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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抗菌机理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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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纳米银作为一类新型的抗菌材料，具有抗菌高效、广谱和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如今已经广泛地运
用于各行各业，但纳米银的抗菌机理尚不明确。归纳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对纳米银抗菌机理的研究进展，分析阐述其
应用情况，最后提出需要关注使用纳米银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以利于其更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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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o-silver material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ntimicrobial regent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for its high efficiency and broad-spectrum antimicrobial effects with low microbial drug tolerance.
However, the antimicrobial mechanism of nano-silver material was not clear. Consequently, in the study, we reviewed the papers on antimicrobial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nano-silver material and provide concerns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for better utilization of the nano-silver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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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是指一类至少有一维尺寸位于纳米尺
度（1～100 nm）的材料或由它们作为基本单元构成
的材料[1]。由于其较高的比表面积和独特的物理化学
性质，纳米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电子、医学、生命
科学、能源生产、化学工程以及农业工程等诸多领
域[2]。纳米银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人工纳米材料之
一，由于其高效、广谱、作用持久和不易产生耐药
性等优良的抗菌特性，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
其应用于涂层、纤维、塑料和杀虫剂等方面[3-4]。银
材料或离子态银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菌作用，比如用
银质器皿盛放食物可降低食物腐败速度，用银丝制
成纱布包裹皮肤创伤可以防感染等[5]。纳米银抗菌效

果远高于宏观银，一方面是由于其可以释放出银离
子，另一方面是由于其特殊的尺寸效应[6]，但目前关
于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统一。作者归纳了近年来对
纳米银抗菌的作用机制及应用进展，揭示了其抗菌
机制和潜在的环境效应，展望其后续应用方向。

