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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

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

解决现有化学除臭技术不环保且植物型除臭剂

的除臭性能不佳的问题。本发明由木醋液、乙醇、

硫酸铜或柠檬酸铁、表面活性剂、植物精油和去

离子水组成，所述木醋液的重量份数为50～80

份；所述乙醇的重量份数为5～10份；所述硫酸铜

或柠檬酸铁的重量份数为1～5份；所述表面活性

剂为聚山梨脂80、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或十二

烷基二甲基苄基溴化铵中的其中一种，其重量份

数为0.1～2份；所述植物精油为艾叶精油或玫瑰

精油，其重量份数为0.01～0.1份；所述去离子水

的重量份数为0～50份。本发明的主要原料为由

小麦秸秆或艾草进行低温炭化后所得的木醋液，

对人、畜均无害，绿色环保且除臭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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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由木醋液、乙醇、硫酸铜或柠檬酸铁、1，3-丁二

醇或丙三醇、表面活性剂、植物精油和去离子水组成，

所述木醋液的重量份数为50～80份；

所述乙醇的重量份数为5～10份；

所述硫酸铜或柠檬酸铁的重量份数为1～5份；

所述1，3-丁二醇或丙三醇重量份数为1～5份

所述表面活性剂为聚山梨脂80、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或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溴化铵

中的其中一种，其重量份数为0.1～2份；

所述植物精油为艾叶精油或玫瑰精油，其重量份数为0.01～0.1份；

所述去离子水的重量份数为0～50份。

2.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1)小麦秸秆或艾草低温炭化制得木醋液；

2)将艾草精油或玫瑰精油加入乙醇中，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混合；

3)将硫酸铜或柠檬酸铁、乙醇、1，3-丁二醇或丙三醇中的其中一种、所述表面活性剂及

去离子水加入木醋液中，常温下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溶解；

4)将步骤2)所得的溶液加入步骤3)所得的溶液中，以1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10min

使其混合均匀，得到所述除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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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是涉及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

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农业经济不停的高速发展的带来的食品污染，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养殖场中的有害气体来源于有机物的分解，像垫草、尿等排泄物。它们

主要归属于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挥发性脂肪酸和类等。由于这些气体常混合在一起，

所以很难区分出养殖场的气味到底与那种特定的气体有关。导致养殖场空气污染和气味的

主要气体一般为氨气(NH3)和硫化氢(H2S)。硫化氢气体有剧毒，恶臭，可以使人、畜中毒甚至

死亡。氨气强烈刺激人、畜的视觉器官，使人、畜中毒或窒息，威胁人、畜的身体健康。

[0003] 传统依靠物理吸附和香味掩盖等除臭剂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臭味分子的存在，臭

味实际上依然存在，所以除臭效果并不理想，化学除臭依靠二氧化氯、对二氯苯等化学品除

臭，虽然除臭效果相对较好，往往引起二次污染，但其对人的刺激性较大，也不讨人喜欢。因

此，研究开发环保且对人畜无害的新型除臭剂是当前空气质量控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难

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解决现有化学除臭技术不环保且植物型除臭剂的除臭性

能不佳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具体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由木醋液、乙醇、硫酸铜或柠檬酸铁、1，3-丁

二醇或丙三醇、表面活性剂、植物精油和去离子水组成，

[0007] 所述木醋液的重量份数为50～80份；

[0008] 所述乙醇的重量份数为5～10份；

[0009] 所述硫酸铜或柠檬酸铁的重量份数为1～5份；

[0010] 所述1，3-丁二醇或丙三醇的重量份数为1～5份

[0011] 所述表面活性剂为聚山梨脂80、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或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溴

化铵中的其中一种，其重量份数为0.1～2份；

[0012] 所述植物精油为艾叶精油或玫瑰精油，其重量份数为0.01～0.1份；

[0013] 所述去离子水的重量份数为0～50份。

[0014] 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15] 1)小麦秸秆或艾草低温炭化制得木醋液；

[0016] 2)将艾草精油或玫瑰精油加入乙醇中，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混合；

[0017] 3)将硫酸铜或柠檬酸铁、乙醇、1，3-丁二醇或丙三醇中的其中一种、所述表面活性

剂及去离子水加入木醋液中，常温下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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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4)将步骤2)所得的溶液加入步骤3)所得的溶液中，以1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

10min使其混合均匀。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0] 1.本发明的主要原料为由小麦秸秆或艾草进行低温炭化后所得的木醋液，制得的

除臭剂以天然植物萃取液或者天然植物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对人体和动物是无害

的、无毒的，对土壤、植物均无损害，且无燃烧性和爆炸性，使用安全。

[0021] 2.除臭剂中木醋液、硫酸铜或柠檬酸铁作为除臭的有效成分，反应方程式为HAc+

NH3＝NH4Ac，CuSO4+H2S＝CuS，且木醋液中的酚类可与NH3发生反应；另外，表面活性剂配合木

醋液和硫酸铜等起到杀菌和臭气消除作用；玫瑰精油或艾草精油可起到增香的作用；乙醇、

1，3-丁二醇或丙三醇可作为溶解植物精油的溶剂。

[0022] 3.根据实验数据得，本发明对硫化氢的去除率为85％～90％，对氨气的去除率为

90％～96％，对比于现有的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其对硫化氢的去除率和对氨气

的去除率均在80％以下，由此可知本发明的周期净化效果提升十分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详细描述。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

