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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按重量

份数包括如下组分：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3-20

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0-15份、护色剂1-

3份、茶树精油0.5-1份、天竺葵精油0.2-0.6份、

败酱草提取物1-3份、金银花提取物0.2-0 .6份、

蒲公英提取物0.2-0 .6份、亚麻籽饼脂肪酸3-7

份、助溶剂15-22份、酶制剂8-13份、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3-6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2-4份、增白剂

2-4份、去离子水50-75份，本发明的洗衣液具有

不含磷、去污能力强、对织物无损伤、具有柔顺、

低残留、环保等优点；添加天然的杀菌成分，败酱

草、金银花和蒲公英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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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3-20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0-15份、护色剂1-3份、茶树

精油0.5-1份、天竺葵精油0.2-0.6份、败酱草提取物1-3份、金银花提取物0.2-0.6份、蒲公

英提取物0.2-0.6份、亚麻籽饼脂肪酸3-7份、助溶剂15-22份、酶制剂8-13份、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3-6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2-4份、增白剂2-4份、去离子水50-75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6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3份、护色剂2份、茶树精油0.8

份、天竺葵精油0.4份、败酱草提取物2份、金银花提取物0.4份、蒲公英提取物0.4份、亚麻籽

饼脂肪酸5份、助溶剂18份、酶制剂11份、非离子表面活性剂5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3份、增

白剂3份、去离子水62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护色剂选用聚4-乙烯基吡啶

氮氧化物，所述增白剂为二苯乙烯磺酸衍生物增白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助溶剂由十三醇丙烯

酸、聚乙氧基脂肪醇、二甲基甲醇和烟酰胺按照质量比1:1-5:1-5:4-6混合而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烷

基糖苷、直链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异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环氧丙烷嵌段共聚物的缩合物中

的至少一种；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羧酸钠、乙氧基化脂肪酸磺酸盐、二异辛基琥珀酸酯磺酸钠或者仲烷基磺酸钠

中的一种或者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酶制剂包括淀粉酶、纤

维素酶、甘露聚糖酶、脂肪酶、果胶酶中的至少一种。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败酱草提取物

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将败酱草晒干后用超微粉碎机粉碎至50-100目得到败酱草粉，将败酱草粉于75-85℃

条件下用浓度为70％乙醇溶液热回流提取3-6次，浓度为70％乙醇溶液的用量为败酱草粉

重量的5-10倍，之后将每次提取的滤液合并，过滤，弃残渣，将滤液于55℃和压力为0.1MPa

的条件下进行减压浓缩，乙醇回收，得败酱草提取物。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金银花提取物

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1)取干燥金银花，粉碎至50-100目得到金银花粉，用含水乙醇提取1-3次，提取后向提

取液中加入抗氧化保护剂，混匀，减压回收乙醇，干燥，粉碎，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

(2)将步骤(1)所得滤渣，加15-20倍水煎煮提取1-3次，每次1-3h，滤过，所得滤液经减

压浓缩，干燥，粉碎，得水提浸膏粉；

(3)将步骤(1)所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与步骤(2)所得水提浸膏粉混匀，得金银花提取

物。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亚麻籽粕超临

界提取脂肪酸的制备方法如下：

将压榨亚麻籽油剩的亚麻籽粕经粉碎至30-50目细度，再装入萃取釜中，将萃取介质二

氧化碳经流量计计量后进入萃取釜，萃取温度为25-45℃，萃取时间为90-150min，萃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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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30MPa，二氧化碳流量为50-80kg/h，得萃取物，分离，得毛油，毛油再依次通过阴离子

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离子交换处理，得一级纯化油，一级纯化油再经过精馏

柱，压力为10-12Mpa，温度梯度为30-55℃，分离釜压力为4-5MPa，温度为30-35℃，得到亚麻

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

10.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称量：按照配方比例，准确称取原材料，备用；

(2)制备：在搅拌釜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将温度升到50℃-60℃，加入月桂醇聚醚

硫酸酯钠、聚乙二醇双硬脂酸酯，搅拌至完全溶解，加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加入余量去离子水，并将温度降至40℃以下，依次加入护色剂、

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败酱草提取物、亚麻籽饼脂肪酸、助溶剂、增白剂、酶制剂，搅拌至完

全溶解，过滤并灌装，即制备得到抗菌环保洗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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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日用化学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皂、洗衣粉作为传统的织物洗涤清洁用品已使用数十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

