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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从衣物上去除污渍或污垢

的方法，包括使衣物与包含以下物质的洗衣洗涤

剂组合物接触：(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

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和乙二胺二琥

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盐的氨基羧酸化

物；(b)聚合物，其是(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

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250,000g/mol，基于总

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

环氧乙烷侧链，和/或(b2)一种聚合物，其为乙氧

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

平均分子量MW为2,000-10 ,000g/mol，及其混合

物；和(c)蛋白酶。本发明还涉及这种组合物用于

从织物上除去污渍或污垢的用途，这种洗衣洗涤

剂组合物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以及改善洗衣洗涤

剂组合物中蛋白酶的去污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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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衣物去除污渍或污垢的方法，包括使衣物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接触，所述洗

衣洗涤剂组合物包含: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

(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和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b)聚合物，其是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

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b2)一种聚合物，其为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和

(c)蛋白酶。

2.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用于从衣物上除去污渍或污垢的用途，所述组合物包含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

(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和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b)聚合物，其是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

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b2)一种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和

(c)蛋白酶。

3.一种用于从衣物上去除污渍或污垢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所述组合物包含：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

(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b)聚合物，其是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

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b2)一种聚合物，其为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和

(c)蛋白酶。

4.一种改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中蛋白酶的去污能力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向所述蛋白

酶添加以下物质的步骤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

(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b)聚合物，其是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

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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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一种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

5.洗衣洗涤剂组合物提高洗衣组合物中蛋白酶的去污能力的用途，所述组合物包含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

(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b)聚合物，其是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

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b2)一种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

6.一种制备如本文提供和定义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方法，包括在一个或多个步骤中

混合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

(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b)聚合物，其是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

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b2)一种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和

(c)蛋白酶。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所述氨基羧酸化物是MGDA。

8.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所述蛋白酶是枯草杆菌蛋

白酶。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所述污渍是漂白敏感性污

渍或蛋白酶敏感性污渍。

10.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所述污渍是漂白敏感性污

渍。

11.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为液体形式。

12.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

的总重量，助洗剂(a)以0.1至25.0w/w％的量存在。

1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

的总重量，聚合物(b)以0.1至10w/w％的量存在。

14.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方法，用途或组合物，其中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

的总重量，蛋白酶(c)以0.1至4w/w％的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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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洗衣制剂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去除衣物上污渍或污垢的方法，包括使衣物与包含以下物质的组

合物接触：

[0002]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和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盐的氨基羧酸

化物；

[0003] (b)聚合物，其是

[0004]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25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

化聚乙烯亚胺，具有按重量计80-99％的环氧乙烷侧链，和/或

[0005] (b2)一种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

子量Mw为2000-10,000g/mol及其混合物；和

[0006] (c)蛋白酶。

[0007] 本发明还涉及这种组合物用于从织物上除去污渍或污垢的用途，这种洗衣洗涤剂

组合物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以及改善洗衣组合物中蛋白酶的去污性能的方法。

[0008] 洗衣洗涤剂组合物必须满足许多要求。它们不仅需要使用不含钙和镁的水，还需

要使用硬水工作。它们应该是环保的；西方地区不再允许使用磷酸盐作为助洗剂来降低水

的硬度和提供碱度。此外，它们需要提供一定的保质期，以确保老化后达到洗涤性能目标。

此外，它们需要具有对衣物的各种污物的优异的清洁性能，包括去除漂白敏感和蛋白酶敏

感的污渍，包括来自有机材料的污渍，例如浆果的水果污渍，草，血液，牛奶或可可。特别是

去除漂白敏感性污渍和污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多数漂白添加剂在许多洗衣洗涤剂制剂

中是不稳定的，例如特别是在液体洗衣洗涤剂制剂中。

[0009] 已经开发了许多有机螯合剂，例如MGDA和GLDA的碱金属盐作为环境友好的螯合

剂。这些和其他如沸石或硅酸盐/碳酸盐可以代替清洁剂中的大部分磷酸盐或甚至所有磷

酸盐。

[0010] 然而，可以观察到许多洗衣洗涤剂在储存一段时间后失去其去污效力。特别是液

体洗衣洗涤剂组合物在30℃的高温或甚至更高的温度(例如35℃或37℃)下储存几周后仅

表现出微小的活性。这种温度不仅在欧洲南部或南美洲国家和东南亚，而且在洗衣设施中

也很常见。此外，特别是在液体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中，漂白添加剂不稳定，因此通常不用于

液体制剂中。

[0011] 不受任何理论束缚，据信强络合剂可以提取洗涤剂蛋白酶和淀粉酶的活性位点的

中心Ca2+金属离子，因此降低所述酶的活性。

[0012] 本发明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并提供了如本文进一步描述的和权利要求中限定的

解决方案。

[0013] 本发明涉及一种从衣物上去除污渍或污垢的方法，包括使衣物与洗衣洗涤剂组合

物接触，所述洗衣洗涤剂组合物包含：

[0014]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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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酸化物(本文中也称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或“组分(a)”)；

[0015] (b)聚合物(下文中也称为“聚合物(b)”或“组分(b)”)，其是

[0016]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

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

000至2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80至99重量％(优选85至99重量％，

更优选90至98重量％，最优选93至97重量％或94至96重量％)环氧乙烷侧链(在下文中也称

为“聚合物(b1)”或“组分(b1)”)，和/或

[0017] (b2)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及其混合物(下文也称

为“聚合物(b2)”或“组分(b2)”)；和

[0018] (c)蛋白酶(本文也称为“蛋白酶(c)”或“组分(c)”)。

[0019] 本发明还涉及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用于从衣物上除去污渍或污垢的用途，所述组合

物包含

[0020]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

羧酸化物(本文中也称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或“组分(a)”)；

[0021] (b)聚合物(下文中也称为“聚合物(b)”或“组分(b)”)，其是

[0022]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

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

000至2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80至99重量％(优选85至99重量％，

更优选90至98重量％，最优选93至97重量％或94至96重量％)环氧乙烷侧链(在下文中也称

为“聚合物(b1)”或“组分(b1)”)，和/或

[0023] (b2)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及其混合物(下文也称

为“聚合物(b2)”或“组分(b2)”)；和

[0024] (c)蛋白酶(本文也称为“蛋白酶(c)”或“组分(c)”)。

[0025]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用于从衣物上除去污渍或污垢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所述组合

物包含：

[0026]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

羧酸化物(本文中也称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或“组分(a)”)；

[0027] (b)聚合物(下文中也称为“聚合物(b)”或“组分(b)”)，其是

[0028]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

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

000至2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80至99重量％(优选85至99重量％，

更优选90至98重量％，最优选93至97重量％或94至96重量％)环氧乙烷侧链(在下文中也称

为“聚合物(b1)”或“组分(b1)”)，和/或

[0029] (b2)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及其混合物(下文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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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聚合物(b2)”或“组分(b2)”)；和

[0030] (c)蛋白酶(本文也称为“蛋白酶(c)”或“组分(c)”)。

[0031] 本发明还涉及改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中蛋白酶(本文也称为“蛋白酶(c)”或“组分

(c)”)的去污能力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向所述蛋白酶添加以下物质的步骤

[0032]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

羧酸化物(本文中也称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或“组分(a)”)；和

[0033] (b)聚合物(下文中也称为“聚合物(b)”或“组分(b)”)，其是

[0034]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

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

000至2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80至99重量％(优选85至99重量％，

更优选90至98重量％，最优选93至97重量％或94至96重量％)环氧乙烷侧链(在下文中也称

为“聚合物(b1)”或“组分(b1)”)，和/或

[0035] (b2)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及其混合物(下文也称

为“聚合物(b2)”或“组分(b2)”)。

[0036] 本发明还涉及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用于改善洗衣组合物中蛋白酶(本文也称为“蛋

