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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菌剂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滋生和

繁殖，并使其浓度低于国家规定水平的化学物质。本文主要介绍了抗菌剂

的行业概况、市场概况，以及行业政策、上下游产业对抗菌剂行业的影响。 

结论： 

目前，我国在抗菌材料的研发领域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尤其是对有机抗

菌剂的深入研究还比较欠缺。我国抗菌剂行业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行业市场来看，2017年，全球抗菌塑料的工业应用市场规模达到 24.41亿

美元，用于消费品的产品价值为 16.0亿美元，全球 20%的塑料制品具有抗

菌功能，抗菌剂在塑料中应用日益广泛，年增长率约为 3.5%-4%。 

行业政策方面，正推进我国抗菌材料行业朝着规范、有序、快速、健康的方

向发展。 

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经济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身的健康会越

来越重视。同时近年来抗菌功能也成为传统企业向高科技产品转型、提升

产品附加值的一个追求目标。在这种驱动力的作用下，抗菌剂产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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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菌剂发展概况

1.1. 抗菌剂行业概述 

定义 

抗菌剂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滋生和繁殖，并使

其浓度低于国家规定水平的化学物质。目前，新型抗菌剂是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其

在抗菌方面具有的广谱性和高效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认可。 

分类 

市场上已在售的抗菌涂料中的抗菌剂主要分为有机抗菌剂、天然抗菌剂和无机抗菌

剂三类。 

1.有机抗菌剂的研发和应用早于无机抗菌剂，生产工艺也较为成熟，并且在某些特定

的领域具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无机抗菌剂相比，有机抗菌剂见效快，便于添加到涂料、

塑料、橡胶等有机物体系中，根据有机抗菌剂抑制微生物的效用，可将其分为抗细菌

剂、防腐剂、防霉剂和防藻剂。在涂料领域常用的有机抗菌剂有数十种，主要有季铵

盐类、双胍类、醇类、酚类、有机胺类、砒啶类、异噻唑啉酮类等。有机抗菌剂对微

生物滋生的抑制作用主要取决于该抗菌剂所包含的有机化合物的基团类型以及取代

基的特性、原子和基团在分子中的空间排列规则。图 1 为不同类型有机抗菌剂的抗

菌效果。

图 1：不同类型有机抗菌剂的抗菌效果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2.天然抗菌剂是最早被人们熟知和利用的抗菌剂，其主要来源是动物和植物体内的一

些提取物，例如甲壳素、壳聚糖、蜂胶、鱼精蛋白等，但由于其来源有限、提取工艺

水平要求高、提取成本高、提取物稳定性差，且耐热性较差、抗菌作用较弱，因此应

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表 2 列举了几种源自植物体内的具有抗菌效果、用于制备抗

菌剂的提取物及其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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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植物源生物提取物举例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天然抗菌剂的抗菌原理通常认为是在酸性环境下，细菌细胞壁所含的硅酸、磷酸酯等