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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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除臭剂各组分的

投料量比为：

[0026] 小麦秸秆木醋液:乙醇:1,3-丁二醇:硫酸铜:聚山梨脂80:艾叶精油:去离子水＝

50:10:5:5:0.1:0.02:30。

[0027] 制备过程为：

[0028] 1)小麦秸秆低温炭化制得50份木醋液；

[0029] 2)取0.02份艾草精油和10份乙醇，艾草精油加入到乙醇中后超声波搅拌30min使

其混合均匀；

[0030] 3)取5份硫酸铜、5份1，3-丁二醇、0.1份聚山梨脂80及30份去离子水加入木醋液

中，常温下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31] 4)将步骤2)所得的溶液加入步骤3)所得的溶液中，以1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

10min使其混合均匀，得到所述除臭剂。

[0032] 实施例2

[003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除臭剂各组分的

投料量比为：

[0034] 小麦秸秆木醋液:乙醇:1,3-丁二醇:柠檬酸铁: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溴化铵:艾叶

精油:去离子水＝60:10:2:5:0.5:0.05:30。

[0035] 制备过程为：

[0036] 1)小麦秸秆低温炭化制得50份木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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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2)取0.05份艾草精油和10份乙醇，艾草精油加入到乙醇中后超声波搅拌30min使

其混合均匀；

[0038] 3)取5份柠檬酸铁、2份1，3-丁二醇、0.5份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溴化铵及30份去离

子水加入木醋液中，常温下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39] 4)将步骤2)所得的溶液加入步骤3)所得的溶液中，以1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

10min使其混合均匀，得到所述除臭剂。

[0040] 实施例3

[004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除臭剂各组分的

投料量比为：

[0042] 小麦秸秆木醋液:乙醇:丙三醇:硫酸铜: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艾叶精油:去离

子水＝80:5:2:5:0.2:0.02:10。

[0043] 制备过程为：

[0044] 1)小麦秸秆低温炭化制得80份木醋液；

[0045] 2)取0.02份艾草精油和5份乙醇，艾草精油加入到乙醇中后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

混合均匀；

[0046] 3)取5份硫酸铜、2份丙三醇、0.2份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及10份去离子水加入木

醋液中，常温下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47] 4)将步骤2)所得的溶液加入步骤3)所得的溶液中，以1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

10min使其混合均匀，得到所述除臭剂。

[0048] 实施例4

[004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养殖场用的植物型空气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除臭剂各组分的

投料量比为：

[0050] 小麦秸秆木醋液:乙醇:丙三醇:柠檬酸铁: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溴化铵:玫瑰精

油:去离子水＝80:10:5:5:0.8:0.05:30。

[0051] 制备过程为：

[0052] 1)小麦秸秆低温炭化制得80份木醋液；

[0053] 2)取0.05份玫瑰精油和10份乙醇，玫瑰精油加入到乙醇中后超声波搅拌30min使

其混合均匀；

[0054] 3)取5份柠檬酸铁、5份丙三醇、0.8份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溴化铵及30份去离子水

加入木醋液中，常温下超声波搅拌3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55] 4)将步骤2)所得的溶液加入步骤3)所得的溶液中，以100r/min的速度机械搅拌

10min使其混合均匀，得到所述除臭剂。

[0056] 对比例1

[0057] 现有的除臭剂制备过程如下：

[0058] 1)取废弃枣核在130℃下的高温热解蒸馏，产生的气体冷凝后在沉淀制得木醋液；

[0059] 2)收集主要以食物为主的餐厨废弃物30kg，加入黑糖10kg和水100kg，发酵3个月

以上，过滤的到的棕色液体，制得环保酵素；

[0060] 3)先将玫瑰花瓣与清水混合(质量比为1:4)，在2.5Mpa的压力，温度为50℃时，进

行水蒸气蒸馏2.5小时，得到油水混合物。进行油水分离；经置分层后得到玫瑰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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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取50份木醋液，按质量比1:1用水稀释后在搅拌状态下，加入用水稀释后的环保酵

素，环保酵素和水的质量比为1:2，与木醋液充分混合后，沉淀24小时，再注入植物提取液，

混合均匀得到除臭剂。

[0062] 将实施例1～4中不同投料比所制得的除臭剂，再根据现有技术制得除臭剂对比

例，把不同的除臭剂喷洒到密封发酵5～7天的鸡粪上，其中除臭剂的质量是鸡粪质量的

10％，收集不同除臭剂使用前后空气中的硫化氢气体和氨气数据，制得表1。

[0063] 表1

[0064]

  除臭剂用量 硫化氢去除率 氨气去除率

实施例1 10％ 85％ 96％

实施例2 10％ 90％ 95％

实施例3 10％ 88％ 93％

实施例4 10％ 87％ 91％

对比例1 10％ 80％ 40％

[0065] 结论：

[0066] 由表1可得，实施例1～4中的除臭剂私用后空气中的硫化氢去除率达到85％以上，

氨气的去除率达到90％以上，对比现有植物型空气除臭剂的臭气净化效果，本发明对养殖

场内的臭气净化作用显著。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凡是运用本发明的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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