白酶(c)”或“组分(c)”)的去污能力的用途，所述组合物包含

[0037]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

羧酸化物(本文中也称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或“组分(a)”)；和

[0038] (b)聚合物(下文中也称为“聚合物(b)”或“组分(b)”)，其是

[0039]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

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

000至2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80至99重量％(优选85至99重量％，

更优选90至98重量％，最优选93至97重量％或94至96重量％)环氧乙烷侧链(在下文中也称

为“聚合物(b1)”或“组分(b1)”)，和/或

[0040] (b2)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及其混合物(下文也称

为“聚合物(b2)”或“组分(b2)”)。

[0041] 本发明还涉及制备如本文提供和定义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方法，包括在一个或

多个步骤中混合

[0042] (a)至少一种助洗剂或共助洗剂，其为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

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及其各自盐的氨基

羧酸化物(本文中也称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或“组分(a)”)；

[0043] (b)聚合物(下文中也称为“聚合物(b)”或“组分(b)”)，其是

[0044] (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

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

000至20,000)g/mol，基于总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具有80至99重量％(优选85至99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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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优选90至98重量％，最优选93至97重量％或94至96重量％)环氧乙烷侧链(在下文中也称

为“聚合物(b1)”或“组分(b1)”)，和/或

[0045] (b2)聚合物，其是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和任选地硫酸化，平均分子量

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及其混合物(下文也称

为“聚合物(b2)”或“组分(b2)”)；和

[0046] (c)蛋白酶(本文也称为“蛋白酶(c)”或“组分(c)”)。

[0047] 如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令人惊讶地发现的并且如本文所示和示例的，包含如本文

进一步描述和举例说明的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聚合物(b)和蛋白酶(c)的洗衣洗涤剂组

合物不仅是环境友好的，而且特别显示出从洗衣中除去对漂白剂敏感和对蛋白酶敏感的污

垢和污渍的优异能力。也就是说，如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发现的，所述特定组分(a)，(b)和

(c)的混合物产生协同效应，即包含(a)，(b)和(c)的这种组合物的污垢和污渍去除能力高

于单独使用(a)，(b)和(c)的单一能力所预期的。特别地，本发明描述和提供的包含(a)，(b)

和(c)的本发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不仅表现出优异的去除蛋白酶敏感性污渍的效果，而且

特别是漂白敏感性污渍，即使没有添加漂白剂。这种令人惊讶的效果尤其具有制备洗衣洗

涤剂组合物的巨大优点，该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不允许含有漂白剂的组合物，例如液体洗衣

洗涤剂组合物的长保质期。

[0048] 如本文所用，术语“污渍”或“污垢”同义使用并且包括衣物上的任何种类的污物。

[0049] 如本文所用，术语“洗衣”包括各种纺织品和织物，“洗衣”或“洗衣清洁”特别包括

家庭护理洗衣(织物，纺织品)以及工业和机构(“I&I”)纺织品(织物)清洁。

[0050] 如本文所用，术语“包含”等可与“含有”等互换使用，并且应以非限制性、开放的方

式解释。即，例如，可以存在其他化合物。然而，这些术语还包括“由...组成”等含义的变化，

其中解释具有限制性质并且不存在其他化合物，至少不是实质或有效量。

[0051] 以下描述和实施方案，特别是组分(a)，(b)和(c)的那些，经必要的变更适用于本

发明提供的所有方法，用途和组合物。

[0052] 通常，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助洗剂(a)可以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总重量以

0.1至25.0w/w％，优选1.0至18.0w/w％，优选3.0至15.0w/w％，优选3.0至10.0w/w％，优选

5.0至9.0w/w％，优选5.0至8.0w/w％的量存在。

[005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如定义为助洗剂或共助洗剂的甲基甘氨酸二乙酸

(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IDS)，谷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

的盐(a)是所述氨基羧酸化物的碱金属盐。在本上下文中，碱金属盐尤其可以选自锂盐，钾

盐和钠盐。例如，碱金属盐是钾盐或钠盐，例如钠盐。

[005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MGDA的碱金属盐选自通式(I)的那些

[0055] [CH3-CH(COO)-N(CH2-COO)2]Na3-x-yKxHy    (I)

[0056] x选自0.0至0.5，优选至多0.25，

[0057] y选自0.0至0.5，优选至多0.25。

[0058]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GLDA的碱金属盐选自通式(II)的那些

[0059] [OOC-(CH2)2-CH(COO)-N(CH2-COO)2]Na4-x-yKxHy     (II)

[0060] x选自0.0至0.5，优选至多0.25，

[0061] y选自0.0至0.5，优选至多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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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MGDA的碱金属盐可以选自L-对映异构体的碱金属

盐，外消旋混合物的碱金属盐和MGDA的对映异构体富集的碱金属盐，与D-对映异构体相比

具有过量的L-对映异构体。优选来自L-对映异构体和D-对映异构体的混合物的碱金属盐，

其中L/D的摩尔比为55:45至85:15。这种混合物表现出比例如外消旋混合物更低的吸湿性。

对映异构体过量可以例如通过测量偏振(偏振测定)或优选通过色谱法测定，例如通过HPLC

用手性柱测定，例如用一种或多种环糊精作为固定相。优选通过HPLC用固定的光学活性铵

盐如D-青霉胺测定对映异构体过量。

[0063] GLDA的碱金属盐可选自L-对映异构体的碱金属盐，外消旋混合物的碱金属盐和对

映异构体富集的GLDA的碱金属盐，与D-对映异构体相比具有过量的L-对映异构体。优选L-

对映异构体和D-对映异构体的混合物的碱金属盐，其中L/D的摩尔比为80:20或更高，优选

85:15至高达99：1。这种GLDA的碱金属盐比例如外消旋混合物或纯D-对映异构体具有更好

的生物降解性。对映异构体过量可以例如通过测量偏振(偏振测定)或优选通过色谱法测

定，例如通过HPLC用手性柱测定，例如用一种或多种环糊精作为固定相。优选通过HPLC用固

定的光学活性铵盐如D-青霉胺测定对映异构体过量。

[0064] 通常，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助洗剂(a)的少量(例如，总助洗剂(a)的0 .01至

5mol％)也可以带有除碱金属之外的阳离子。因此，少量，例如总助洗剂(a)的0.01至5mol％

可以带有碱土金属阳离子，例如Mg2+或Ca2+，或过渡金属阳离子，例如Fe2+或Fe3+阳离子。

[006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助洗剂(a)可含有一种或多种杂质，这些杂质可由相

应助洗剂的生产产生。在MGDA及其碱金属盐的情况下，这些杂质可以选自碱金属丙酸盐，乳

酸，丙氨酸等。这些杂质通常以少量存在。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当确定助洗剂(a)的组成

时，可以忽略这种少量。在GLDA及其碱金属盐的情况下，这些杂质尤其可选自碱金属谷氨酰

胺单乙酸三钠盐，羟乙酸盐和甲酸盐。对于IDS，EDDS或聚天冬氨酸，类似的杂质是典型的。

[0066] 在该上下文中，涉及相应的助洗剂或共助洗剂(a)时，“少量”是指总共0.1至1w/

w％。

[0067] 如上所述，涉及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总重量的总固体含量重量，助洗剂，共助

洗剂(a)的含量可以为0.1至25.0w/w％，优选1.0至18.0w/w％，优选3.0至15.0w/w％，优选

3.0至10.0w/w％，优选5.0至9.0w/w或5.0至8.0w/w％。

[0068]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本文提供和描述的组合物总共包含0.1至25.0w/w％，优选1.0

至18.0w/w％，优选3.0至15.0w/w％，优选3.0至10.0w/w％，优选5.0至9.0w/w或5.0至8.0w/

w％的至少一种氨基羧酸化物，其选自甲基甘氨酸二乙酸(MGDA)，亚氨基二琥珀酸(IDS)，谷

氨酸二乙酸(GLD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氨酸和及其各自的盐，例如本文定义和

描述的其碱(如钠)盐。

[0069]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中，助洗剂(a)是MGDA或GLDA，优选MGDA。

[0070] 根据本发明的聚合物(b1)的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基于聚乙烯核和聚环氧乙烷壳。