解离出阴离子与壳聚糖分子中的-NH2 相结合，从而降低细菌的活性，抑制其大量繁

殖。 

3.无机抗菌剂区别于传统的溶出型有机抗菌剂，属于全新的接触型抗菌剂。研究表明，

无机抗菌剂的抗菌性能具有广谱性且具有较高杀灭细菌的能力，尤其是对大肠杆菌

（革兰氏阴性代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氏阳性代表菌）、霉菌、酵母菌等微生

物的杀抑率高达 99.9%以上，某些无机抗菌剂甚至对特定类型的病毒也具有较好抑制

能力。无机抗菌剂一般以银、锌、铜等金属为主要原料，使用酯类、醇类和酚类等无

机填料作为载体，具有耐高温性能好、杀菌时间短、灭菌效果好的特点。由于金属（或

离子）是抗菌剂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金属（或离子）的抗菌能力差异较大，研究不

同金属（或离子）的杀菌效果也是当今的热点之一。经测定，金属（或离子）的抗菌

效果的优劣顺序为：Ａｇ＞Ｃｏ＞Ｎｉ≥Ａｌ≥Ｚｎ≥Ｃｕ＝Ｆｅ＞Ｍｎ≥Ｓｎ＞

Ｂａ≥Ｍｇ≥Ｃａ。金属（或离子）的抗霉效果的优劣顺序为：Ｎｉ＞Ｃｕ≥Ｃｏ≥

Ｚｎ＝Ａｇ＞Ｆｅ≥Ａｌ≥Ｓｎ＝Ｍｎ≥Ｂａ≥Ｍｇ≥Ｃａ。 

我国对抗菌剂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抗菌剂的研究较早，所以我国在抗菌材料的研

发领域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尤其是对有机抗菌剂的深入研究还比较欠缺。国际公认

的理想抗菌剂应具有安全无毒（低毒）、耐久抗菌、广谱抗菌和不产生抗药性等特点，

现有的天然抗菌剂、无机抗菌剂和有机抗菌剂均优点与缺点并重。为进一步研发新型

抗菌剂，我国应在抗菌剂的抗菌机理和试验测试条件方面加大投入，进行全面和深层

次的研究。同时，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研发新型抗菌剂将进一步拓宽其在

国内外的应用领域，提高我国在涂料领域中的国际地位，同时如何将新型抗菌剂向更

多的工业领域进行推广应用，以及如何将抗菌剂应用于抗菌涂料以期进一步减少微

生物对人居环境和油料储运供应系统的危害，都会成为抗菌领域未来重点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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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1.2. 行业竞争格局 

 行业中重要企业介绍 

表 1：抗菌剂的主要企业及技术产品分析 

企业 
成立

年份 
主要产品 技术特色 应用领域 

Microban 1984 

抗菌、气味控制与表面改质

技术 

领域超过 1000 种产品 

利用广泛的有机，无机和有机金属

抗菌技术来提供最佳的抗菌防护产

品，以抵御产生污迹，气味和产品

变质的细菌和霉菌的滋生。 

消费品、纺织品、工业和

医疗产品 

SANITIZED 

AG 
1935 

抗菌产品 

抗霉和霉菌产品 

抗材料退化的活性成分 

抗尘螨产品 

建筑涂料的装罐防护和干膜

防护 

提供各类交付形式的活性成分，整

合到制造或生产工艺中。 

聚合物、服装和鞋子、医

疗保健 

地板材料、床垫和床上用

品、家居 

厨房、办公、公共交通、

食品行业、涂料 

Lonza 1897 

生物研究、制药与生物技术 

消费者护理品、涂料与复合

材料 

农用化学品、水处理 

医药行业、精细化工相关的自然科

学及其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

实验发展，进行新产品、新工艺的

研发，对现有工艺的改进及优化组

合；转让自己的研发成果，以委托

或联合开发形式与国内科研院所开

展合作研发或中试实验。 

制药、生物技术与特殊成

分应用市场 

DowDuPont 1802 

电子材料 

能源与公用设施 

采矿 

食品与饮料 

工程塑料 

楼宇与建筑 

汽车（爱温无水冷却液） 

海运 

农业 

包装与印刷技术 

医疗保健与卫生 

安全与防护 

/ 

农业、工程塑料、电子材

料、包装与印刷技术、楼

宇建筑、医疗保健与卫

生、汽车、安全防护、海

运、能源与公共设施、采

矿、食品与饮料 

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04 

高纯银、铅锭、铋、碲锭、

高纯硝酸银、AT 纳米抗菌

剂、硝酸银、银氧化锡复合

粉、电镀银骨板、电镀银

板、银珠、高纯铟、高纯

铋、黄金、硫酸、锌等回收

产品和银加工制品 

拥有全国领先的白银冶炼和深加工

技术，白银年产量居全国同类企业

前列。 

AT 纳米抗菌剂作为添加

剂广泛用于涂料、医药、

食品包装、工程塑料、化

纤、陶瓷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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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本化学 2006 原料药、中间体、农药产品 

高级中间体 BPP 产能非常大，在抗

肿瘤药物、抗癫痫药物中间体方面

的较强竞争力。 

农药、医药 

未名医药 2000 

生物技术研究、生物产品及

相应的高技术产品，医药中

间体、农药中间体 

国内最早从事基因工程干扰素产

品，目前国内最大的原甲酸三甲

酯、原甲酸三乙酯生产供应商。 

农药、医药 

艾浩尔 2014 
防霉剂、抗菌剂、防霉片、

防水剂、干燥剂等材料 

内置除臭、防水、防霉、抗菌产品

保护的全球领导者 

保护可以设计到各类材料

中，包括：聚合物、纺织

品、涂层、纸张、粘合

剂、皮革、家具、竹木、

礼品、包装、电子电器产

品、五金塑胶制品、体育

运动器材。 

广州抗菌宝化

学 
2010 各类抗菌剂 高效且应用广泛 纺织、塑料、涂层、粘胶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行业产品市场分析 

