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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

砂及其制备工艺，涉及排泄物覆盖技术领域。本

发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竹原纤维60-

80％，竹浆3-6％，植物秸秆3-4％，松针粉1-3％，

有机物基料8-20％，食用明胶1-3％，竹醋液1-

3％，水3-6％。本发明粉尘少，减少了对空气的污

染，而且防渗透的能力非常强，具有比较好的结

团和吸味功能。直接吸收尿液、可直接丢弃到马

桶中冲掉、平常不需过多清理。使用寿命长。基本

上竹纤维猫砂可以达到完全的抑臭，保持了生竹

的清香味,有别于传统通过添加香精来掩盖尿臭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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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竹原纤维60-80％，竹浆3-6％，植物秸秆3-4％，松针粉1-3％，有机物基料8-20％，食用

明胶1-3％，竹醋液1-3％，水3-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其特征在于，有机物基料包括预

糊化淀粉2.5-7％，玉米糊精2.5-7％，木薯粉1.5-4％，魔芋粉1.5-2％。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各组分：

竹原纤维80％，竹浆3％，植物秸秆3％，松针粉1％，有机物基料8％，食用明胶1％，竹醋

液1％，水3％。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各组分：

竹原纤维67％，竹浆5％，植物秸秆3％，松针粉2％，有机物基料15％，食用明胶2％，竹

醋液2％，水4％。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各组分：

竹原纤维60％，竹浆4％，植物秸秆4％，松针粉3％，有机物基料17％，食用明胶3％，竹

醋液3％，水6％。

6.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01：将竹材放入沸水中煮炼120-150分钟使其软化，晾干后将其和植物秸秆通过对辊

机械压碎分解；

S02：将压碎分解的竹材和植物秸秆混合物放入压力锅中，并加入生物酶一起蒸煮120-

150分钟，去除部分果胶、半纤维素、木质素等高聚糖物质；

S03：把上述预处理的竹材、植物秸秆混合物取出，经70-120℃恒温处理50-150分钟，再

加入竹浆混合粉碎成150-200目粉状混合物；

S04：将有机物基料、食用明胶粉和适量的水加热至45-50℃，搅拌均匀，形成一定粘稠

度的液体；

S05：将步骤S03中的粉状混合物和步骤S04中的液体混合，同时加入松针粉、竹醋液，以

600-800转/分的速度搅拌10-15分钟，形成粉液混合物；

S06：将步骤S05中的粉液混合物加入造粒机中造粒后干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竹醋液

的提取包括以下步骤：

把新鲜竹材去掉竹青并剖成竹片，或选取已去除竹青的竹片成品，然后对竹片烘烤，进

而提取竹醋液。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有机物

基料包括预糊化淀粉、玉米糊精、木薯粉、魔芋粉。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有机物

基料包括预糊化淀粉2.5-7％，玉米糊精2.5-7％，木薯粉1.5-4％，魔芋粉1.5-2％。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S06还包括：将造粒后的粉液混合物放入干燥器中干燥，并控制其含水量在6-10％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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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排泄物覆盖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及其

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猫砂是饲主为其饲养的猫用来掩埋粪便和尿液的物体，有较好的吸水性，一般会

与猫砂盆(或称猫厕所)一并使用，将适量的猫砂倒于猫砂盆内，受过训练的猫当需要排泄

时便会走进猫砂盆内猫屎于其上面。

[0003] 猫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进步就是猫砂的使用，早期的猫砂主要是以不凝结的猫砂为

主，大家主要是为了收纳猫便。但是随着猫砂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不仅限于收纳这样简

单，所以又不断的出现了现在的凝结砂、木砂、和水晶砂、膨润土砂等等。

[0004] 目前市面上的猫砂主要可以按照化学属性及原料划分，可以分为有机猫砂和无机

猫砂两大类。有机猫砂又可以细分为：木屑猫砂、纸屑猫砂、草砂、粮食砂(俗称豆腐猫砂)；

无机猫砂又可以细分为膨润土猫砂、水晶猫砂、沸石猫砂等。

[0005] 上述提到的种类猫砂，虽然大多都声称能够锁住异味，但实际使用中还是难以做

到，无法根本解决异味产生的问题。常见的去除气味方法：1.活性炭吸附，吸附时间有限，无

法长期使用，导致异味产生；2.添加香精，掩盖异味而非去除，加重家中的味道，香精会导致

猫咪拒绝使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及其制备工艺，主要成分是

以竹原纤维、竹浆为原料，辅以少量天然黏结剂造粒制成，外加独创性抑制臭味配方，属于

环保类型的猫砂产品，解决了目前市面上猫砂存在的不足。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09] 竹原纤维60-80％，竹浆3-6％，植物秸秆3-4％，松针粉1-3％，有机物基料8-20％，