合适的聚乙烯亚胺核分子是聚乙烯亚胺，其平均分子量MW为500-5000g/mol。优选的分子量

为500至1000g/mol，甚至更优选的分子量为600-800g/mol。然后，乙氧基化聚合物(b1)每-

NH基团平均具有5至50，优选10至30，甚至更优选15至25个EO(乙氧基化物)基团，导致平均

分子量MW为3,000至250,000(优选5,000至20,0000，更优选8,000至100,000，更优选8,000

至50,000，更优选10,000至30,000，最优选10,000至20,000)g/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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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根据本发明的聚合物(b2)的季铵化和任选硫酸化的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每-NH

基团含有平均10至50，优选15至40，甚至更优选20至30个EO(乙氧基化物)基团，导致平均值

分子量MW为2,000-10,000g/mol，更优选3,000-8,000，最优选4,000-6,000。在本发明的一

个实施方案中，乙氧基化的六亚甲基二胺被季铵化并且还被硫酸化，优选带有2个阳离子铵

基团和2个阴离子硫酸盐基团。

[0072]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总重量，聚合物(b)可以以0.1

至10w/w％的量存在，优选0.3至8，0.5至5，1至5或2至5w/w％。

[0073]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组分(c)是蛋白酶。在本上下文中，术语“蛋白酶”是指进行

蛋白水解的酶，即水解在形成蛋白质的多肽链中将氨基酸连接在一起的肽键。测定蛋白酶

活 性 的 方 法 是 本 领 域 已 知 的 ( 参 见 例 如 G u p t a  e t  a l . ( 2 0 0 2 ) ,

Appl.Microbiol.Biotechnol.60:381-395)。例如，这样的蛋白水解活性可以通过使用琥珀

酰-Ala-Ala-Pro-Phe-p-硝基苯胺(Suc-AAPF-pNA，短AAPF；参见例如DelMar  et  al .

(1979) ,Analytical  Biochem  99,316-320)作为底物来确定。通过蛋白裂解切割将pNA从底

物分子上切下，导致游离pNA的黄色释放，其可以通过测量OD405来定量。其他合适的方法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

[0074]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具有蛋白水解活性的酶被称为“蛋白酶”(组分(c))或肽酶，

并且优选为EC3.4类的成员。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说明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使用的术语“蛋

白酶”，并且包括特别适合用于本发明上下文的实施方案。

[0075] 蛋白酶进一步分类为氨肽酶(EC  3.4.11)，二肽酶(EC  3.4.13)，二肽基肽酶和三

肽基肽酶(EC  3.4.14)，肽基二肽酶(EC  3.4.15)，丝氨酸型羧肽酶(EC  3.4.16)，金属羧基

肽酶(EC  3.4.17)，半胱氨酸型羧肽酶(EC  3.4.18)，ω肽酶(EC  3.4.19)，丝氨酸内肽酶(EC 

3 .4 .21)，半胱氨酸内肽酶(EC  3 .4 .22)，天冬氨酸内肽酶(EC  3 .4 .23)，金属内肽酶(EC 

3.4.24)，苏氨酸内肽酶(EC  3.4.25)，未知催化机制的内肽酶(EC  3.4.99)。

[0076]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的蛋白酶可以是任何种类的内肽酶或任何种类的内肽酶的

混合物，尤其是它可以是丝氨酸蛋白酶(EC  3.4.21)。根据本发明的丝氨酸蛋白酶选自胰凝

乳蛋白酶(例如EC  3 .4 .21 .1)，弹性蛋白酶(例如EC  3 .4 .21 .36)，弹性蛋白酶(例如EC 

3.4.21.37或EC  3.4.21.71)，粒酶(例如，EC  3.4.21.78或EC  3.4.21.79)，激肽释放酶(例

如，EC  3.4 .21 .34，EC  3.4 .21 .35，EC  3.4 .21 .118，或EC  3.4 .21 .119)，纤溶酶(例如，EC 

3.4.21 .7)，胰蛋白酶(例如EC  3.4.21 .4)，凝血酶(例如EC  3.4.21 .5)和枯草杆菌蛋白酶

(也称为枯草杆菌蛋白酶，例如EC  3.4.21.62)，后者下文中也称为“枯草杆菌蛋白酶”。丝氨

酸蛋白酶或丝氨酸肽酶特征是在催化活性位点具有丝氨酸，其在催化反应期间与底物形成

共价加合物。

[0077] 蛋白酶的晶体结构显示活性位点通常位于相邻结构域之间的分子表面上的凹槽

中，并且底物特异性由沿着催化剂的一侧或两侧上的凹槽布置的结合位点的性质决定，所

述催化位点负责易裂键水解。因此，蛋白酶的特异性可以通过使用概念模型来描述，其中每

个特异性亚位点能够容纳单个氨基酸残基的侧链。这些位点从催化位点S1，S2...Sn朝向底

物的N末端编号，S1'，S2'...Sn'朝向C末端编号。它们容纳的残基分别编号为P1，P2...Pn和

P1'，P2'...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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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0080] 在该表示中，酶的催化位点标记为“*”，并且切割的肽键(易断裂键)由符号“+”表

示。

[0081] 一般来说，三种主要类型的蛋白酶活性是：胰蛋白酶样，其中在P1处的Arg(N)或

Lys(K)之后存在酰胺底物的裂解，胰凝乳蛋白酶样，其中在P1处一个疏水性氨基酸之后发

生裂解，和弹性蛋白酶样，在P1处的Ala(A)之后具有切割。

[0082] Siezen  et  al .(1991) ,Protein  Eng .4:719-737和Siezen  et  al .(1997) ,

Protein  Science  6:501-523提出了一种暂定为枯草杆菌酶(subtilase)的丝氨酸蛋白酶

亚组。它们通过超过170个氨基酸序列的丝氨酸蛋白酶的同源性分析来定义，所述丝氨酸蛋

白酶之前称为枯草杆菌蛋白酶样蛋白酶。枯草杆菌蛋白酶以前通常被定义为由革兰氏阳性

细菌或真菌产生的丝氨酸蛋白酶，并且根据Siezen等人，现在是枯草杆菌酶的一个亚组。已

经鉴定了多种枯草杆菌酶，并且已经确定了许多枯草杆菌酶的氨基酸序列。对于这些枯草

杆菌酶及其氨基酸序列的更详细描述，参考Siezen  et  al.(1997) ,Protein  Science  6:

501-523。

[0083] 枯草杆菌酶可分为6个亚组，即枯草杆菌蛋白酶家族，热酶家族，蛋白酶K家族，羊

毛硫抗生素肽酶家族，kexin家族和热解蛋白(pyrolysin)家族。

[0084] 枯草杆菌酶的亚组是枯草杆菌蛋白酶，其是来自S8家族的丝氨酸蛋白酶，如

MEROPS数据库(http://merops.sanger.ac.uk)所定义。肽酶家族S8含有丝氨酸内肽酶枯草

杆菌蛋白酶及其同源物。在亚家族S8A中，活性位点残基经常出现在基序Asp-Thr/Ser-Gly

(其类似于异种集团AA中天冬氨酸内肽酶家族中的序列基序)，His-Gly-Thr-His和Gly-

Thr-Ser-Met-Ala-Xaa-Pro。该家族的大多数成员在中性-温和的碱性pH下具有活性。该家

族中的许多肽酶都是热稳定的。酪蛋白通常用作蛋白质底物，典型的合成底物是Suc-Ala-

Ala-Pro-Phe-NHPhNO2。

[0085] S8家族亚家族A的突出成员是：

[0086]

名称 MEROPS家族S8，亚家族A

枯草杆菌蛋白酶Carlsberg S08.001

枯草杆菌蛋白酶lentus S08.003

热酶 S08.007

枯草杆菌蛋白酶BPN’ S08.034

枯草杆菌蛋白酶DY S08.037

碱性肽酶 S08.038

枯草杆菌蛋白酶ALP  1 S0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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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杆菌蛋白酶sendai S08.098

碱性弹性蛋白酶YaB S08.157

[0087] 枯草杆菌蛋白酶相关类的丝氨酸蛋白酶具有限定催化三联体的共同氨基酸序列，

其将它们与胰凝乳蛋白酶相关类的丝氨酸蛋白酶区分开。枯草杆菌蛋白酶和胰凝乳蛋白酶

相关的丝氨酸蛋白酶都具有包含天冬氨酸，组氨酸和丝氨酸的催化三联体。

[0088] 在枯草杆菌蛋白酶相关蛋白酶中，从氨基到羧基末端读取的这些氨基酸的相对顺

序是天冬氨酸-组氨酸-丝氨酸。然而，在胰凝乳蛋白酶相关蛋白酶中，相对顺序是组氨酸-

天冬氨酸-丝氨酸。因此，本文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是指具有枯草杆菌蛋白酶相关蛋白酶的催