1

纳米银的抗菌机理

1.1 纳米银破坏细胞膜结构
细胞是生命体的基本活动单元，细胞膜不仅是
细胞的界膜，还是细胞与外界的信息、物质交流和
能量传递的重要场所，其完整性对细胞正常生理代
谢具有重要的意义。纳米银粒子与细胞膜接触往往
会造成细胞膜结构和性质的变化，当纳米银粒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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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20 nm）时，它可与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含硫
蛋白相互作用，破坏细胞膜结构完整性，使其通透
性增加进而丧失正常的功能，直至细胞死亡[7]。并
且带正电荷的纳米银颗粒会通过某些“特殊元素”
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细胞膜接触，在细胞
膜上形成明显的不规则穿孔，造成膜系统结构的变
化和退化，使细胞内容物外渗，从而导致其死亡。
有学者认为，纳米银的抗菌机理可能与其能够破坏
细胞膜结构，使后者功能退化进而导致细胞死亡有
关[8]。因此从分子水平上探究纳米银与细胞膜相互
作用有望揭示其抗菌机制。
1.2 纳米银诱导产生大量活性氧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纳米银抗菌机理的研究不
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发现纳
米银的抗菌机理可能与其能够诱导细胞产生过量活
性氧有关[9]。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主要包括超氧阴离子、过氧化氢和羟基自由基等，
是一类细胞新陈代谢后的副产物。活性氧的不正常
积累可诱发氧化应激反应，包括其攻击细胞膜，与
脂肪、蛋白质和核酸反应，阻碍细胞传输系统，导
致 DNA 的损伤和细胞凋谢死亡[10]。当细胞暴露于
纳米银环境中，纳米银固有的细胞毒性使得细胞处
于不利条件而产生氧化应激反应，导致 ROS 的不正
常积累，诱导病原物细胞的凋谢死亡等，从而达到
抗菌目的[11]。Lepape 等[12]发现纳米银可降低大肠杆
菌（Escherichia coli）的活力，但添加 3 种活性氧捕
捉剂后，发现细菌数量保持不变，从而证明纳米银
的抑菌机制与活性氧有关。陆露等[13]、Choi 等[14]
和邹秋燕[15]分别在被处理的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肺炎杆菌（Klebsiella Pneumoniae）与反硝化
细菌（Brachymonas Denitrificans）等菌种得到了类
似的结果。因此，诱导活性氧机制是纳米银抗菌抑
菌的关键机制之一。有研究认为纳米银可以吸附在
细胞膜上，使后者受损伤产生应激反应，产生
ROS[16]；也可能是其突破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抑制
脱氢酶活性，破坏呼吸链，造成 ATP 产量下降，ROS
迅速积累[17]。然而，目前有关纳米银通过何种机制
诱导细胞产生 ROS 的报道较少，机制尚不完全清
楚，其具体过程还有待证实。
1.3 纳米银阻断 DNA 复制
纳米银不但通过破坏细胞膜系统的结构完整性
产生抗菌效果，还可以通过内吞等机制进入细胞内
部对细胞造成进一步的损伤。DNA 是最重要的遗传
信息物质，DNA 的任何损伤都会造成细胞的变异或
死亡。DNA 分子只有在松弛解旋状态下才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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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进行遗传信息的传递，Feng 等[18] 用革兰氏阴性
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和革兰氏阳性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进行探究实验，
发现用银离子处理后细菌细胞质中游离 DNA 形态发
生了明显的皱缩现象。Lansdown[19]认为银粒子具有
很强的渗透性，能渗透到皮下组织，持久地释放纳
米银粒子，从而有效的抑制 DNA 的复制，从而表
现出较强抗菌抑菌能力。纳米银损伤 DNA 的机理一
方面可能是纳米银可以与 DNA 中硫磷化合物相互作
用[20-21]，另一方面可能是其与致病菌 DNA 碱基结合
并形成交叉链接，置换嘌呤和嘧啶中相邻氮之间的
氢键，使 DNA 发生皱缩[18]，破坏 DNA 结构并抑制
其复制过程，从而影响细菌呼吸和细胞分裂等生理
生化过程，最终导致细胞死亡[22]。
1.4 其他抑菌机理学说
纳米银除了通过破坏细胞膜完整性、阻断病原
物 DNA 复制和产生活性氧诱导细胞凋亡等机制抑
菌外，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机制。程定超
等 [23] 提 出 纳米 银 释 放的银 离 子 可以与 细 菌 中 的
-NH、-COOH 等反应，从而破坏细胞的结构组成，
达到杀灭细菌或霉菌的作用。Lok 等[24] 、Holt 和
Bard [25]均认为纳米银能抗菌抑菌与菌内 ATP 有关，
前者提出银离子可与膜蛋白结合，导致细胞膜渗透
性发生变化，进而释放大量脂多糖和膜蛋白使胞内
质子势差消失，这样会导致菌体内 ATP 耗竭；后者
认为菌体内银离子可以结合到呼吸链上的蛋白，使
膜蛋白上的电子传递与氧化磷酸化通路脱偶联，从
而阻断胞内 ATP 产生，最终病菌都因缺少能量而死
亡。Choi 等[14]、Feng 等[18]和 Sonitk 等[26]发现银离
子与蛋白质中的巯基相互作用，从而诱导细菌蛋白
质的失活。Demling 等[20]认为纳米银可能参与细胞
氧和硫醇基团之间的催化氧化反应，堵塞细菌呼吸，
导致细胞死亡。也有学者认为银离子还可以作用于
酶的特定位点来产生抑制作用，其中最特别的是离
子模仿效应，即银离子可以从与它结合的超氧化物
歧化酶中替换掉铜和锌，使该酶失活，继而使病菌
丧失生活力直至死亡[27]。目前有很多关于纳米银抗
菌机制的研究报道，但尚没有哪种机制被专家学者
所广泛接受或认同。因此，纳米银的抑菌机理在未
来的研究中仍是一大难点和热点。