食用明胶1-3％，竹醋液1-3％，水3-6％。

[0010] 可选的，有机物基料包括预糊化淀粉2.5-7％，玉米糊精2.5-7％，木薯粉1.5-4％，

魔芋粉1.5-2％。

[0011] 可选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12] 竹原纤维80％，竹浆3％，植物秸秆3％，松针粉1％，有机物基料8％，食用明胶1％，

竹醋液1％，水3％。

[0013] 可选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14] 竹原纤维67％，竹浆5％，植物秸秆3％，松针粉2％，有机物基料15％，食用明胶

2％，竹醋液2％，水4％。

[0015] 可选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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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竹原纤维60％，竹浆4％，植物秸秆4％，松针粉3％，有机物基料17％，食用明胶

3％，竹醋液3％，水6％。

[0017] 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01：将竹材放入沸水中煮炼120-150分钟使其软化，晾干后将其和植物秸秆通过

对辊机械压碎分解；

[0019] S02：将压碎分解的竹材和植物秸秆混合物放入压力锅中，并加入生物酶一起蒸煮

120-150分钟，去除部分果胶、半纤维素、木质素等高聚糖物质；

[0020] S03：把上述预处理的竹材、植物秸秆混合物取出，经70-120℃恒温处理50-150分

钟，再加入竹浆混合粉碎成150-200目粉状混合物；

[0021] S04：将有机物基料、食用明胶粉和适量的水加热至45-50℃，搅拌均匀，形成一定

粘稠度的液体；

[0022] S05：将步骤S03中的粉状混合物和步骤S04中的液体混合，同时加入松针粉、竹醋

液，以600-800转/分的速度搅拌10-15分钟，形成粉液混合物；

[0023] S06：将步骤S05中的粉液混合物加入造粒机中造粒后干燥。

[0024] 可选的，竹醋液的提取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把新鲜竹材去掉竹青并剖成竹片，或选取已去除竹青的竹片成品，然后对竹片烘

烤，进而提取竹醋液。

[0026] 可选的，有机物基料包括预糊化淀粉、玉米糊精、木薯粉、魔芋粉。

[0027] 可选的，有机物基料包括预糊化淀粉2.5-7％，玉米糊精2.5-7％，木薯粉1.5-4％，

魔芋粉1.5-2％。

[0028] 可选的，步骤S06还包括：将造粒后的粉液混合物放入干燥器中干燥，并控制其含

水量在6-10％的范围。

[0029] 本发明的实施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0] 1、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粉尘少，减少了对空气的污染，而且防渗透的能力非常强，

具有比较好的结团和吸味功能。直接吸收尿液、可直接丢弃到马桶中冲掉、平常不需过多清

理。使用寿命长。基本上竹纤维猫砂可以达到完全的抑臭，猫尿进入猫砂后可以保持10天内

不会出现尿臭味，保持了生竹的清香味,有别于传统通过添加香精来掩盖尿臭味。而传统香

精掩盖臭味来达到抑臭效果，随着猫砂使用时间的拉长，香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挥发殆尽。

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抑制臭味的效果。而本发明抑臭配方是在猫尿和猫屎排进猫砂会被完

全抑制住不被自然界的细菌，真菌分解而产生氨臭味；

[0031] 2、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竹纤维的多孔结构，瞬间吸水性强，具有良好的吸湿功

能，使得猫拉尿后迅速成团变得干燥，从而不会因为粘稠导致沾脚、沾身，容易冲洗；

[0032] 3、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具有以下优点：

[0033] 安全性：采用纯天然生竹为原料，经高压杀菌制成，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化学品，

无毒、无副作用，即使猫咪或家人误食也无伤害。

[0034] 除臭性：竹子本身具有很强的除臭性，添加了抑臭配方后，除臭性更佳。

[0035] 吸水性：因竹屑经压缩，吸水性更强，经实验证明，比传统猫砂吸水性强4-5倍。

[0036] 易清理：粪便团用砂铲挖起，可通过马桶冲走。条状猫沙吸收尿液后结团成块，铲

出直接可冲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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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环保性：原料为纯天然生竹，可直接冲入厕所或当作化肥，无矿土，无灰份，保持室

内清洁。

[0038] 易清洗：本产品经过高压杀菌，吸水后滑腻，不沾脚，不沾身，极易冲洗。

[0039]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41] 为了保持本发明实施例的以下说明清楚且简明，本发明省略了已知功能和已知部