化三联体的丝氨酸蛋白酶。实例包括如WO  89/06276和EP  0283075,WO  89/06279,WO  89/

09830,WO  89/09819,WO  91/06637和WO  91/02792中所述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089] 枯草杆菌蛋白酶型(EC  3.4.21.62)的野生型蛋白酶和变体可以是细菌蛋白酶。所

述细菌蛋白酶可以是革兰氏阳性细菌多肽，例如芽孢杆菌属，梭菌属，肠球菌属，地芽孢杆

菌属，乳杆菌属，乳球菌属，海洋杆菌属，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或链霉属菌蛋白酶，或革兰

氏阴性细菌多肽，例如弯曲杆菌属，大肠杆菌，黄杆菌属，梭杆菌属，螺杆菌属，llyobacter，

奈瑟菌属，假单胞菌属，沙门氏菌属或尿素支原体蛋白酶。它们充当非特异性内肽酶，即它

们水解位于肽或蛋白质内的任何酸酰胺键。它们的最适pH通常在中性至明显碱性范围内。

例如，R.Bott  and  C.Betzel编辑的"Subtilisin  enzymes",New  York,1996中，R，.Siezen

的"Subtilases:Subtilisin-like  Proteases"第75-95页提供了该家族的综述。

[0090] 可商购的蛋白酶包括以商标名 DuralaseTM ,DurazymTM ,

Ultra, Ultra,

Ultra, Ultra,

and (Novozymes  A/S) ,those  sold  under  the 

tradename

Prime,Purafect Purafect Purafect

and (Danisco/DuPont) ,AxapemTM ,(Gist-Brocases  N .V.) ,

BLAP(US  5,352,604的图29中所示的序列)销售的蛋白酶及其变体和来自Kao的KAP(嗜碱芽

孢杆菌(Bacillus  alkalophilus)枯草杆菌蛋白酶)。

[0091] 在本发明的一个方面，野生型和变体可以是嗜碱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短芽

孢杆菌，环状芽孢杆菌，克劳氏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坚强芽孢杆菌，Bacillus 

gibsonii,灿烂芽孢杆菌(Bacillus  lautus) ,迟缓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

(Bacillus  megaterium) ,短小芽孢杆菌，球形芽孢杆菌，嗜热脂肪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

或苏云金芽孢杆菌蛋白酶。

[009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是野生型酶或枯草杆菌蛋白酶变

体，其中野生型酶或起始酶变体选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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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来自解淀粉芽孢杆菌BPN '的枯草杆菌蛋白酶(由Vasantha  et  al .(1984)

J .Bacteriol .Volume  159 ,p .811-819和JA  Wells  et  al .(1983)in  Nucleic  Acids 

Research,Volume  11,p.7911-7925描述)，

[0094] ·来自地衣芽孢杆菌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枯草杆菌蛋白酶Carlsberg；在EL  Smith 

et  al.(1968)in  J .Biol  Chem ,Volume  243,pp.2184-2191 ,和Jacobs  et  al.(1985)in 

Nucl.Acids  Res,Vol  13,p.8913-8926中公开)，

[0095] ·枯草杆菌蛋白酶PB92(碱性蛋白酶PB92的原始序列描述于EP  283075  A2)，

[0096] ·如GB  1 2437 84中公开的枯草杆菌蛋白酶147和/或309 (

)，

[0097] ·如WO  91/02792中公开的来自迟缓芽孢杆菌的枯草杆菌蛋白酶，优选来自迟缓

芽孢杆菌DSM  5483或迟缓芽孢杆菌DSM  5483的变体，如WO  95/23221中所述，

[0098] ·在DE  10064983中公开的来自嗜碱芽孢杆菌(DSM  11233)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099] ·如WO  2003/054184中公开的来自Bacillus  gibsonii(DSM  14391)的枯草杆菌

蛋白酶，

[0100] ·在WO  2003/056017中公开的来自芽孢杆菌属(DSM  14390)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101] ·在WO  2003/055974中公开的来自芽孢杆菌属(DSM  14392)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102] ·WO  2003/054184中公开的来自Bacillus  gibsonii(DSM  14393)的枯草杆菌蛋

白酶，

[0103] ·如WO  2005/063974中所述的具有SEQ  ID  NO：4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或与其至少

40％同一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104] ·如WO  2005/103244中所述的具有SEQ  ID  NO：4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或与其至少

80％同一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105] ·如WO  2005/103244中所述的具有SEQ  ID  NO：7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或与其至少

80％同一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的枯草杆菌蛋白酶，和

[0106] ·如申请DE  102005028295.4中所述的具有SEQ  ID  NO：2的枯草杆菌蛋白酶或与

其至少66％同一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的枯草杆菌蛋白酶。

[0107] 根据本发明的有用蛋白酶的实例包括描述于以下的变体：WO  92/19729 ,WO  95/

23221 ,WO  96/34946 ,WO  98/20115 ,WO  98/20116 ,WO  99/11768 ,WO  01/44452 ,WO  02/

088340 ,WO  03/006602 ,WO  2004/03186 ,WO  2004/041979 ,WO  2007/006305 ,WO  2011/

036263,WO  2011/036264,和WO  2011/072099。合适的实例尤其包括衍生自如EP  1921147中

所述SEQ  ID  NO：22的枯草杆菌蛋白酶的蛋白酶变体(其是来自迟缓芽孢杆菌DSM  5483的成

熟碱性蛋白酶的序列)，其在以下一个或多个位置具有氨基酸取代：3,4,9,15 ,24 ,27 ,33 ,

36,57,68,76,77,87,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6,118,120,123,128,129,

130,131,154,160,167,170,194,195,199,205,206,217,218,222,224,232,235,236,245,

248,252和274(根据BPN’的编号)，它具有蛋白水解活性。优选地，这种枯草杆菌蛋白酶在

Asp32，His64和Ser221位置未发生突变(根据BPN'编号)。

[0108]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具有如EP  1921147中所述的SEQ  ID  NO：22，

或与其至少80％同一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的枯草杆菌蛋白酶。优选地，枯草杆菌蛋白酶与

EP  1921147中描述的SEQ  ID  NO：22有至少80％同一性，并且其特征在于在101位(根据B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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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具有氨基酸谷氨酸(E)，或天冬氨酸(D)，或天冬酰胺(N)，或谷氨酰胺(Q)，或丙氨酸

(A)，或甘氨酸(G)，或丝氨酸(S)并具有蛋白水解活性。优选地，枯草杆菌蛋白酶与EP 

1921147中描述的SEQ  ID  NO：22有至少80％同一性，并且其特征在于在101位(根据BPN'编

号)具有氨基酸谷氨酸(E)或天冬氨酸(D)并具有蛋白水解活性。此类枯草杆菌蛋白酶变体

可以优选地包含101位的氨基酸取代，优选R101E或R101D，单独或与位置3,4,9,15,24,27,

33,36,57,68,76,77,87,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6,118,120,123,128,

129,130,131,154,160,167,170,194,195,199,205,206,217,218,222,224,232,235,236,

245,248,252和/或274(根据BPN'编号)处的一个或多个取代组合并具有蛋白水解活性。

[0109]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与如EP  1921147中所述的SEQ  ID  NO：22有

至少80％同一性，并且其特征在于包含至少以下氨基酸(根据BPN'编号)并具有蛋白水解活

性：

[0110] (a)3位的苏氨酸(3T)

[0111] (b)4位的异亮氨酸(4I)

[0112] (c)63位的丙氨酸，苏氨酸或精氨酸(63A，63T或63R)

[0113] (d)156位的天冬氨酸或谷氨酸(156D或156E)

[0114] (e)194位的脯氨酸(194P)

[0115] (f)199位的甲硫氨酸(199M)