谓举足轻重，历史价值无可非议，但肥皂在洗涤过程中需要搓擦、机洗则无法使用，洗衣粉

在洗涤过种中需要先用水浸泡溶解，给人们洗涤过程带来了额外的麻烦，同时一些传统的

肥皂、洗衣粉中均为块状和粉状固体，其成型过程中需要添加大量的固体填充剂，这些填充

剂大多则是起一个成型作用，其对洗涤效果本身毫无意义，增加了成本还大量浪费了物质

资源，且大多填充剂均为含磷的矿物质对人类赖依生存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与现代人们

追求的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不合节拍。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及其制备方

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0006]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3-20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0-15份、护色剂1-3份、

茶树精油0.5-1份、天竺葵精油0.2-0.6份、败酱草提取物1-3份、金银花提取物0.2-0.6份、

蒲公英提取物0.2-0.6份、亚麻籽饼脂肪酸3-7份、助溶剂15-22份、酶制剂8-13份、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3-6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2-4份、增白剂2-4份、去离子水50-75份。

[0007]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0008]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6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3份、护色剂2份、茶树精油

0.8份、天竺葵精油0.4份、败酱草提取物2份、金银花提取物0.4份、蒲公英提取物0.4份、亚

麻籽饼脂肪酸5份、助溶剂18份、酶制剂11份、非离子表面活性剂5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3

份、增白剂3份、去离子水62份。

[0009] 优选地，护色剂选用聚4-乙烯基吡啶氮氧化物，护色剂的理化特性如下：氧化程度

≥90％，活性成分33％-37％，加纳德(即Gardn)色度6-13，粘度40cps-80cps，pH值4.0-5.0。

[0010] 优选地，所述的助溶剂由十三醇丙烯酸、聚乙氧基脂肪醇、二甲基甲醇和烟酰胺按

照质量比1:1-5:1-5:4-6混合而成。

[0011] 优选地，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烷基糖苷、直链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异构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环氧丙烷嵌段共聚物的缩合物中的至少一种。

[0012] 优选地，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脂

肪醇聚氧乙烯醚羧酸钠、乙氧基化脂肪酸磺酸盐、二异辛基琥珀酸酯磺酸钠或者仲烷基磺

酸钠中的一种或者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0013] 优选地，所述酶制剂包括淀粉酶、纤维素酶、甘露聚糖酶、脂肪酶、果胶酶中的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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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0014] 优选地，所述败酱草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15] 将败酱草晒干后用超微粉碎机粉碎至50-100目得到败酱草粉，将败酱草粉于75-

85℃条件下用浓度为70％乙醇溶液热回流提取3-6次，浓度为70％乙醇溶液的用量为败酱

草粉重量的5-10倍，之后将每次提取的滤液合并，过滤，弃残渣，将滤液于55℃和压力为

0.1MPa的条件下进行减压浓缩，乙醇回收，得败酱草提取物、

[0016] 优选地，所述金银花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17] (1)取干燥金银花，粉碎至50-100目得到金银花粉，用含水乙醇提取1-3次，提取后

向提取液中加入抗氧化保护剂，混匀，减压回收乙醇，干燥，粉碎，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

[0018] (2)将步骤(1)所得滤渣，加15-20倍水煎煮提取1-3次，每次1-3h，滤过，所得滤液

经减压浓缩，干燥，粉碎，得水提浸膏粉；

[0019] (3)将步骤(1)所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与步骤(2)所得水提浸膏粉混匀，得金银花

提取物。

[0020] 蒲公英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与金银花提取物相同。

[0021] 优选地，所述增白剂为二苯乙烯磺酸衍生物增白剂。

[0022] 优选地，所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的制备方法如下：将压榨亚麻籽油剩的

亚麻籽粕经粉碎至30-50目细度，再装入萃取釜中，将萃取介质二氧化碳经流量计计量后进

入萃取釜，萃取温度为25-45℃，萃取时间为90-150min，萃取压力为20-30MPa，二氧化碳流

量为50-80kg/h，得萃取物，分离，得毛油，毛油再依次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

脂，进行离子交换处理，得一级纯化油，一级纯化油再经过精馏柱，压力为10-12Mpa，温度梯

度为30-55℃，分离釜压力为4-5MPa，温度为30-35℃，得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