件的详细说明。

[0042] 实施例1：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44] 竹原纤维60-80％，竹浆3-6％，植物秸秆3-4％，松针粉1-3％，有机物基料8-20％，

食用明胶1-3％，竹醋液1-3％，水3-6％。

[0045] 在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中，有机物基料包括预糊化淀粉2.5-7％，玉米糊精2.5-

7％，木薯粉1.5-4％，魔芋粉1.5-2％。

[0046] 具体的，本实施例颗粒砂各组分的重量份可以有以下取值，本实施例除以下取值

外，在上述范围内的取值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申请并不以此为限。竹原纤维的

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60％、61％、62％、63％、64％、65％、66％、67％、68％、69％、

70％、71％、72％、73％、74％、75％、76％、77％、78％、79％、80％；

[0047] 竹浆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3％、4％、5％、6％；

[0048] 植物秸秆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3％、3.5％、4％；

[0049] 松针粉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1％、2％、3％；

[0050] 有机物基料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8％、9％、10％、11％、12％、13％、14％、

15％、16％、17％、18％、19％、20％；其中，预糊化淀粉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2.5％、

3％、4％、5％、6％、7％，玉米糊精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2.5％、3％、4％、5％、6％、

7％，木薯粉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1.5％、2％、3％、4％，魔芋粉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

以下值：1.5％、2％

[0051] 食用明胶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1％、2％、3％；

[0052] 竹醋液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1％、2％、3％；

[0053] 水的重量百分比可以取以下值：3％、4％、5％、6％。

[0054] 在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中，本实施例中的竹浆能够增加猫砂在制作过程中凝结的

成型的效果，增加猫砂的柔韧度、拉伸度；添加植物秸秆可增加猫砂的粗糙触感，使得生竹

猫砂的感觉更接近自然界的沙土感觉，因为猫是沙漠动物，它们喜欢更接近沙土的触感；竹

醋液的添加使得猫砂能够有更好的抑臭效果。

[0055] 在本实施例中，若竹纤维低于60-80％，则杀菌抑臭的效果会降低，若高于这个比

例，猫砂成型过程中表面会有蜂窝状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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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若预糊化淀粉2.5-7％，玉米糊精2.5-7％，木薯粉1.5-4％，魔芋粉1.5-2％这些组

分的重量份不在上述范围之内，猫砂凝结的效果就不会很好，遇尿后成不了团，并且在铲猫

砂的过程中会掉细颗粒砂，在猫砂的运输过程中也会造成碎裂，增加粉尘的概率；具体的，

当有机物基料组分的重量份＞20％，猫砂产品会容易受潮、发霉变质，变得不易储存，遇到

宠物尿液结团后会变得更加粘稠，容易黏在宠物身上，不干净，而且结团的猫砂粪便倒入厕

所后也变得不易被冲走，会粘马桶侧壁，本实施例有机物基料组分的重量份＜8％，既能起

到结团作用，又会延长储存的时间，再加上主要原料为竹签维，具有良好的透气功效，水分

容易蒸发掉，提高产品的储存性能；

[0057] 松针粉1-3％的比例刚好能够使得产品呈现幽香的香味不浓烈刺鼻；水3-6％的比

例刚好能使猫砂在烘干的过程中水分完全增发，少于这个比例则会使得猫砂干燥而导致干

裂、碎裂；高于这个比例则会使得猫砂含水量过高，不能完全蒸发完从而导致猫砂含水量偏

高而导致后续吸水效果变差。

[0058] 本实施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9] 动物的尿和屎在自然界被脲酶和温度的催化下会水解，在水解的过程中会产生氨

气，而氨气是直接导致臭味的成分。而脲酶本身又是大量存在自然界当中的细菌和真菌等

微生物个体上，当细菌和真菌活性很好的时候或者大量繁殖的时候，脲酶的活性也随之增

强，从而加速尿素水解的过程，在短时间里释放大量的氨气。因此，本申请方案的目的之一

是如何杀死动物屎尿当中的细菌、真菌等，从而达到降低脲酶的活性，进一步延长尿素水解

的时间，达到长时间抑臭的效果。

[0060] 实施例2：

[0061] 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2] S01：将竹材放入沸水中煮炼120-150分钟使其软化，晾干后将其和植物秸秆通过