[0116] (g)205位的异亮氨酸(205I)

[0117] (h)217位的天冬氨酸，谷氨酸或甘氨酸(217D，217E或217G)，

[0118] (i)根据(a)至(h)的两种或更多种氨基酸的组合。

[0119]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与如EP  1921147中所述SEQ  ID  NO：22有至

少80％同一性，并且其特征在于包含一个氨基酸(根据(a)-(h))或根据(i)的组合以及氨基

酸101E,101D,101N,101Q,101A,101G,或101S(根据BPN'编号)并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

[0120] 特别优选的是枯草杆菌蛋白酶，其与如EP  1921147中所述SEQ  ID  NO：22有至少

80％同一性，并且特征在于包含突变(根据BPN'编号)R101E,或S3T+V4I+V205I,S3T+V4I+

V199M+V205I+L217D并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

[0121]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包含与EP  1921147中描述的SEQ  ID  NO：22

具有至少80％同一性的氨基酸序列，并且进一步的特征在于包含R101E和S3T，V4I和V217I

(根据BPN'编号)并具有蛋白水解活性。

[0122]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包含与EP  1921147中所述的SEQ  ID  NO：22

具有至少80％同一性的氨基酸序列，并且进一步的特征在于包含R101E，和选自S156D ,

L262E,Q137H,S3T,R45E,D,Q,P55N,T58W,Y,L,Q59D,M,N,T,G61D,R,S87E,G97S,A98D,E,R,

S106A,W,N117E,H120V,D,K,N,S125M,P129D,E136Q,S144W,S161T,S163A,G,Y171L,A172S,

N185Q,V199M,Y209W,M222Q,N238H,V244T,N261T,D和L262N,Q,D的一个或多个取代(如WO 

2016/096711所述并且根据BPN'编号)并且具有蛋白水解活性。

[0123] 根据本发明的蛋白酶，包括丝氨酸蛋白酶，具有“蛋白水解活性”或“蛋白酶活性”

或“蛋白水解活性”。该性质与蛋白酶对含有蛋白质的底物(例如，酪蛋白，血红蛋白和BSA)

的水解活性(蛋白质水解，其意指多肽链中连接氨基酸的肽键的水解)有关。定量地，蛋白水

解活性与蛋白酶或蛋白水解酶在限定的时间过程内降解蛋白质的速率有关。分析蛋白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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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性的 方 法 在 文 献中 是 众 所 周知的 (参 见 例如 G u p t a  e t  a l . ( 2 0 0 2 ) ,

Appl.Microbiol.Biotechnol.60:381-395)。

[0124] 根据本发明，蛋白水解活性本身尤其可以通过使用琥珀酰-Ala-Ala-Pro-Phe-p-

硝基苯胺(Suc-AAPF-pNA，短AAPF；参见例如DelMar  et  al.(1979) ,Analytical  Biochem 

99,316-320)作为底物来确定。通过蛋白水解切割将pNA从底物分子上切下，导致游离pNA的

黄色释放，其可通过测量OD405来定量。其他方法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

[0125] 为了确定蛋白水解活性随时间的变化，在时间0(100％)和稍后某个时间点(x％)

在限定条件下测量蛋白酶的“初始酶活性”。通过比较测量值，可以在其程度上确定蛋白水

解活性的潜在损失。损失程度反映了蛋白酶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

[0126]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枯草杆菌蛋白酶的pI值(等电点)可以在pH  7.0和pH  10.0之

间，例如在pH  8.0和pH  9.5之间。

[0127] 上述枯草杆菌蛋白酶的变体可具有与上述氨基酸序列有至少n％同一性的氨基酸

序列，具有丝氨酸蛋白酶活性，其中n为10-100之间的整数，优选10,15,20,25,30,35,40,

45,50,55,60,65,70,75,80,85,90,91,92,93,94,95,96,97,98或99。

[0128] 优选地，通过比较各个序列与任何一个上述枯草杆菌蛋白酶氨基酸序列的氨基酸

序列来确定同一性程度。当比较的序列长度不同时，同一性程度优选指较短序列中与较长

序列中的氨基酸残基相同的氨基酸残基百分比或在较长序列中与较短序列中的氨基酸残

基相同的氨基酸残基的百分比。序列同一性程度可以根据本领域熟知的方法使用优选合适

的计算机算法如CLUSTAL来确定。例如，当使用Clustal分析方法确定特定序列是否是与参

考序列有80％同一性时，可以使用默认设置，或者设置优选如下：矩阵：blosum  30；开放空

位罚分：10.0；延长空位罚分：0.05；延迟发散：40；空位分离距离：8，用于比较氨基酸序列。

优选地，在序列的整个长度上计算同一性程度。

[0129]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相对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总重量，蛋白酶(c)可以以0.1

至4w/w％的量存在，优选0.5至3w/w％，或0.8至2w/w％。

[0130] 如上所述，本发明的要点在于令人惊讶的发现，即组分(a)，(b)和(c)的组合导致

用于清洁衣物的协同效应，即用于从如本文所定义的衣物上(织物，纺织品)去除污渍和污

垢。即使没有加入漂白化合物，漂白剂，漂白活化剂，漂白催化剂和/或漂白增效剂，这种效

果也特别适用于除去如本文所述和实施例中所示的对漂白敏感和蛋白酶敏感的污渍。

[0131] 本文所述和提供的组分(a)，(b)和(c)的组合通常可有效地去除各种衣物和纺织

品中的污渍，例如蓝莓污渍(WFK  10WB)，Bill  Blueberries  Juice  unaged(CFT  CS-115)；

草莓(Warwick  114KC)，血液/牛奶/墨水污渍(EMPA117，EMPA116)，血渍(CFT  CS01)，草/泥

渍(CFT-KC-H-080)，草渍(CFT  C08)，地面污物(CFT-KC-H-018)，蛋渍(CFT  CS37，CFT  CS-

38)，并且还包括本文进一步定义的那些。当确定来自某种织物或纺织品的给定污渍的可除

去性时，优选的是，对于棉花上的污渍也可以确定可除去性，如实施例中所示。也就是说，在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如本文所述和提供的组分(a)，(b)和(c)的组合对于从棉洗衣和

纺织品中进一步定义和描述的污渍的去除特别有效。

[0132]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术语“漂白敏感污渍”，“可漂白污渍”或“漂白敏感性污垢”

可互换使用，并且通常包含可氧化的污渍，即可用氧化剂，漂白剂除去的污渍(例如氯，过氧

化氢，过碳酸钠或过乙酸)。氧化漂白剂通过破坏构成发色团的化学键起作用。这会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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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不同的物质，该物质不含发色团，或含有不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团。这是基于氯的漂白剂

的机理。尤其是，根据本发明的漂白敏感性污渍包含根据Warwick  Equest  Stain  Catalog

(Version  7，2015年5月)表示为“对漂白剂有反应”的污渍和/或根据Swissatest(EMPA)4B

或4C组的污渍(http://www.testfabrics.com，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在本发明的上下

文中，漂白敏感性污渍特别包括但不限于那些衍生自或含有水果或蔬菜，优选水果污渍的

污渍。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漂白敏感性污渍包含蓝莓污渍(例如，Warwick  023或

WFK  10WB)，草莓污渍(例如，Warwick  114)，红樱桃污渍(例如，Warwick  101)，未老化的蓝

莓汁(例如，CFT-CS  115)和草/泥污渍(例如，CFT-KC-H  080)。

[0133]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术语“蛋白酶敏感性染色剂”或“蛋白酶敏感性污渍”可互换

使用，并且通常包含含有大量蛋白质的污渍，所述蛋白质用作如本文所定义的蛋白酶的底

物。尤其，根据本发明的蛋白酶敏感性污渍包含表示为根据Warwick  Equest  Stain 

Catalgue(版本7，2015年5月)“响应于酶”的污渍和/或根据EMPA污渍包含实质性量的蛋白

质的污渍(http://www.testfabrics.com，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

蛋白酶敏感性污渍特别包括但不限于衍生自或含有血液，草，乳，蛋，可可，巧克力，慕斯等

的那些污渍。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蛋白酶敏感性污渍包括血迹(例如，CFT  CS01)，