到 2017 年，全球抗菌塑料的工业应用市场规模达到 24.41 亿美元，用于消费品的产

品价值为 16.0 亿美元，全球 20%的塑料制品具有抗菌功能，抗菌剂在塑料中应用日

益广泛，年增长率约为 3.5%-4%。 

目前全球抗感染药物市场为 665 亿美元，而抗菌剂的销售要占到 50%以上。那么到

2012 年，由于新型抗菌剂的越来越多的采用，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

古霉素肠球菌，抗菌市场将增长到 450 亿美元以上。 

1.3. 行业相关政策与监管机制 

产业政策及行业规范 

2008 年，国家技术质量监督检疫总局陆续颁布实施家电抗菌、除菌的一系列标准。

2011 年，家电抗菌国家标准的颁布，进一步规范了抗菌塑料在家电行业的应用。 

行业监管体制 

我国抗菌材料行业正朝着规范、有序、快速、健康的方向发展。一系列产品的行业标

准，如抗菌陶瓷、抗茵塑料、抗茵冰箱、抗菌纤维等、已经制定或正在制订中。同时

抗菌制品的标志认证工作也在逐步形成和完善。抗茵材料和抗菌制品行业。作为一个

新兴的行业经过了近 20 年的发展，正逐渐走向深入和成熟。目前在研究领域。有机

/无机复合型抗菌剂、纳米无机抗菌材料、纳米复合抗茵材料、高分子复合型抗菌材

料正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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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促进抗茵产品的多样化，拓宽应用领域，开发适合于纤维、纸张、透明塑料件、

薄膜、油漆、涂料、黏合剂、家庭日用产品等的抗菌材料也将是未来抗茵材料应用研

究的重点。 

在消费品抗菌塑料市场，主要应用领域有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运动服装和器械，个

人护理品，婴儿护理品等.制造商将具有抗菌性能的添加剂作为市场拓展的工具，人

们抗菌保护意识的增强也将促进消费品抗菌市场不断扩大。目前抗菌塑料产品相关

的法规和监管不如医药，食品等领域严格，生产商更容易将目光投向消费品抗菌塑料

市场.然而，假冒的抗菌产品降低了消费者对其信任程度.另外，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

度放缓，消费品制造商通过降低成本来吸引客户，从而抑制了市场的发展。目前工业

级抗菌塑料大多应用于产品包装，汽车，房屋建设，食品加工设备，供热通风与空调

工程中.抗菌塑料在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中的应用可以降低传染病传播率。亚洲和非

洲国家人口众多，收入较低，食品卫生状况普遍不佳，在这些地区推广抗菌塑料包装

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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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上下游产业研究