2

影响纳米银抗菌效果的因素

纳米银通过多种机制发挥其抗菌作用，但抗菌
效果主要受其尺寸、形貌、浓度和致病菌种类等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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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纳米银尺寸
纳米银的尺寸直接影响其抗菌效果，其尺寸常
用粒径衡量。目前研究证明纳米银的抗菌效果随其
粒径的增大而减弱 [28] ，当其粒径增加到一定程度
后，便失去了纳米材料所特有的理化性质，抗菌效
果大大降低。纳米银粒径越小，比表面积就越大，
较大的比表面积是纳米银能够抗菌的重要内因之
一，当纳米银粒径减少 103 倍时，相应的比表面积
就增大 109 倍，此时能够释放大量的银离子，提高
其抗菌抑菌的效果[29]；同时，纳米银的尺寸越小，
就越容易穿透细菌细胞壁进入细胞内部，银粒子进
入细胞后与细胞内部的内含物相互作用，使细胞内
含物外渗，或者影响细菌 DNA 的复制从而影响细
菌的生命活动，而尺寸大的纳米银很难进入细胞内
部，并且与细胞结合不紧密，因此小尺寸纳米银的
抗菌效果较好[22]。前期部分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结
论，Choi 等[14]发现粒径约为 20 nm 的纳米银很难
进入菌体内，粒径处于 1～15 nm 之间才能够吸附
在细胞膜表面，而粒径在 5 nm 左右才能够进入 E.
coli 内部，因此粒径约 5 nm 的纳米银抗菌效果显著
优于 10～20 nm；Park 等[30]研究发现，用浓度为
25 mg·L-1 粒径为 4 nm、20 nm 和 70 nm 的纳米银处
理巨噬细胞，用荧光强度法检测巨噬细胞 ROS 的生
成量，结果表明粒径为 4 nm 纳米银处理后巨噬细胞
荧光强度是 20 nm 处理的 15 倍，而 70 nm 纳米银
处理的细胞则跟正常组无差异。
2.2 纳米银形貌
纳米银的尺寸和形貌显著影响其磁性、光学性
和催化性能等[31-32]，但关于纳米银形貌改变对其抗
菌性能影响的报道相对较少。Brause 等[33]发现球形、
棒状和三棱柱形等 3 种形貌的纳米银粒子对大肠杆
菌（Escherichia coli）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三棱
柱型的效果最好；Pal 等[34]以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为实验对象，发现六边形纳米银粒子比球形和
三角形纳米银粒子具有更强的抗菌性能；Morones
等[35]指出晶面为（111）的纳米银具有更强的抗菌
性能。Kumari 等[36] 认为纳米银的尺寸和形貌并不
是单独影响其抗菌性能，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的：粒径为 2～5 nm 的球形纳米银对细菌生长表现
出 最 强 的 抑 制 性 ， 对 索 氏 志 贺 氏 菌
（Shigella sonnei）、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金黄色酿脓
葡 萄 球 菌 （ Staphylococcus aureus ） 和 绿 脓 杆 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的生长抑制率分别为
40%、51%、43%、53.9%和 55.8 %，而粒径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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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nm 的五边形和六边形纳米银对各种菌的抑制
能力不及粒径为 2～5 nm 的球形纳米银。由此可见，
不同形貌的纳米银具有不同强度的抗菌性能，可能
是由于不同的形貌会影响其理化特性，尤其是有效
晶面比[34]。然而目前关于不同晶面比的纳米银如何
影响其抗菌性能的机制研究较少，现仅停留于实验
表象，有待进一步探索。
2.3 纳米银浓度
纳米银浓度也会直接影响纳米银的抗菌效果。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纳米银的抗菌效果随其浓度的
提 高 而 显著增 强 [37] 。 研究 发 现 当纳米 银 浓 度 为
10 µg·cm-3 时可抑制 70%的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生长，浓度达到 50～60 µg·cm-3 时，即可达到
100 %的抑菌效果[38]。纳米银浓度存在抗菌最低浓
度，即单位面积细胞壁吸附的纳米银达到一定数量
时，可以显著抑制或者降低病原微生物的活力，若
低于此浓度便达不到抗菌的效果；若单位面积细胞
壁吸附的纳米银粒子达到饱和，其抗菌效果最强，
这主要是因为单位面积细胞壁外的纳米银数量越
多，细胞膜的渗透速率变化越迅速，从而加速细胞
死亡[39]。过高的纳米银浓度会引起体系离子强度增
加，导致其沉淀，因此当纳米银浓度超过了其饱和
数量，纳米银的抗菌效果反而会降低[40]。因此在实
际生活生产中，要注意纳米银适宜的抗菌浓度 。
2.4 致病菌种类
不同种类的微生物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影响纳
米银粒子的抑菌效果，比如革兰氏阴性菌与革兰氏
阳性菌的抑菌效果差别较大。革兰阳性菌的细胞壁
较厚 （平均 20～80 nm），从内向外有 15～50 层含
量丰富的肽聚糖，结构致密，纳米银粒子不易穿透；
而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较薄 （约 10～15 nm），肽
聚糖含量少，只有 1～2 层，缺乏强度和韧性，纳米
银很容易穿透进入细胞内部，从而对细胞造成较大
的伤害。此外，纳米银释放出的银离子带有正电荷，
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胞壁含有丰富的脂多糖，后者具
有较多的羧基从而使细胞外膜呈负电性，纳米银更
容易被吸附并锚定于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而革兰
氏阳性菌细胞壁则缺乏脂多糖[41]，因此相较于革兰
氏阳性细菌，纳米银对革兰氏阴性细菌具有更强的
抗菌效果[42]。同时，相较于自养型细菌，纳米银对
异养型微生物的抗菌能力更强[43]。然而，目前所研
究的菌种相对较少，以后应针对更多菌种进行研究
工作，探索其中规律，以便根据不同菌种的特性合
理利用纳米银的抗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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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的应用现状