草渍(CFT  CS08)，乳渍(例如CFT  C11)，血液/乳/墨水污渍(EMPA  116，EMPA  117，CFT 

CS05)，巧克力和巧克力慕斯污渍(例如，CFT  CS  70)和可可污渍(例如，EMPA  112)。

[0134] 包含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提供和使用的组分(a)，(b)和(c)的液体洗衣组合物可

以进一步包含适用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其它化合物。通常，这些另外的化合物尤其可包

括助洗剂，结构剂或增稠剂，粘土污渍去除/抗再沉积剂，表面活性剂，聚合物污渍释放剂，

聚合物分散剂，聚合物油脂清洁剂，酶，酶稳定体系，漂白化合物，漂白剂，漂白活化剂，漂白

催化剂，漂白增效剂，增白剂，染料，调色剂，染料转移抑制剂，螯合剂(例如除MGDA以外的其

它物质)，泡沫抑制剂，软化剂，灰化抑制剂和香料。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本发明

的上下文中提供和使用的洗衣组合物不包含漂白化合物，漂白剂，漂白活化剂，漂白催化剂

和/或漂白增效剂。

[0135]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提供和使用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可以进一步包含至少一种

任选成分，例如一种或多种非离子或离子(例如阴离子，例如直链烷基苯磺酸盐(LAS)，十二

烷基醚硫酸钠(SLES))或本领域已知的非离子(例如烷基乙氧基化物)/两性表面活性剂。

[0136] 作为本发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一部分的合适的表面活性剂可以是，例如，非离

子表面活性剂(NIS)。所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优选是烷氧基化的，有利地是乙氧基化的，

特别是具有优选8-18个碳原子的伯醇，和平均每摩尔醇1-12摩尔的环氧乙烷(EO)，其中醇

基团可以是直链的或优选2-甲基-支链的和/或可以包含混合物中的直链和甲基-支链残

基，如通常存在氧代醇残基中。然而，特别优选具有12至18个碳原子的天然或石化来源的醇

的直链或支链残基的醇乙氧基化物，例如来自椰子醇，棕榈醇，牛油脂醇或油醇，以及平均

而言，每摩尔醇含2至8个EO。优选的乙氧基化醇包括，例如，具有3个EO，5个EO，7个EO或9个

EO的C12-C14-醇，具有7个EO的C9-C11-醇，具有3个EO，5个EO，7个EO或9EO的C13-C15-醇，具有3

个EO，5个EO，7个EO或9个EO的C12-C18-醇和它们的混合物，例如具有3EO的C12-C14-醇和具有

7EO的C12-C18-醇与具有3至9EO的2-丙基庚醇的混合物。短链醇乙氧基化物(例如2-丙基庚

醇×7EO)和长链醇乙氧基化物(例如C16,18×7EO)的混合物。所述乙氧基化程度是统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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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数均，Mn)，其可以是整数或特定积的分数。优选的醇乙氧基化物具有窄的同系物分布

(窄范围的乙氧基化物，NRE)。除了这些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之外，还可以使用具有超过12个

EO的脂肪醇。其实例是具有14EO，25EO，30EO或40EO的牛油脂肪醇。还可以使用在分子中一

起包含环氧乙烷(EO)和环氧丙烷(PO)基团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具有EO-PO嵌段单元或PO-EO嵌段单元的嵌段共聚物，以及EO-PO-EO共聚物或PO-EO-PO共聚

物。当然也可以使用具有混合烷氧基化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其中EO和PO单元不是按嵌段

分布的，而是随机分布的。这些产物可通过环氧乙烷和环氧丙烷在脂肪醇上的同时作用获

得。

[0137] 此外，作为其他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根据本发明，还可以使用通式(V)的烷基糖苷

[0138] R10O(G)i      (V)

[0139] 其中R10是主要的直链或甲基支链的，特别是具有8-22个，优选12-18个碳原子的2-

甲基支化的脂族基团，G是具有5或6个碳原子的糖苷单元，优选葡萄糖。低聚度i表示单糖苷

和低聚糖苷的分布，是1至10之间的任何所需数值；优选是1.2到1.4。

[0140]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优选使用另一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其用作唯一的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或与其它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合使用，是烷氧基化的，优选乙氧基化的或乙氧

基化的和丙氧基化的脂肪酸烷基酯，优选在烷基链中具有1-4个碳原子，特别是脂肪酸甲

酯，如例如日本专利申请JP  58/217598中所述，或者优选通过国际专利申请WO  90/13533中

所述方法制备。氧化胺类型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例如N-椰油烷基-N，N-二甲基氧化胺和N-

牛脂-烷基-N，N-二羟基乙基氧化胺和脂肪酸烷醇酰胺也可适用于本上下文。这些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的量(重量)优选不大于乙氧基化脂肪醇的量，特别是不超过其一半。

[0141] 根据本发明，其它合适的表面活性剂包括式(VI)的多羟基脂肪酸酰胺

[0142]

[0143] 其中R11C(＝O)是具有6-22个碳原子的脂族酰基，R12是氢，具有1-4个碳原子的烷

基或羟烷基，R13是具有3-10个碳原子和3至10个羟基的直链或支链的多羟基烷基。多羟基

脂肪酸酰胺是已知的物质，其通常可通过用氨，烷基胺或烷醇胺对还原性糖的还原胺化以

及随后用脂肪酸，脂肪酸烷基酯或脂肪酸酰氯酰化而获得。在该上下文中，多羟基脂肪酸酰

胺的基团还包括式(VII)的化合物

[0144]

[0145] 其中R14是具有7-12个碳原子的直链或支链烷基或链烯基，R15是具有2-8个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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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直链，支链或环状亚烷基或具有6-8个碳原子的亚芳基，R16是具有1-8个碳原子的直链

的，支链或环状烷基或芳基或氧烷基，其中优选C1-C4-烷基或苯基残基，R17为其烷基链被至

少两个羟基取代的直链多羟基烷基，或该基团的烷氧基化的，优选乙氧基化的或丙氧基化

的衍生物。R17优选通过糖，例如葡萄糖，果糖，麦芽糖，乳糖，半乳糖，甘露糖或木糖的还原

胺化获得。然后可以将N-烷氧基-或N-芳氧基-取代的化合物转化为所需的多羟基脂肪酸酰

胺，例如，根据WO  95/07331，通过在醇盐作为催化剂存在下与脂肪酸甲酯反应。

[0146] 根据本发明，表面活性剂也可以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所用

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是例如磺酸盐和硫酸盐类型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合适的磺酸盐

类表面活性剂优选为C9-C13-烷基苯磺酸盐，烯烃磺酸盐，即烯烃和羟烷基磺酸盐的混合物，

以及二磺酸盐，例如由具有末端或内部双键的C12-C18-单烯烃通过用气态三氧化硫磺化，和

随后的磺化产物的碱或酸水解而获得。同样合适的是烷烃磺酸盐，其由C12-C18-烷烃获得，

例如通过磺氯化或磺化氧化，随后进行水解或中和。同样，α-磺基脂肪酸的酯(磺酸酯)，例

如氢化椰子，棕榈仁或牛油脂肪酸的α-磺化甲酯也是合适的。根据本发明，其他合适的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可以是硫酸化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尤其应理解为单-，二-和三酯及

其混合物，如在制备中通过单甘油与1至3mol脂肪酸的酯化或在甘油三酯与0.3至2摩尔甘

油的酯交换过程中获得的。这里优选的硫酸化脂肪酸甘油酯是具有6-22个碳原子的饱和脂

肪酸的硫酸化产物，所述脂肪酸为例如己酸，辛酸，癸酸，肉豆蔻酸，月桂酸，棕榈酸，硬脂酸

或二十二烷酸。

[0147] 烷(烯)基硫酸盐优选为C12-C18脂肪醇(例如，椰子脂肪醇，牛油脂肪醇，月桂醇，肉

豆蔻醇，鲸蜡醇或硬脂醇或C10-C20-氧代醇和这些链长的仲醇的半酯)的硫酸半酯的碱金属

盐，特别是钠盐。此外，优选具有特定链长的烷(烯)基硫酸盐，其包含合成的，基于石油化学

的直链烷基，其具有与基于油脂化学原料的适当化合物类似的降解行为。从洗涤的观点来

看，优选C12-C16-烷基硫酸盐和C12-C15-烷基硫酸盐以及C14-C15-烷基硫酸盐。2,3-烷基硫酸

盐，例如，根据美国专利说明书3,234 ,258或5 ,075 ,041制备，并且可以从壳牌石油公司

(Shell  Oil  Company)以商品名称 获得，也是合适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同样合适