2.1. 行业上游行业发展概况 

发展概况及目前运行情况 

氨硼烷（简称 AB）作为一种独特的分子配合物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火箭高能燃

料计划项目中由 Shore 制得。近些年，由于能源短缺问题不断加重，氨硼烷因其高储

氢密度的特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AB 作为潜在固态储氢材料相比于其他储氢材

料来说主要有以下特性：首先 AB 具有高达 19.6wt%的储氢质量分数，并且常温常压

下为固态且能稳定存在，不易燃不易爆，在水中具有高的溶解度（33.6g）。氨硼烷类

化合物的应用十分广泛，主要用作储氢材料及在有机反应中作为还原试剂、手性催化

试剂、去保护基试剂等，氨硼烷也可以在反应中作为一种保护基团。但受其合成成本

的限制，其价格较高，阻碍了其研究与推广应用，新型、经济的合成工艺有待开发。 

传统的工业生产氨硼烷制备方法是采用加合硼烷和氨反应，该方法有两种主要工艺，

一种为 shore 法，在 78 摄氏度下使硼烷直接与氨气反应制备氨硼烷，另一种是用氨

气与硼烷的四氢呋喃溶液反应。但上述路线存在制备过程复杂，需要直接操作有毒硼

烷气体等问题，成本较高，不易大规模制备。目前常用的氨硼烷制备工艺为湿法合成，

克服了传统工艺的不足。具体为将硼氢化物(如硼氢化钠，硼氢化锂)与铵盐(氢化铵，

硫酸氨，碳酸铵)在溶济(四氢呋喃，乙醚，二氧六环等)内直接反应或球磨反应生成氨

硼烷溶液，进一步除去过滤液的溶剂，获得氨硼烷。该方法避免了危险硼烷气体的直

接操作，较为安全，但该方法所合成产品常含有盐类杂质，使得一次产物纯度低于

95%，后期经相应提纯工艺获得更高纯度样品。此外，该法使用的有机溶剂需要严格

处理，反应后要蒸除，工艺操作较为复杂。目前有新型改良技术，先将硼氢化物与铵

盐球磨，然后用液氨提纯获得氨硼烷，获得大于纯度 98%的样品。 

我国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储氢材料小组在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支持下，自 2007 年起开展了氨硼烷化合物研究。2011 年初，他们采用

添加固相反应物方法成功制备出替代型金属氨硼烷化合物 LiNH2BH3，有效氢容量

大，并且可在 100℃下快速放氢，同时有效抑制了杂质气体污染物生成，在综合放氢

性能方面接近于满足美国能源部（DOE）2010 年车载储氢系统应用目标。此外，研

究小组还提出了一种新化学活化方法，将 NH3BH3 与适量氢化镁（MgH2）混合球

磨，显著改善了材料的放氢性能。 

美国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威廉姆斯的研究团队找到一种从硼烷氨中提取和存储氢的

化学方法，但释放的氢不足够多，而且一旦释放出氢后，就很难再对其进行循环使用。

威廉姆斯及其同事以硼烷氨为核心开发出一种催化剂体系，可以释放足够多的氢，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2%A8%E6%B0%A2%E6%9D%90%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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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其成为有效的氢能来源。这种催化剂体系在空气中性质稳定，重量轻，而且可重

复使用。这是在氢能存储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具有实用意义。 

发展趋势 

作为储氢材料石油、煤、天然气等不可再生的能源随着人类的开发不断消耗，同时造

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氢能由于资源丰富、可以再生、无污染，燃值高等优点成为

人们关注的绿色干净的新能源。但是以氢作为新能源时，必须解决氢在制取、储存运

输和应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氢能的储存运输是氢能利用的瓶颈。储氢和输氢技术

要求能量密度大(包含质量储氢密度和体积储氢密度)、能耗少、安全性高。而氨硼烷

化合物由于其高储氢量和较低的放氢温度(＜350℃)而成为极具潜力的化学储氢材料

之一。另外，由于氨硼烷可逆的脱氢和加氢反应可以实现储氢材料的再生循环利用，

因此如何实现其能量有效再生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2.2. 行业下游行业发展概况 

发展概况及目前运行情况 

抗菌剂的应用范围很广，主要集中在化工、纺织及医药领域。 

在化工领域可以用来制作抗菌塑、抗菌橡胶、抗菌环保涂料、消毒液、清洁剂、水质

改良剂、农药等。其中抗菌塑料为主要应用领域，抗菌塑料的抗菌性应当具有高效、

广谱、持续性等特点，且无毒、无异味，对环境无影响。抗菌剂还应当与各种塑料具

有良好的配合性，不与塑料中各种助剂发生化学反应，不因光和热变色。抗菌塑料的

加工方法一般是将抗菌粉体或抗菌母料与树脂混炼，在加工成型的条件下制成各种

制品。国外在抗菌塑料的开发应用方面比较活跃，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已大量使用

抗菌性 PP、PE、PVC、ABS、PS 等生产冰箱、洗衣机、饮水机、洗碗机、卫生洁具、

水管、玩具、电脑键盘、各类遥控器、食品器皿和医用卫生材料等，日本洗衣机 70%~80%

的洗涤桶用抗菌性 PP 制造。1998 年，国内海尔集团成功试制并上市带有抗菌功能的

空调、波轮洗衣机、冷柜、冰箱、电话等，采用的抗菌剂是复合型无机抗菌剂。聚丙

烯管材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管材易滋生真菌。由于聚丙烯是

一种有机高分子材料，容易被微生物侵蚀，在使用一段间后表面就会产生一层滑腻物;