[0023]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称量：按照配方比例，准确称取原材料，备用；

[0025] (2)制备：在搅拌釜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将温度升到50℃-60℃，加入月桂醇

聚醚硫酸酯钠、聚乙二醇双硬脂酸酯，搅拌至完全溶解，加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加入余量去离子水，并将温度降至40℃以下，依次加入护

色剂、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败酱草提取物、亚麻籽饼脂肪酸、助溶剂、增白剂、酶制剂，搅

拌至完全溶解，过滤并灌装，即制备得到抗菌环保洗衣液。

[002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的洗衣液具有不含磷、去污能力强、对织物无损伤、具有柔顺、低残留、

环保等优点；低泡易漂洗，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顽固污渍；深层洁净，使洗过的衣物更洁白

更鲜艳。

[0028] (2)在洗衣液中添加天然的杀菌成分，败酱草、金银花和蒲公英具有广谱的抗菌作

用，同时，不仅能更好地发挥各活性成分的功效，还能协同作用，使得功效加倍，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志贺氏痢疾杆菌、肺炎双球菌等都有抑制作用，能有效地杀死

洗衣机内和衣服上的细菌，易于冲洗，不会刺激皮肤。败酱草提取物中含挥发油，主要为败

酱烯、异败酱烯，另含黄花败酱皂苷A、黄花败酱皂苷B、黄花败酱皂苷C、黄花败酱皂苷D、黄

花败酱皂苷E、黄花败酱皂苷F、黄花败酱皂苷G以及齐墩果酸等。还含白花败酱苷、常春藤皂

苷元、β-谷固醇-β-D-葡萄糖苷、败酱皂苷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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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3)本发明配方中加入了亚麻籽粕脂肪酸，作为植物表面活性剂的主要原料之一，

不仅能够充分利用亚麻籽粕，提高其利用价值，降低环境污染和废物排放，同时还有效的提

高植物表面活性剂的去污能力和降低其在衣物上的残留量。

[0030] (4)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的加入，不仅味道清新，令头脑清新、恢复活力，同时还

具有抗菌抑菌的作用，避免传统化学杀菌剂对衣物的损伤。添加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于洗

衣液中，也可以使清洗后的衣服具有天然的香味。

[0031] (5)本发明的抗菌环保洗衣液，制备简单易操作，各项指标符合衣料洗涤剂《衣料

用液体洗涤剂》Q/BT  1224-2012中的要求，低浓度可快速溶解，易漂洗，抗稀释能力强，具备

抗菌，柔顺、漂白、去污力强等多重功效，能够深层洁净被洗物，该洗衣液配方中不添加香

精，香味自然，PH值在7-9，对皮肤伤害小。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洗衣液泡沫高度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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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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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0036]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3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0份、护色剂1份、茶树精油

0.5份、天竺葵精油0.2份、败酱草提取物1份、金银花提取物0.2份、蒲公英提取物0.2份、亚

麻籽饼脂肪酸3份、助溶剂15份、酶制剂8份、非离子表面活性剂3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2份、

增白剂2份、去离子水50份。

[0037] 进一步的，护色剂选用聚4-乙烯基吡啶氮氧化物，护色剂的理化特性如下：氧化程

度≥90％，活性成分33％-37％，加纳德(即Gardn)色度6-13，粘度40cps-80cps，pH值4.0-

5.0。

[0038] 所述的助溶剂由十三醇丙烯酸、聚乙氧基脂肪醇、二甲基甲醇和烟酰胺按照质量

比1:1:1:4混合而成。

[0039] 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烷基糖苷、直链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异构脂肪醇聚氧乙

烯醚按照质量比4:1:1混合而成。

[0040] 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羧酸钠按照质量比1:2:5的混合物。

[0041] 所述酶制剂为淀粉酶、纤维素酶、甘露聚糖酶按照质量比3:2:1混合而成。

[0042] 进一步的，所述败酱草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43] 将败酱草晒干后用超微粉碎机粉碎至50-100目得到败酱草粉，将败酱草粉于75℃

条件下用浓度为70％乙醇溶液热回流提取3次，浓度为70％乙醇溶液的用量为败酱草粉重

量的5倍，之后将每次提取的滤液合并，过滤，弃残渣，将滤液于55℃和压力为0.1MPa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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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减压浓缩，乙醇回收，得败酱草提取物。