的是用1至6摩尔环氧乙烷乙氧基化的直链或支链C7-C21-醇的硫酸单酯，例如具有平均3.5

摩尔环氧乙烷(EO)的2-甲基-支化C9-C11-醇，或具有1至4个EO的C12-C18-脂肪醇。由于它们

的高发泡倾向，它们通常仅以相对少量使用于清洁组合物中，例如以1至5wt％的量使用。在

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其它合适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也是烷基磺基琥珀酸的盐，其也被称为

磺基琥珀酸盐或磺基琥珀酸酯，并且构成磺基琥珀酸与醇的单酯和/或二酯，所述醇优选脂

肪醇和特别是乙氧基化脂肪醇。优选的磺基琥珀酸盐包括C8-C18-脂肪醇残基或其混合物。

特别优选的磺基琥珀酸盐包括衍生自乙氧基化脂肪醇的脂肪醇基。在这方面，特别优选的

是磺基琥珀酸盐，其脂肪醇残基衍生自具有窄同系物分布的乙氧基化脂肪醇。同样也可以

使用在烷(烯)基链中具有优选8-18个碳原子的烷(烯)基琥珀酸或其盐。

[0148] 特别优选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是皂。饱和和不饱和脂肪酸皂，例如月桂酸，肉豆蔻

酸，棕榈酸，硬脂酸，(氢化)芥酸和二十二烷酸的盐，以及特别衍生自天然脂肪酸的皂混合

物，例如椰子，棕榈仁，橄榄油或牛油脂肪酸是合适的。

[0149] 包括皂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根据本发明以其钠，钾或铵盐的形式存在，也可

以作为有机碱的可溶性盐，例如单-，二-或三乙醇胺。优选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其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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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钾盐的形式存在，特别是以钠盐的形式存在。

[0150]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所用的表面活性剂也可以是阳离子表面活性剂。这里可以

提及的特别合适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例如是：

[0151] -C7-C25-烷基胺；

[0152] -N，N-二甲基-N-(羟基-C7-C25-烷基)铵盐；

[0153] -用烷基化剂季铵化的单-和二(C7-C25-烷基)二甲基铵化合物；

[0154] -酯季铵化合物(quats)，特别是季酯化的单-，二-和三烷醇胺，其用C8-C22-羧酸酯

化；

[0155] -咪唑啉季铵化合物，特别是式VIII或IX的1-烷基咪唑啉 盐

[0156]

[0157] 其中变量的定义如下：

[0158] R18  C1-C25-烷基或C2-C25-烯基；

[0159] R19  C1-C4-烷基或羟基-C1-C4-烷基；

[0160] R20  C1-C4-烷基，羟基-C1-C4-烷基或R1-(CO)-R21-(CH2)j-(R21:-O-或-NH-；j:2或3)

基团，

[0161] 其中至少一个R18基团是C7-C22-烷基。

[0162]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表面活性剂也可以是两性表面活性剂。这里合适的两性表

面活性剂是，例如，烷基甜菜碱，烷基酰胺甜菜碱，氨基丙酸盐，氨基甘氨酸盐和两性咪唑

化合物。

[0163] 液体和凝胶形式的本发明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中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可以是例

如2至75w/w％，特别是5至65w/w％，各自基于总组合物计。

[0164] 本发明的固体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中表面活性剂的含量可以是例如2至40w/w％，特

别是5至35w/wt％，各自基于总组合物计。

[0165]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合适的助洗剂，共助洗剂和络合剂可以是本文描述和提供

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一部分，并且包括无机助洗剂，例如：

[0166] -具有离子交换性质的结晶和无定形硅铝酸盐，例如特别是沸石：各种类型的沸石

是合适的，尤其是钠形式的沸石A，X，B，P，MAP和HS，或其中Na与其它阳离子如Li，K，Ca，Mg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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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部分交换的形式。

[0167] -结晶硅酸盐，例如特别是二硅酸盐和页硅酸盐，例如δ-和β-Na2Si2O5。硅酸盐可以

以其碱金属，碱土金属或铵盐的形式使用，优选Na，Li和Mg硅酸盐；

[0168] -无定形硅酸盐，例如偏硅酸钠和无定形二硅酸盐；

[0169] -碳酸盐和碳酸氢盐：这些可以以其碱金属，碱土金属或铵盐的形式使用。优选Na，

Li和Mg碳酸盐和碳酸氢盐，特别是碳酸钠和/或碳酸氢钠；和

[0170] -多磷酸盐，如三磷酸五钠。

[0171]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合适的共助洗剂和络合剂(CL或CF)包括：

[0172] -低分子量羧酸，例如柠檬酸，疏水改性的柠檬酸，例如松蕈酸，苹果酸，酒石酸，葡

萄糖酸，戊二酸，琥珀酸，亚氨基二琥珀酸，氧联二琥珀酸，丙烷三羧酸，丁烷四羧酸，环戊烷

四羧酸，烷基-和链烯基琥珀酸和氨基多羧酸，例如，次氮基三乙酸，β-丙氨酸二乙酸，乙二

胺四乙酸，丝氨酸二乙酸，异丝氨酸二乙酸，N-(2-羟乙基)亚氨基乙酸，乙二胺二琥珀酸，谷

氨酸二乙酸和甲基-和乙基甘氨酸二乙酸或其碱金属盐；

[0173] -低聚和多聚羧酸，例如丙烯酸的均聚物，丙烯酸与含磺酸基团的共聚单体的共聚

物，例如2-丙烯酰胺基-2-甲基丙磺酸(AMPS)，烯丙基磺酸和乙烯基磺酸，低聚马来酸，马来

酸与丙烯酸，甲基丙烯酸或C2-C22-烯烃的共聚物，例如，异丁烯或长链α-烯烃，乙烯基-C1-

C8-烷基醚，乙酸乙烯酯，丙酸乙烯酯，C1-C8-醇和苯乙烯的(甲基)丙烯酸酯。优选丙烯酸的

均聚物和丙烯酸与马来酸或AMPS的共聚物。低聚和多聚羧酸以酸形式或钠盐形式使用；

[0174] -膦酸如1-羟基乙烯(1,1-二膦酸)，氨基三(亚甲基膦酸)，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

和二亚乙基三胺五(亚甲基膦酸)及其碱金属盐。

[0175] 用于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常规成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并且包括例如用于

液体或凝胶型清洁剂或洗涤剂组合物的碱性载体，消泡剂，染料，香料，香料载体，灰化抑制

剂，染料转移抑制剂，颜色保护添加剂，纤维保护添加剂，光学增白剂，去污聚酯，腐蚀抑制

剂，杀菌剂和防腐剂，有机溶剂，增溶剂，pH调节剂，水溶助长剂，增稠剂，流变改性剂和/或

链烷醇胺，或用于固体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改性剂(如硫酸钠)，消泡剂，染料，香料，香料载

体，灰化抑制剂，染料转移抑制剂，颜色保护添加剂，纤维保护添加剂，荧光增白剂，去污聚

酯，腐蚀抑制剂，杀菌剂和防腐剂，溶解促进剂，崩解剂，加工助剂和/或水。

[0176] 合适的灰化抑制剂是，例如，羧甲基纤维素，乙烯基乙酸酯在聚乙二醇上的接枝聚

合物，和聚乙烯亚胺的烷氧基化物。

[0177] 作为增稠剂，可以使用所谓的缔合增稠剂。增稠剂的合适实例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已知的，并且尤其描述于WO2009/019225A2，EP013836或WO2006/016035中。

[0178] 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可以将荧光增白剂(称为“增白剂”)添加到液体洗衣洗涤剂