实际上是滋生了真菌，且管道一旦安装便难以清理。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广泛研

究，纳米级抗菌剂逐渐投入生产。纳米多功能塑料不仅具有抗菌功能，而且有抗老化、

增韧和增强作用。纳米级抗菌剂是在纳米级粉体的基础上包覆抗菌物质而制成的。 

抗菌塑料的应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在这方面属于发展较快的国家。目前，

石塚硝子、品川燃料、东亚合成、锺纺和松下等几大制造商的抗菌剂产能很大。日本

抗菌制品技术协议会抗菌剂和抗菌塑料的研制、生产和用户等企业会员已达 25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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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抗菌塑料几乎覆盖所有主要塑料品种。日本已将今后发展的目光投到欧美抗菌塑

料产品市场，预计海外市场将是其国内市场的 20 倍。他们也密切关注中国抗菌塑料

近来的迅速发展，纷纷准备抢滩中国市场。 

美国 ARP(Allied Resinous Products)公司开发的抗菌剂 Bacticlean 是一种有机抗菌剂，

能在 277℃的加工温度下与大多数塑料进行混合。用 Bacticlean 制成的制品，可用于

防止大范围内的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真菌、酵母的生长。Bacticlean 抗菌

剂可通过迁移作用到达塑料制品的表面，形成抗细菌的保护层，从而在聚合物表面起

到抗菌作用。在正常使用中，表面层被清洗后，Bacticlean 会再迁移到表面，以达到

平衡状态。美国杜邦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粉末型抗菌剂 AMPs，商标为 IvtcroFree，

能满足纤维、塑料、化妆品和薄膜制品的抗菌需要。 

中国从事塑料用抗菌剂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抗菌剂应用取得突破性进

展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1998 年中科院化学所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与海尔

集团合作，合资成立海尔科化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使工程中心在材

料科学和生命科学、化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取得的抗菌材料成果

进一步完善，并推向市场。经过五年多在抗菌剂、抗菌塑料和抗菌家电的系列研究后，

终于在海尔集团得到了成功应用，率先推出中国抗菌家电制品。 

成都交大晶宇科技公司依托西南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和四川省低维复合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研制成了氧化锌晶须/纳米复合抗菌剂；该抗菌剂不

仅具有高效广谱的抗菌效果，而且具有高温加工不变色的优点。同时并研发出 AT 系

列抗菌塑料母粒。该抗菌剂对塑料薄膜等制品的颜色和透明度均无任何影响，耐温性

可达 250℃以上。中科院江苏泰兴纳米材料厂研发了以磷酸复盐为载体的银系无机抗

菌剂，产品为白色粉末状，粒径小于 0.5μm，比表面积大。其特点是高效广谱抗菌

性、高度透明性、耐高温，与树脂的相容性好于沸石型和硅胶型抗菌剂，且毒性低。 

北京赛特瑞科技发展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了纳米层

状银系无机抗菌复合功能母粒。母粒在成品中的相容性、分散性良好，添加量少。采

用该种母粒共混纺丝的纤维耐洗涤、耐光照、耐高温，可染性、可纺性好，广谱抗菌、

抗菌持久；北京燕山石化高新公司在固态离子交换法对沸石进行改性的基础上，发明

了一种通过固相体系交换金属离子的新方法，使银一氨络合物能有效地嵌入沸石微

孔内部，弱化了银离子的光敏效应；广州 NCM 公司研究出无机抗菌剂 NR，它以银

或锌为抗菌活性物质，离子交换树脂为载体，具有广谱抗菌功效、稳定性高、变色性

小等特点；石家庄神威包装有限公司采用分子组装抗菌技术，试制成功国内首批可用

于食品、化妆品、药品等多种包装领域的抗菌塑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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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全球塑料抗菌剂产量达到 2.8 万吨，全球抗菌塑料的工业应用市场规

模达到 22.6 亿美元，全球 20%的塑料制品具有抗菌功能，抗菌剂在塑料中应用日益

广泛，年增长率约为 3.5%-4%。 

表 2：2011-2015 年全球塑料抗菌剂产量（万吨） 

年份 产量（万吨） 

2011 2.38 

2012 2.46 

2013 2.53 

2014 2.62 

2015 2.80 

数据来源：智研数据中心，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图 3：2011-2015 年全球抗菌塑料应用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金智创新研究中心 

在医药领域抗菌剂主要用来制作外用药膏、外用液体药剂、口服药片、口服液等消炎

抗菌类药品。抗菌药是指能抑制或杀灭细菌，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性感染的药物。目