[0044] 进一步的，所述金银花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45] (1)取干燥金银花，粉碎至50目得到金银花粉，用含水乙醇提取1次，提取后向提取

液中加入抗氧化保护剂，混匀，减压回收乙醇，干燥，粉碎，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

[0046] (2)将步骤(1)所得滤渣，加15倍水煎煮提取1次，每次1h，滤过，所得滤液经减压浓

缩，干燥，粉碎，得水提浸膏粉；

[0047] (3)将步骤(1)所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与步骤(2)所得水提浸膏粉混匀，得金银花

提取物。

[0048] 蒲公英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与金银花提取物相同。

[0049] 优选地，所述增白剂为二苯乙烯磺酸衍生物增白剂。

[0050] 进一步的，所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的制备方法如下：将压榨亚麻籽油剩

的亚麻籽粕经粉碎至30目细度，再装入萃取釜中，将萃取介质二氧化碳经流量计计量后进

入萃取釜，萃取温度为25℃，萃取时间为90min，萃取压力为20MPa，二氧化碳流量为50kg/h，

得萃取物，分离，得毛油，毛油再依次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离子交

换处理，得一级纯化油，一级纯化油再经过精馏柱，压力为10Mpa，温度梯度为30℃，分离釜

压力为4MPa，温度为30℃，得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

[0051]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2] (1)称量：按照配方比例，准确称取原材料，备用；

[0053] (2)制备：在搅拌釜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将温度升到50℃-60℃，加入月桂醇

聚醚硫酸酯钠、聚乙二醇双硬脂酸酯，搅拌至完全溶解，加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加入余量去离子水，并将温度降至40℃以下，依次加入护

色剂、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败酱草提取物、亚麻籽饼脂肪酸、助溶剂、增白剂、酶制剂，搅

拌至完全溶解，过滤并灌装，即制备得到菌环保洗衣液。

[0054] 实施例2

[0055]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0056]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20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5份、护色剂3份、茶树精油1

份、天竺葵精油0.6份、败酱草提取物3份、金银花提取物0.6份、蒲公英提取物0.6份、亚麻籽

饼脂肪酸7份、助溶剂22份、酶制剂13份、非离子表面活性剂6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4份、增

白剂4份、去离子水75份。

[0057] 进一步的，护色剂选用聚4-乙烯基吡啶氮氧化物，护色剂的理化特性如下：氧化程

度≥90％，活性成分33％-37％，加纳德(即Gardn)色度6-13，粘度40cps-80cps，pH值4.0-

5.0。

[0058] 所述的助溶剂由十三醇丙烯酸、聚乙氧基脂肪醇、二甲基甲醇和烟酰胺按照质量

比1:5:5:6混合而成。

[0059] 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异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环氧丙烷嵌段共聚物按照质量

比1:1混合而成。

[0060] 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乙氧基化脂肪酸磺酸盐、二异辛基琥珀酸酯磺酸钠和仲

烷基磺酸钠按照质量比3:2:1混合而成。

[0061] 进一步的，所述酶制剂为脂肪酶、果胶酶按照质量比2:5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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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进一步的，所述败酱草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63] 将败酱草晒干后用超微粉碎机粉碎至100目得到败酱草粉，将败酱草粉于85℃条

件下用浓度为70％乙醇溶液热回流提取6次，浓度为70％乙醇溶液的用量为败酱草粉重量

的10倍，之后将每次提取的滤液合并，过滤，弃残渣，将滤液于55℃和压力为0.1MPa的条件

下进行减压浓缩，乙醇回收，得败酱草提取物。

[0064] 进一步的，所述金银花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65] (1)取干燥金银花，粉碎至100目得到金银花粉，用含水乙醇提取3次，提取后向提

取液中加入抗氧化保护剂，混匀，减压回收乙醇，干燥，粉碎，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

[0066] (2)将步骤(1)所得滤渣，加20倍水煎煮提取3次，每次3h，滤过，所得滤液经减压浓

缩，干燥，粉碎，得水提浸膏粉；

[0067] (3)将步骤(1)所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与步骤(2)所得水提浸膏粉混匀，得金银花

提取物。。

[0068] 蒲公英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与金银花提取物相同。

[0069] 优选地，所述增白剂为二苯乙烯磺酸衍生物增白剂。

[0070] 进一步的，所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的制备方法如下：将压榨亚麻籽油剩