组合物中，以消除经处理的织物的变灰和变黄。这些物质附着在纤维上并通过将不可见的

紫外线辐射转换为可见的长波光，带来增亮和模拟的漂白效果，从阳光中吸收的紫外线发

出呈浅蓝色荧光，产生纯白色，带有灰色和/或泛黄的衣物的黄色的阴影。合适的化合物来

自例如4,4'-二氨基-2,2'- 二磺酸(黄酮酸)，4,4'-二苯乙烯基联苯，甲基伞形酮，香豆

素，二氢喹啉酮，1,3-二芳基吡唑啉，萘二甲酰亚胺，苯并 唑，苯并异 唑和苯并咪唑体

系以及被杂环取代的芘衍生物的物质类别。基于最终组合物，荧光增白剂的用量通常为

0.03-0.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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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 根据本发明，合适的染料转移抑制剂是例如1-乙烯基吡咯烷酮，1-乙烯基咪唑或

4-乙烯基吡啶N-氧化物的均聚物，共聚物和接枝聚合物。4-乙烯基吡啶与氯乙酸反应的均

聚物和共聚物也适合作为染料转移抑制剂。

[0180] 否则洗涤剂成分通常是已知的。详细描述可见于例如WO  99/06524和WO  99/

04313；Liquid  Detergents,Editor:Kuo-Yann  Lai,Surfactant  Sci.Ser.,Vol.67,Marcel 

Decker,New  York,1997,pp.272-304。洗涤剂和清洁组合物成分的进一步详细描述可参见

例如：Handbook  of  Detergents ,Part  D:Formulation ,Surfactant  Sci  Ser,Vol.128,

Editor:Michael  S .Showell ,CRC  Press  2006；Liquid  Detergents  sec .edition ,

Surfactant  Sci  Ser,Vol.129,Editor:Kuo-Yann  Lai,CRC  Press  2006；or  Waschmittel:

Chemie ,Umwelt ,Nachhaltigkeit[Detergents:Chemistry ,Environment ,

Sustainability],Günter  Wagner,Wiley-VCH  Verlag  GmbH&Co.KGaA,August  2010。

[0181] 在本文描述和提供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中使用的合适的两性表面活性剂的实例

包括在使用条件下在同一分子中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的那些。两性表面活性剂的优选实例包

括所谓的甜菜碱-表面活性剂。甜菜碱-表面活性剂的许多实例每分子带有一个季铵化氮原

子和一个羧酸基团。可根据本发明使用的两性表面活性剂的特别优选的实例是椰油酰胺丙

基甜菜碱(月桂酰胺丙基甜菜碱)。

[0182] 氧化胺表面活性剂的实例是通式(V)的化合物

[0183] R13R148R15N→O      (V)

[0184] 其中R13，R14和R15彼此独立地选自脂族，环脂族或C2-C4亚烷基C10-C20-烷基酰氨基

部分。优选地，R13选自C8-C20-烷基或C2-C4-亚烷基C10-C20-烷基酰氨基，R14和R15均为甲基。

[0185] 特别优选的实例是月桂基二甲基氨基氧化物，有时也称为月桂胺氧化物。另一个

特别优选的实例是椰油酰胺丙基二甲基氨基氧化物，有时也称为椰油酰胺丙基胺氧化物。

[0186] 根据本发明描述和提供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的其它任选成分可以是但不限于碳

酸钠，硫酸钠，漂白剂，漂白催化剂，漂白活化剂，粘度调节剂，阳离子表面活性剂，腐蚀抑制

剂，两性表面活性剂，泡沫增强剂或泡沫减少剂，除蛋白酶外的酶(b)，香料，染料，荧光增白

剂，染料转移抑制剂和防腐剂。

[0187] 根据本发明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可进一步包含一种或多种腐蚀抑制剂。在这种情

况下，这应理解为包括那些抑制金属腐蚀的化合物。合适的腐蚀抑制剂的实例是三唑，特别

是苯并三唑，双苯并三唑，氨基三唑，烷基氨基三唑，以及苯酚衍生物，例如氢醌，邻苯二酚，

羟基氢醌，没食子酸，间苯三酚或连苯三酚。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根据本发明的洗

衣组合物总共包含0.1至1.5重量％的腐蚀抑制剂。

[0188] 除了如本文所定义和描述的助洗剂(a)之外，根据本发明的洗衣洗涤剂组合物还

可包含一种或多种另外的助洗剂，例如硫酸钠或碳酸钠。

[0189] 通常，如本发明上下文中提供和使用的包含组分(a)，(b)和(c)的洗衣洗涤剂组合

物可以具有合适的形式，尤其是选自液体，凝胶，粉末，单期或多期单位剂量，小袋，片剂，凝

胶，糊剂，条状或薄片。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洗衣组合物具有液体或凝胶形式，特别

是液体形式。

[0190] 各个洗衣组合物的其他组分可取决于组合物的相应形式。例如，液体组合物尤其

可以进一步包含水，表面活性剂(例如本文中也描述和举例说明的)，防腐剂，香料和本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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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以及本文中描述和举例说明的其它组分。单剂量组合物，例如上面列出的那些，尤其

可以进一步包括水和其他组分，并且粉末组合物尤其可以进一步包括本领域已知的并且也

在本文中描述和举例说明的助洗剂(沸石，碳酸盐，硫酸盐等)。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此类组

合物不包含漂白化合物，漂白剂，漂白活化剂，漂白催化剂和/或漂白增效剂。

[019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洗衣组合物的pH值可以为7.5至11 .5，优选7.5至

8.5，特别是对于液体洗衣洗涤剂组合物，对于粉末洗涤剂和ADW洗涤剂标签(detergent 

tabs)，pH值为9至11.5。

[0192] 衣物洗涤期间的温度可以更高(特别是对于I&I目的)，即60℃或更高，或更低(特

别是对于家庭护理洗衣)，即60℃或更低。例如，温度可以是20至60℃，优选20至50℃，更优

选20至40℃。

[0193] 通过以下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然而，不受其中限定的实施方案和说明书的

限制。

实施例

[0194] 洗衣机的应用测试

[0195] 所选组合物的洗涤性能如下测定。

[0196] 将污染的样品与棉花压载织物(3.5kg)和1个污物压载片wfk  SBL  2004一起在

Miele家用洗衣机中洗涤，棉花程序为20℃。洗涤后，将织物在空气中干燥。

[0197] 通过用来自Fa.Datacolor(Elrepho  2000)的分光光度计在460nm处测量洗涤后污

染织物的缓解值来确定单一污渍的洗涤性能。来自多污物监测器的蛋白酶敏感污渍用来自

CFT/Color  consult的MACH  5测量。值越高，性能越好。

[0198] 洗涤条件：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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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0201] 1)生产商:Warwick  Equest  Limited,Consett,County  Durham.DH8  6BN.England

[0202] 2)生产商:wfk  Testgewebe  GmbH,41379Brüggen,Deutschland

[0203] 3)生产商:Center  for  Testmaterials  BV ,3130AC  Vlaardingen ,the 

Netherlands

[0204] 4)生产商:EMPA  Testmaterialien  AG,Sankt  Gallen,Schweiz

[0205] 5)Testformulation  ES1包含(除了添加剂MGDA外，聚合物(b1)，聚合物(b2)，枯草

杆菌蛋白酶，根据下表):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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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

[0208] 洗涤结果

[0209] 漂白敏感性污渍的％缓解(R460)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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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0212] *相对于总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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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 不含：不添加本发明的助洗剂(a)，聚合物(b)和蛋白酶(c)

[0214] 聚合物(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MW～12,000-14,000(PEI核～600-800)，20EO/

NH

[0215] 聚合物(b2)：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MW～4,500,24EO/NH

[0216] 蛋白酶敏感污渍的Y值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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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

[0219] *相对于总组合物

[0220] 不含：不添加本发明的助洗剂(a)，聚合物(b)和蛋白酶(c)

[0221] 聚合物(b1)：乙氧基化聚乙烯亚胺MW～12,000-14,000(PEI核～600-800)，20EO/

NH

[0222] 聚合物(b2)：乙氧基化六亚甲基二胺MW～4,500,24E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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