前临床常用的抗菌药，按来源可分为抗生素（包括半合成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抗

生素是由微生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为了生存竞争，产生的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的

化学物质，按化学结构可分为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四环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

酯及林可酰胺类等。合成抗菌药物是指除抗生素以外的抗菌化合物，按结构可分为磺

胺类、喹诺酮类、硝基咪唑、硝基呋喃、噁唑烷酮类等。本项技术所应用的氨硼烷制

成的抗菌剂，属于合成类抗菌药。一般市场上将“抗菌药”称之为“抗生素”。 

由于抗菌药的滥用促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发生新的变异，全球对于抗菌药的限制使用

使得抗菌药行业的整体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便出现了耐药葡萄球

菌，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细菌耐药性逐步升级，从革兰氏阴性菌发展到革兰氏阳性菌，

关于抗菌药的研究与开发也同步发展，保证抗菌药行业的健康合理发展才是行业发

展的目标。自 2011 年开展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以来，我国对抗菌药

19.4

20.1

20.8

21.7

22.6

3.19%

3.61% 3.48%

4.33%
4.15%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17

18

19

20

21

22

23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1-2015年全球抗菌塑料工业应用规模（亿美元） 增长率



抗菌剂行业研究报告 

五度易链研究 12 of 20

的使用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使得产业的增长受到一定影响。但抗菌药的使用存在

一定刚需，特别是临床重症感染领域。全球每年死于微生物感染的患者约 1，600 万

人，占死亡患者的 1/3，因此抗菌物需求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我国抗菌药市场

规模仍保持逐年上升的态势，2015 年的市场规模达到 1，316.51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8.80%，2010 至 2015 年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6.08%。

图 4：2011-2015 年我国抗菌药物销售额（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综观我国医药抗菌剂市场，中康 CMH 数据显示，头孢菌素类药物占据抗生素中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哈药总厂、白云山总厂和罗欣等企业占据最大市场份额；青霉

素类药物紧随其后，约占 17%的市场份额，华北制药、瑞阳制药和二叶制药是排名前

三的企业；大环内酯类药物约占抗生素的 7%，由东药沈阳第一、石药欧意药业和辉

瑞制药占多数市场份额。这三大类抗生素竞争企业众多，即使是前面提及这些“大

牛”，所占的市场份额也不过 10%左右 

在纺织领域，纺织品抗菌剂随着抗菌卫生整理技术而生，主要用于纺织品材料及其制

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纺织品的舒适性、透气性、安全性等

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相应的纺织品抗菌剂也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

的要求。这将使纺织品抗菌整理剂日臻完善，抗菌卫生整理技术也将日趋成熟。抗菌

卫生整理是用抗菌剂处理织物(包括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及其混纺织物)，以使其获得

抗菌、防霉、防臭等功能;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织物被微生物沾污、损伤和穿着舒

适，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交叉感染，防止传播疾病，保证人体的安全健康。 

进入 21 世纪，抗菌防臭和抑菌整理成为织物的四大功能性整理之一。抗菌卫生整理

织物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5~1965 年，这是抗菌织物发展的

孕育时期，当时，很多人认识到织物抗菌的可行性和使用价值，积极参与研究开发工

作。1965~1975 年为抗菌织物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前期主要是追求抗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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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抗菌剂主要成分是有机汞、有机锡、有机铜、有机锌以及一些含硫化合物，这

些药物用量少，效果显著。20 世纪后半期，即第二阶段后半期，抗菌剂的安全性引

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发现部分有机金属化合物对人体的细胞和组织有毒害作用，会引

起皮肤斑疹和炎症。美国环保局(EAP)和食品医药局(FDA)开始实施抗菌剂的安全性

检验。日本于 1973 年制定了关于家庭用品中有害物质的规定，并实施医药品安全性

检验，停止使用有机汞等有害物质。在这一阶段内，主要发展方向是解决抗菌性和安

全性的矛盾，加紧开发安全型抗菌剂。 

90 年代以来，抗菌卫生整理进入第三阶段，出现了抗菌阻燃、抗菌防污、抗静电、

抗菌拒水拒油等多功能产品，以及抗菌漂白一浴法、抗菌染色一浴法等新工艺。抗菌

卫生整理产品在美国、日本等国分别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大量产品投放市场。国外已