纳米银由于其独特的抗菌性能及很高的表面活
性、表面能和催化性能，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医用材
料、农业抗菌剂、光学材料和半导体材料等方面。
3.1 纳米银的应用方式
单纯纳米银有以下缺点：抑菌消耗大，银离子
的释放速度快，易被氧化，抑菌持续时间短等，在
实验过程中将其加入到其他抗菌材料制成复合抗菌
材料。这种复合材料兼具纳米银和其他抗菌聚合物
材料的优良特性：一是纳米银本身比表面积大，能
高效杀死微生物，且不会产生耐药性；二是复合材
料更稳定，银离子损失速度变慢，持续时间延长，
抑菌效果更持久；三是有些聚合物本身具有抑菌性，
复合以后产生协同效应，抗菌抑菌效果更好[44]。常
用的聚合物有壳聚糖、聚苯胺[45]、聚绕丹宁[46]、纤
维素[47]、聚砜[48]、聚多巴胺[49]和羊毛等生物高分子
织物[50] 等。
壳聚糖/纳米银复合材料是纳米银最主要的复
合利用方式之一[51-53]。壳聚糖是具有良好生物相容
性的一种天然碱性多糖，具有广谱抗菌性、可降解
和对人体无毒等特点[54]。壳聚糖/纳米银复合材料的
抗菌能力远远强于壳聚糖或纳米银单独使用[55]。此
外，纳米银还可以与活性碳纤维、304 奥氏体不锈
钢和聚丙烯酸等材料制得复合型催化杀菌剂，并表
现出优良抗菌抑菌效果[56-57] 。随着对纳米银性质研
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可以根据不同用途和目的选择
不同的复合材料，发挥纳米银优良的抗菌特性，以
便于其更好更广泛的应用。
3.2 纳米银的应用范围
3.2.1 纳米银在医学方面的运用 在医学领域，纳
米银及其复合材料广泛应用于治疗烧伤、关节损伤、
口腔疾病、妇科疾病、癌症和手术道具的消毒等方
面。
在治疗烧伤方面，纳米银敷料由于其极高的银
溶出率和抗菌效果，可以减少创面感染，加速新生
肉芽组织的生长，副作用小，可降低传统外用药引
起的过敏反应和抗药性等风险[58-59]。Patil 等[60]研制
出一种新型蜂胶纳米银抗菌凝胶，可以显著降低纳
米 银 对 金 黄 色 酿 脓 葡 萄 球 菌 （ Staphylococcus
aureus）的最低抑菌浓度。纳米银还可以应用于骨
科治疗，骨髓炎的传统治疗手段是使用抗生素，抗
生素的大量使用易产生抗药性，且不利于骨骼组织
的再生，而利用纳米银复合材料做骨骼支架，不但
有效抑菌，还可助于骨骼组织的更新与再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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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成形术中重要的材料[61]。
纳米银还可用于治疗妇科病。纳米银避孕泡沫
对阴道微环境有着良好的影响，可以减轻阴道的炎
症反应[62]；纳米银凝胶可以在阴道和宫颈上形成保
护膜，从而杀死病原微生物[63]；纳米银妇科抑菌喷
剂对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金黄葡萄球菌
（ Staphylococcus aureus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和 白 色 念 珠 菌
（canidia Albicans）均具有较强的抑杀作用，杀菌率
均达到 90%以上，但不会产生有毒物质危害和刺激
人体[64]；纳米银抗菌喷雾剂对实验动物阴道粘膜和
眼粘膜无刺激性，对动物皮肤无致敏作用[65]。
近些年，将纳米银抗菌剂用于治疗口腔疾病的
研究日益增多。将纳米银以物理掺杂或化学合成等
方式结合各种口腔材料，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机械
性能，降低细菌附着率，抑制细菌生长[66-68]。纳米
银粒子植入义齿钛种植体表面，不仅表现出良好的
抗菌性能，降低微生物基因的表达，而且可显著促
进口腔细胞生长基因的表达[69]。
另外，纳米银材料逐渐在癌症治疗方面得到推
广和运用[70]。Sriram 等[71]同时进行体外实验和活体
实验，发现生物合成的纳米银作为抗肿瘤剂可以显
著地抑制淋巴腹水癌细胞的繁殖，不会对人体正常
组织细胞有毒害作用，从而实现精确定点杀死癌细
胞的目标。这可能由于纳米银一方面其固有的细胞
毒性，通过诱导细胞的氧化应激过程；另一方面纳
米银在细胞表面团聚时，会扰乱细胞膜电位进而影
响细胞正常的生理代谢过程，使内容物外渗或者使
细胞膜蛋白变性，从而诱导凋亡促进癌细胞死亡。
3.2.2 纳米银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以纳米
粒子为基础的绿色农药日益重要[72]。在多种纳米粒
子中，纳米银因其独特的抗菌特点和理化性质引起
了研究学者们的极大关注[55]。纳米银作为抗菌剂，
很少产生或者不产生抗药性，可以作为一种长效抗
菌剂[55,73-74]，并且对各种病原体具有广谱抗性，尤
其是革兰氏阴性菌[75]。Ogar 等[76]证明常见的真菌对
