粒子加入螺杆挤出纺丝机，熔融后从喷丝孔压出，凝固成丝；

[0010] (5)后处理：将制得的长丝进行牵伸、卷绕及落筒。

[0011] 本发明涉及的步骤(3)中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片的重量比为(0.05-

8)：100，螺杆挤出机熔融温度为250℃-300℃。

[0012] 本发明涉及的步骤(3)中控制混合料的特性粘度为0.5-0 .9dL/g，含水量为110-

150ppm。

[0013] 本发明涉及的步骤(4)中螺杆挤出纺丝机的螺杆温度为250℃-280℃，纺丝箱内温

度为260℃-290℃。

[0014] 本发明涉及的步骤(5)中，牵伸时拉伸倍数为2-7倍，环吹风温度为10-30℃，环吹

风风速为5-20m/s。

[0015] 本发明涉及的步骤(1)中银粉表面包覆处理方法为：

[0016] (1)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混合搅拌1-5分钟，减小银粉之间的静电力，

防止银粉团聚现象的发生；

[0017] (2)将混合后的银粉加入到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正硅酸乙酯的乙醇溶液中并

快速搅拌，滴加摩尔浓度为1.0mol/L的NaOH水溶液，使溶液pH值大于7，反应时间为0.5-5小

时，对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干燥，得到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

[0018] (3)将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置于反应器中，加入N-甲基吡咯烷酮，在超声条件下分

散10-60分钟，在N2气氛下加入硅烷偶联剂，反应时间为0.5-5小时；

[0019] (4)将沉淀物进行过滤，在40-80℃条件下进行干燥，即得到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

银粉。

[0020] 本发明涉及的包覆处理方法步骤(1)中所述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与银粉的重

量比为(0.5-2):100。

[0021] 本发明涉及的包覆处理方法步骤(3)中所述的N-甲基吡咯烷酮与银粉的重量比为

(0.2-1):100，硅烷偶联剂与银粉重量比为(0.5-5)：100；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制备抗菌涤纶纤维的工艺方法简便高效，通过对使用

的银粉进行了包覆处理，减少了银粉的团聚，使生产出涤纶纤维抗菌效果更好，且涤纶纤维

中的银粉不易脱落，利用较低的成本得到优异的抗菌性能及抗菌持久性，其设计原理可靠，

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高，产品质量好，能够推广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涉及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混合搅拌1-5分钟，减小银粉之间的静电力，

防止银粉团聚现象的发生，所使用的银粉粒径为1-10微米，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

的重量比为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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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2)将混合后的银粉加入到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正硅酸乙酯的乙醇溶液中并

快速搅拌，滴加摩尔浓度为1.0mol/L的NaOH水溶液，使溶液pH值大于7，反应时间为0.5小

时，对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干燥，得到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

[0028] (3)将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置于反应器中，加入N-甲基吡咯烷酮，在超声条件下分

散60分钟，在N2气氛下加入硅烷偶联剂，反应时间为0.5小时；加入的N-甲基吡咯烷酮与银

粉的重量比为0.2:100，硅烷偶联剂与银粉重量比为0.5：100；硅烷偶联剂能够增强包覆处

理后的银粉在涤纶中的分散性及粘合力，使银粉不易脱落；

[0029] (4)将沉淀物进行过滤，在40℃条件下进行干燥1小时，即得到经过表面包覆处理

的银粉。

[0030] (5)使用真空干燥箱对涤纶切片进行干燥，烘干温度设定为100℃，使涤纶切片的

含水量为110ppm；

[0031] (6)抗菌功能粒子制备：利用输出注射泵添加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

片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入螺杆挤出机，将混合熔融的溶体通过喷丝孔挤出，通过循环水

浴冷却，再经过鼓风干燥，去除表面的水分，经切粒机制成掺杂银粉的涤纶粒子；经过表面

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片的重量比为0.05：100，螺杆挤出机熔融温度设定为260℃；控制

混合料的特性粘度为0.5dL/g，含水量为110ppm；

[0032] (7)纺丝：干燥使掺杂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的涤纶粒子的含水量低于25ppm，

将涤纶粒子加入螺杆挤出纺丝机，熔融后从喷丝孔压出，凝固成丝；其中螺杆挤出纺丝机的

螺杆温度为280℃，纺丝箱内温度为290℃；

[0033] (8)后处理：将制得的长丝进行牵伸、卷绕及落筒，其中牵伸时拉伸倍数为2倍，环

吹风温度为20℃，环吹风风速为7m/s。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施例涉及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混合搅拌1-5分钟，减小银粉之间的静电力，