开发出许多系列的纺织品抗菌防霉剂，应用比较成熟的抗菌防臭整理剂主要有:无机

化合物、与纤维配位的络合金属、季铵盐、胍类、酚类、脂肪酸及脂肪酸盐、有机铜

化合物、脱乙酞基甲壳质和含氮杂环化合物等。 

在抗菌纺织品领域国外企业技术较为成熟，荷兰泰腈纶有限公司（TAF）和荷兰

SANITIZEDAG 公司进行品牌合作，日前共同开发出了 Amicor 抗菌纤维。Amicor 抗

菌纤维与普通纤维相比具有更好的耐洗性。Amicor 抗菌纤维采用内置式设计，如同

在纤维内部有个抗菌剂仓库，抗菌剂缓缓溶出到纤维表面形成抑菌圈，如果表面抗菌

剂被洗掉，就会有新的抗菌剂出，形成新的抑菌圈，如此不断循环，英国诺丁汉大学

的独立测试表明 Amicor 抗菌纤维在洗涤 200 次后抗菌效果不减。针对越来越大的市

场，企业为了以更多的卖点参与市场的激烈竞争，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公司纷纷把抗菌

纤维作为新型织物推向市场，并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业绩，如意大利的 Texapel 公司、

纽约的 Nipkow&Kobelt 公司等。日本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用企业公司也争先恐后地推

出抗菌非织造产品，如 EclatTextile 公司主要推出了当前最活跃的透气抗菌织物，以

迎合年轻服装设计师和运动服公司。 

我国纺织企业也在积极扩展抗菌纺织品业务，深圳康益公司利用纳米技术开发出含

有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衍生物的新型抗菌织物，利用这种织物制成的服装通过体温

加热织物中的纳米微胶囊，从而将微胶囊中的物质释放到皮肤上。其中维生素 C 衍

生物受人体皮肤的温度感应后被身体吸收，随后转变成维生素 C。上海三枪集团推出

的抗菌卫生内衣裤，使用国际上较为先进保尔爽技术织造，可有效地抑制内衣裤在穿

著中产生的细菌，去除异味和保持清洁舒适。多年销量全国第一的“波司登”羽绒服，

采用科技最新成果中也加入了抗菌技术，生产出抗菌防水、透气、保暖性强的羽绒服

装，能抵御摄氏零下 40 度的严寒。 

在我国，产业用纺织品兴起于上世纪 50 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产业用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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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已经成为我国纺织品的三大支柱行业之一。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以后，产业

用纺织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入世之后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纤维加工量

出现了超过 20%的高增长。受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

冲击，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出口占比较高的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增速在 2008 年出现了

下滑。2011 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增速随之开始逐

步回升。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完成纤维加工总量 1，341 万吨，相较于 2002 年的 208.10 万吨，增长了 544.40%，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5.41%。 

图 5：2011-2015 年产业用纺织品纤维加工总量（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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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标准 

表 3：部分抗菌剂及其应用行业标准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研究中心

发展趋势 

国内外织物抗菌卫生整理技术已开始进入成熟阶段，抗菌整理棉织物的抗菌性、耐久

性明显好于抗菌合成纤维。多功能产品和新工艺的相继出现表明抗菌整理纺织品的

新时代即将来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衣料及家用制品的卫生要求也越

来越高，抗菌纺织品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提高我国卫生保健水平和降低公共环境交叉