的亚麻籽粕经粉碎至50目细度，再装入萃取釜中，将萃取介质二氧化碳经流量计计量后进

入萃取釜，萃取温度为45℃，萃取时间为150min，萃取压力为30MPa，二氧化碳流量为80kg/

h，得萃取物，分离，得毛油，毛油再依次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离子

交换处理，得一级纯化油，一级纯化油再经过精馏柱，压力为12Mpa，温度梯度为55℃，分离

釜压力为5MPa，温度为35℃，得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

[0071]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2] (1)称量：按照配方比例，准确称取原材料，备用；

[0073] (2)制备：在搅拌釜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将温度升到60℃，加入月桂醇聚醚

硫酸酯钠、聚乙二醇双硬脂酸酯，搅拌至完全溶解，加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加入余量去离子水，并将温度降至40℃以下，依次加入护色剂、

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败酱草提取物、亚麻籽饼脂肪酸、助溶剂、增白剂、酶制剂，搅拌至完

全溶解，过滤并灌装，即制备得到菌环保洗衣液。

[0074] 实施例3

[0075]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按重量份数包括如下组分：

[0076]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16份、聚乙二醇6000双硬脂酸酯13份、护色剂2份、茶树精油

0.8份、天竺葵精油0.4份、败酱草提取物2份、金银花提取物0.4份、蒲公英提取物0.4份、亚

麻籽饼脂肪酸5份、助溶剂18份、酶制剂11份、非离子表面活性剂5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3

份、增白剂3份、去离子水62份。

[0077] 护色剂选用聚4-乙烯基吡啶氮氧化物，护色剂的理化特性如下：氧化程度≥90％，

活性成分33％-37％，加纳德(即Gardn)色度6-13，粘度40cps-80cps，pH值4.0-5.0。

[0078] 所述的助溶剂由十三醇丙烯酸、聚乙氧基脂肪醇、二甲基甲醇和烟酰胺按照质量

比1:3:2:5混合而成。

[0079] 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烷基糖苷、异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环氧丙烷嵌段共聚

物按照质量比1:1:3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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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羧酸钠、二仲烷基

磺酸钠按照质量比2:2:5混合的混合物。

[0081] 所述酶制剂包括淀粉酶、甘露聚糖酶、果胶酶按照质量比1:1:1混合而成。

[0082] 所述败酱草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83] 将败酱草晒干后用超微粉碎机粉碎至80目得到败酱草粉，将败酱草粉于80℃条件

下用浓度为70％乙醇溶液热回流提取5次，浓度为70％乙醇溶液的用量为败酱草粉重量的5

倍，之后将每次提取的滤液合并，过滤，弃残渣，将滤液于55℃和压力为0.1MPa的条件下进

行减压浓缩，乙醇回收，得败酱草提取物。

[0084] 所述金银花提取物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85] (1)取干燥金银花，粉碎至80目得到金银花粉，用含水乙醇提取2次，提取后向提取

液中加入抗氧化保护剂，混匀，减压回收乙醇，干燥，粉碎，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

[0086] (2)将步骤(1)所得滤渣，加18倍水煎煮提取2次，每次2h，滤过，所得滤液经减压浓

缩，干燥，粉碎，得水提浸膏粉；

[0087] (3)将步骤(1)所得金银花醇提浸膏粉与步骤(2)所得水提浸膏粉混匀，得金银花

提取物。

[0088] 蒲公英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与金银花提取物相同。

[0089] 优选地，所述增白剂为二苯乙烯磺酸衍生物增白剂。

[0090] 进一步的，所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的制备方法如下：将压榨亚麻籽油剩

的亚麻籽粕经粉碎至40目细度，再装入萃取釜中，将萃取介质二氧化碳经流量计计量后进

入萃取釜，萃取温度为35℃，萃取时间为120min，萃取压力为25MPa，二氧化碳流量为65kg/

h，得萃取物，分离，得毛油，毛油再依次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离子

交换处理，得一级纯化油，一级纯化油再经过精馏柱，压力为11Mpa，温度梯度为42℃，分离

釜压力为4MPa，温度为33℃，得到亚麻籽粕超临界提取脂肪酸。

[0091] 一种抗菌环保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92] (1)称量：按照配方比例，准确称取原材料，备用；