纳米银是敏感的，包括曲霉菌（Aspergillus）、枝孢
菌（Cladosporium）、葡萄穗霉属（Stachybotrys）和
毛壳菌（Chaetomium spp.）等，30～200 mg·L-1 浓
度的纳米银便可以显著抑制真菌的生长。纳米银材
料的应用有助于解决高毒化学农药潜在的生物健康
危害和环境污染问题。
水稻是世界上种植范围最广粮食作物之一，温
湿因子难以控制的储藏条件会导致水稻不断老化并
受到霉菌侵染，使其外观和品质受到严重影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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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纳米银抗菌薄膜包装水稻可以提高其存储期间对
高温高湿环境的耐受力，抑制霉菌的滋生与侵染，
延长存储时间，使其品质得以保证[78]。纳米银还可
以用于水果蔬菜的储存与保鲜，如纳米银保鲜膜，
可以提高果蔬储藏保鲜质量，减少因霉变和病害所
造成的损失；也可以直接进行纳米银涂膜，既可以
控制水分，减少失重，又可以作为添加剂和营养素
的载体[79]。
3.2.3 纳米银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纳米银具有较大
的比表面积，表现出特殊的光学性能和物理特性。
在环境分析化学方面，纳米银荧光分析法是一种新
型的基于荧光反应的检测方法，具有灵敏、高效和
操作简单等优点，可用于检测环境中极微量的污染
物[80]。在化学催化方面，纳米银及其复合材料由于
活性位点多、比热容大，具有较好的催化性能，可
用于多种化学反应的催化剂。纳米银由于其导电性
能优良，广泛用于电子墨水等电子行业等，后者表
现出耐低温，储存时间久等优点[81-82]。
尽管纳米银材料表现出良好且广谱的抗菌性
能，但目前其作为一种抗菌剂在我国应用并不广泛。
原因主要有 2 个，首先是纳米银的成本过高；其次
纳米银使用后存在潜在的环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纳米银是运用最广泛的纳米材料添加剂，其大量生
产和使用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纳米银进入大气、水
体和土壤等环境[83]。首先，纳米银不仅对病原微生
物有杀灭作用，对其他生物的生长代谢也有一定的
影响。纳米材料粒径小于 10 nm 时，可直接通过生
物体的自然孔口进入生物体中，从而对生物体造成
损害；当粒径大于 10 nm 时，可通过消化道、呼吸
道、主动运输等或者穿透细胞膜而进入生物体[84]。
其次，纳米银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影响植物正常的
生理代谢活动。若纳米银吸附在植物表面，会堵塞
气孔，产生遮蔽效应，从而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85]；若吸附在细胞膜表面，则会堵塞离子
通道，影响细胞间的信息交流和物质的交换[86]。

4

总结与展望

纳米银具有独特的抗菌效果，已被广泛地运用
到各行各业，其抗菌机理复杂，可能是几种过程相
互作用的结果：纳米银可以释放出银离子和纳米银
粒子，两者先穿透微生物的细胞壁，进而与细胞膜
相互作用，使细胞膜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造成细
胞内含物外渗从而影响病原物的生命进程；并且纳
米银可以进入细胞内部，阻碍遗传信息的复制，包
括 DNA、RNA 和 mRNA 的合成，最终使细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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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纳米银的抗菌机制仍存在认知的盲区，许多现
象无法解释，多数研究停留在器官和细胞水平。因
此，未来可以利用新的仪器和技术手段从分子水平
进行深入探究，以揭示其新的抗菌机制。
近年来，纳米银对植物-土壤-微生物生态系统
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入，目前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较大进展，但大量研究多针对单一因素进行，因
而未来研究应将植物、微生物和土壤作为一个整体，
才能更全面真实地评价纳米银的生态效应 [87] 。因
此，目前具有广谱高效抗菌等特点的纳米银表现出
巨大的应用潜力，但纳米银的运用体系尚未成熟，
提高其抗菌效率，降低使用成本，继续揭示其抗菌
机制和潜在的环境效应有利于其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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