感染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因此，研究安全高效的抗菌剂势在必行。 

抗菌塑料主要有医疗与保健、工业、消费品三大下游市场。其中，医疗和保健业对抗

菌塑料的需求最为强劲，显示出了极大的市场潜力。但从整体市场的规模来看，用于

工业和消费品行业的产品所占比例更大，未来几年新产品开发的投入也更大。制造商

将具有抗菌性能的添加剂作为市场拓展的工具，人们抗菌保护意识的增强也将促进

消费品抗菌市场不断扩大。目前抗菌塑料产品相关的法规和监管不如医药、食品等领

域严格，生产商更容易将目光投向消费品抗菌塑料市场。然而，假冒的抗菌产品降低

了消费者对其信任程度。另外，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消费品制造商通过降低

成本来吸引客户，从而抑制了市场的发展。 

现今社会医院各科室众多，药品品种繁多，但抗生素类药品却应用在各个科室，各种

抗菌剂标准 抗菌塑料标准 纺织品抗菌标准 医药抗菌标准

GB/T 21510 纳米无机材料抗
菌性能检测方法

ISO 846 塑料--微生物作用的评
价

ISO 20743 《抗菌整理纺织品
的抗菌性能测定》

EN 12791-2016化学消毒剂和
抗菌剂.外科用手消毒剂.试验
方法和要求

HG/T 3794 无机抗菌剂-性能
及评价

ISO22196 塑料制品表面抗菌
性能评价方法

JIS L 1902《纺织品抗菌性能
试验方法 抗菌效果》

 YY/T 1191-2011抗菌剂药敏
纸片

HG/T 4317 含银抗菌溶液
QB/T 4341 抗菌聚氨酯合成革
抗菌性能试验方法和抗菌效果

AATCC 147《纺织品抗菌活性
的评定方法：平行划线法》

 FDA 21 CFR PART人用非处
方局部抗菌药品

SN/T 3122 无机抗菌材料抗菌
性能试验方法

JIS Z 2801 抗菌塑料抗菌性能
试验方法及抗菌效果

AATCC 100《纺织品抗菌整理
的评定》

 ASTM E1589评定急救抗菌药
品的标准试验方法

QB/T 4715 合成革用抗菌剂
ASTM G21 合成聚合材料防霉
（耐真菌）性能测试标准 FZ/T 73023《抗菌针织品》

 EN ISO 16256参考方法测试
抗菌药物的体外活性与酵母的
真菌参与传染病

JIS Z 2911 抗霉性试验方法
QB/T 4341 抗菌聚氨酯合成革
抗菌性能试验方法和抗菌效果

GB/T 20944《纺织品抗菌性
能的评价》

 GB/T 27623.1渔用抗菌药物
药效试验技术规范

ASTM E2315用Time-Kill法评
定抗菌剂活性的标准指南

QB/T 2591 抗菌塑料——抗菌
性能试验方法和抗菌效果

GB/T 15979《一次性使用卫
生用品卫生标准》

 YY/T 0688.2感染病原体敏感
性试验与抗菌剂敏感性试验设
备的性能评价

ASTM E1259评估沸点低于390
℃的液体燃料中抗菌剂的标准
实施规程

GBT 24128 塑料防霉性能试验
方法

 SN/T 4488进出口纺织品 异噻
唑啉酮类抗菌剂的测定

ASTM E2149 在动态接触条件
下测定稳态抗菌剂的抗菌行为

GB/T 31402 塑料 塑料表面抗
菌性能试验方法  FZ/T 52035抗菌涤纶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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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在中国已连续多年销售总额排名第一，占全国药品销售额的近三分之一，可见

其在医药领域的重要性，全国 5000 多个生产企业中，有 1000 多家生产各种抗生素，

产品竞争异常。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抗生素增长空间有限，另外，新产品不断出现，

今后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在各个国家逐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下，致病菌将也得到控

制，也使抗生素使用量逐步减少。另一方面，人类经过长期使用抗生素，也认识到滥

用抗生素的严重后果，所以对使用抗生素更趋谨慎。只要有细菌的存在，就会有抗生

素的存在，人类与细菌的战斗是一场持久战，随着各种病症和各类抗生素新药的不断

出现，抗感染类药物的市场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临床用的新型抗感染类药将成为市

场上的新焦点，故研究新型抗感染类药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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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市场空间预测

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抗菌剂市场前景良好。随着经济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

自身的健康会越来越重视。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存在有大量微生物，我们天天

都会接触的制品上沾污或滋生着的多种致病微生物，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健

康，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危害。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资料表明，全球每年因

微生物有关的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 30%以上。预防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

切断传播的途径。抗菌产品是抑制细菌生长、阻止细菌繁殖的一种控制措施，可以减

少人体受外来微生物活动的侵害，防止物品因微生物生长腐蚀而腐败变质。随着现代

生活对工作、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人们受健康卫生等现代消费理念的驱

动，迫切希望能获得具有抗菌功能的家电、建材、装饰材料、纺织品、服装、厨具、

卫生洁具等各类产品。因此，近年来抗菌功能也成为传统企业向高科技产品转型、提

升产品附加值的一个追求目标。在这种驱动力的作用下，抗菌剂产业得到了蓬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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