[0093] (2)制备：在搅拌釜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将温度升到55℃，加入月桂醇聚醚

硫酸酯钠、聚乙二醇双硬脂酸酯，搅拌至完全溶解，加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加入余量去离子水，并将温度降至40℃以下，依次加入护色剂、

茶树精油、天竺葵精油、败酱草提取物、亚麻籽饼脂肪酸、助溶剂、增白剂、酶制剂，搅拌至完

全溶解，过滤并灌装，即制备得到菌环保洗衣液。

[0094] 试验例1.去污力测试

[0095] 抗菌环保洗衣液样品的去污力测试参照GB/T13174-2008《衣料用洗涤剂去污力及

循环洗涤性能的测定》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实施例1-3制得的洗衣液以及市售碧浪洗衣液

作为对比例对炭黑油污布、蛋白污布、皮脂污布和食用油污布去污值与标准洗衣液去污值

的比值如表1所示。

[0096] 表1洗衣液去污能力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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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0099] 表1的数据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的抗菌环保洗衣液相比市售碧浪洗衣液具

有更强的去污力，其中实施例3制备的抗菌环保洗衣液去污效果最好。

[0100] 试验例2.抗菌性能测试

[0101] 抗菌环保洗衣液样品的抗菌能力测试参照QB/T2738-2012《日化产品抗菌和抑菌

效果的评价方法》进行，作用浓度1:100，作用时间20分钟，实验结果表明，实施例1-3制得的

洗衣液及市售碧浪洗衣液作为对比例对大肠杆菌ATCC25922和金黄色葡萄糖菌ATCC6538的

杀菌率如表2所示。

[0102] 表2本发明抗菌环保洗衣液的杀菌效果

[0103]

[0104] 表2的数据表明，当稀释比为1:100时，对于金属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实施例1-3

制得的洗衣液杀菌率均能达到99％以上，说明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的抗菌环保洗衣液具

有较强的抑菌效果，其中实施例3制备的抗菌环保洗衣液抑菌效果最好。

[0105] 试验例3.热稳定性能测试

[0106] 分别量取实施例1-3制得的洗衣液以及市售碧浪洗衣液作为对比例不少于100ml

的试样各两组，分别置于250ml的无色具塞广口玻璃瓶中，一份于(40±2)℃的保温箱中放

置24h，取出恢复至室温后观察洗衣液是否浑浊、是否分层；另一份于(-5±2)℃的冰箱中放

置24h，取出恢复至室温后观察洗衣液是否浑浊、是否分层。

[0107] 表3本发明抗菌环保洗衣液的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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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0109] 由表3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的抗菌环保洗衣液在40℃和-5℃温度下，

稳定性良好，说明洗衣液耐寒耐热性能较好。

[0110] 实验例4.外观和气味

[0111] 分别量取实施例1-3制得的洗衣液以及市售碧浪洗衣液作为对比例样品不少于

200ml的试样，置于干净的无色具塞广口瓶中，在非直射光条件下进行观察；各取适量试样

于无色具广口瓶中用嗅觉进行鉴别。

[0112] 表4洗衣液外观和气味

[0113]

组别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

外观 均匀液 均匀液 均匀液 沉淀

气味 无异味 无异味 无异味 异味

[0114] 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的抗菌环保洗衣液样品都不分层，无明显悬浮物或沉淀，是

无机械杂质的均匀液体。且无异味，符合洗衣液感官指标的标准。

[0115] 实验例5.起泡性能测试

[0116] 按照GB7462，用2 .5mmol/Ca2+硬水配制样品的0 .25％溶液进行测定。所用的

2.5mmol/Ca2+硬度水按照QB/T1325进行配制。样品包括实施例1-3制得的洗衣液以及市售碧

浪洗衣液作为对比例，分别测试初始泡沫高度、10min以后泡沫高度，以及20min以后泡沫高

度。

[0117] 表5泡沫测试效果

[0118]

组别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

0/mm 103 105 98 128

10min/mm 100 102 96 104

20min/mm 96 97 94 82

[0119] 从表5以及附图1可明显看出，实施例1-3样品的发泡性能有小幅度减小趋势，总体

上相差不大，实施例3样品发泡性能稍微好。实施例1-3样品样品的的泡沫高度都低于

135mm，小于标准洗衣液泡沫动态高度，符合洗衣液的发展趋势。

[0120]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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