防止银粉团聚现象的发生，所使用的银粉粒径为10-15微米，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

的重量比为2:100；

[0037] (2)将混合后的银粉加入到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正硅酸乙酯的乙醇溶液中并

快速搅拌，滴加摩尔浓度为1.0mol/L的NaOH水溶液，使溶液pH值大于7，反应时间为0.5小

时，对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干燥，得到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

[0038] (3)将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置于反应器中，加入N-甲基吡咯烷酮，在超声条件下分

散30分钟，在N2气氛下加入硅烷偶联剂，反应时间为3小时；加入的N-甲基吡咯烷酮与银粉

的重量比为0.5:100，硅烷偶联剂与银粉重量比为4：100；硅烷偶联剂能够增强包覆处理后

的银粉在涤纶中的分散性及粘合力，使银粉不易脱落；

[0039] (4)将沉淀物进行过滤，在80℃条件下进行干燥1小时，即得到经过表面包覆处理

的银粉。

[0040] (5)使用真空干燥箱对涤纶切片进行干燥，烘干温度设定为100℃，使涤纶切片的

含水量为130ppm；

[0041] (6)抗菌功能粒子制备：利用输出注射泵添加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

片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入螺杆挤出机，将混合熔融的溶体通过喷丝孔挤出，通过循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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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冷却，再经过鼓风干燥，去除表面的水分，经切粒机制成掺杂银粉的涤纶粒子；经过表面

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片的重量比为8:100，螺杆挤出机熔融温度设定为270℃；控制混

合料的特性粘度为0.5dL/g，含水量为110ppm；

[0042] (7)纺丝：干燥使掺杂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的涤纶粒子的含水量低于25ppm，

将涤纶粒子加入螺杆挤出纺丝机，熔融后从喷丝孔压出，凝固成丝；其中螺杆挤出纺丝机的

螺杆温度为265℃，纺丝箱内温度为270℃；

[0043] (8)后处理：将制得的长丝进行牵伸、卷绕及落筒，其中牵伸时拉伸倍数为4倍，环

吹风温度为20℃，环吹风风速为10m/s。

[0044] 实施例3：

[0045] 本实施例涉及的抗菌涤纶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1)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混合搅拌1-5分钟，减小银粉之间的静电力，

防止银粉团聚现象的发生，所使用的银粉粒径为10-15微米，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粉末和银粉

的重量比为1:100；

[0047] (2)将混合后的银粉加入到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正硅酸乙酯的乙醇溶液中并

快速搅拌，滴加摩尔浓度为1.0mol/L的NaOH水溶液，使溶液pH值大于7，反应时间为2小时，

对反应产物进行过滤、干燥，得到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

[0048] (3)将二氧化硅包覆的银粉置于反应器中，加入N-甲基吡咯烷酮，在超声条件下分

散10分钟，在N2气氛下加入硅烷偶联剂，反应时间为5小时；加入的N-甲基吡咯烷酮与银粉

的重量比为1:100，硅烷偶联剂与银粉重量比为5：100；硅烷偶联剂能够增强包覆处理后的

银粉在涤纶中的分散性及粘合力，使银粉不易脱落；

[0049] (4)将沉淀物进行过滤，在80℃条件下进行干燥1小时，即得到经过表面包覆处理

的银粉。

[0050] (5)使用真空干燥箱对涤纶切片进行干燥，烘干温度设定为100℃，使涤纶切片的

含水量为150ppm；

[0051] (6)抗菌功能粒子制备：利用输出注射泵添加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

片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入螺杆挤出机，将混合熔融的溶体通过喷丝孔挤出，通过循环水

浴冷却，再经过鼓风干燥，去除表面的水分，经切粒机制成掺杂银粉的涤纶粒子；经过表面

包覆处理的银粉与涤纶切片的重量比为4:100，螺杆挤出机熔融温度设定为300℃；控制混

合料的特性粘度为0.5dL/g，含水量为150ppm；

[0052] (7)纺丝：干燥使掺杂经过表面包覆处理的银粉的涤纶粒子的含水量低于25ppm，

将涤纶粒子加入螺杆挤出纺丝机，熔融后从喷丝孔压出，凝固成丝；其中螺杆挤出纺丝机的

螺杆温度为250℃，纺丝箱内温度为260℃；

[0053] (8)后处理：将制得的长丝进行牵伸、卷绕及落筒，其中牵伸时拉伸倍数为4倍，环

吹风温度为20℃，环吹风风速为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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