对辊机械压碎分解；在本实施例中，若煮炼时长大于150分钟，则会导致竹材过于软化，将会

导致后续不利于晾干后再和植物秸秆通过对辊机械压碎分解；若煮炼时长小于120分钟，则

会导致软化不完全；

[0063] S02：将压碎分解的竹材和植物秸秆混合物放入压力锅中，并加入生物酶一起蒸煮

120-150分钟，去除部分果胶、半纤维素、木质素等高聚糖物质；在本实施例中，若蒸煮时长

大于150分钟，则会导致生物酶失去活性，果胶、半纤维素、木质素等高聚糖物质去除效果将

不理想，如果这些物质残留的话，会导致后续滋生霉菌和宠物猫误食猫砂；

[0064] S03：把上述预处理的竹材、植物秸秆混合物取出，经70-120℃恒温处理50-150分

钟，再加入竹浆混合粉碎成150-200目粉状混合物；在本实施例中，经70-120℃恒温处理50-

150分钟，是为了使得在上一步去除果胶的步骤当中的水分充分得到蒸发；150-200目粉大

小符合机器设备筛孔尺寸，以此筛滤掉颗粒大的杂质，是较为符合猫砂成型的目数，原料目

数偏大，则会吸水性不够，目数再偏小，则会容易导致扬尘；

[0065] S04：将有机物基料、食用明胶粉和适量的水加热至45-50℃，搅拌均匀，形成一定

粘稠度的液体；

[0066] S05：将步骤S03中的粉状混合物和步骤S04中的液体混合，同时加入松针粉、竹醋

液，以600-800转/分的速度搅拌10-15分钟，形成粉液混合物；在本实施例中，以600-800转/

分的速度搅拌10-15分钟能使材料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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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S06：将步骤S05中的粉液混合物加入造粒机中造粒，将造粒后的粉液混合物放入

干燥器中干燥，并控制其含水量在6-10％的范围；在本实施例中，使含水量最终达到6-10％

是为了不让猫砂成品太过干燥产生粉尘，高于这个含水量，猫砂成品则会影响使用过程中

的吸水效果，同时也会导致颗粒偏硬，影响猫掌的舒适度。

[0068] 在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中，竹醋液的提取包括以下步骤：

[0069] 把新鲜竹材去掉竹青并剖成竹片，或选取已去除竹青的竹片成品，然后对竹片烘

烤，进而提取竹醋液。

[0070] 实施例:3：

[0071] 在本实施例中，竹原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不同，本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也不相同，

以下举例说明：

[0072] 实施例3.1：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73] 竹原纤维20％，竹浆10％，植物秸秆10％，松针粉5％，有机物基料30％，食用明胶

3％，竹醋液3％，水19％；

[0074] 本实施例的除臭效果：24小时的抑菌杀菌率＜20％；

[0075] 对粪便的处理效果：粪便当中的细菌还是能保持活性，会不断分解有机物，抑臭效

果不理想。

[0076] 实施例3.2：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77] 竹原纤维40％，竹浆8％，植物秸秆8％，松针粉3％，有机物基料24％，食用明胶

2％，竹醋液2％，水13％；

[0078] 本实施例的除臭效果：24小时的抑菌杀菌率＜40％；

[0079] 对粪便的处理效果：有一定的抑臭效果，但时间较短，一般在24小时左右。

[0080] 实施例3.3：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81] 竹原纤维60％，竹浆4％，植物秸秆4％，松针粉3％，有机物基料17％，食用明胶

3％，竹醋液3％，水6％；

[0082] 本实施例的除臭效果：24小时的抑菌杀菌率≥75％；

[0083] 对粪便的处理效果：抑臭效果好，能较好的使粪便和尿里的细菌失去活性，延长尿

素水解的过程和粪便有机物分解的过程，而且由于竹签维良好的吸水性能，能使得粪便变

干燥的时间缩短，从另一个方面让细菌失去繁殖的环境。抑臭效果良好，抑臭时间7天以上。

[0084] 实施例4：

[0085] 在本实施例中，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86] 竹原纤维80％，竹浆3％，植物秸秆3％，松针粉1％，有机物基料8％，食用明胶1％，

竹醋液1％，水3％。

[0087] 实施例5：

[0088] 在本实施例中，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89] 竹原纤维60％，竹浆4％，植物秸秆4％，松针粉3％，有机物基料17％，食用明胶

3％，竹醋液3％，水6％。

[0090] 实施例6：

[0091] 在本实施例中，一种用于覆盖排泄物的颗粒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92] 竹原纤维67％，竹浆5％，植物秸秆3％，松针粉2％，有机物基料15％，食用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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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醋液2％，水4％。

[0093] 上述实施例可以相互结合。

[009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95]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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