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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

由下列重量分数比的成分制成：消泡剂0.2‑0.3

份、润湿剂0.5‑0.55份、防腐剂0.1‑0.5份、防霉

剂0.1‑0.5份、负离子原液15‑50份、水溶性树脂

5‑20份、叶绿体5‑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1.5‑2

份、渗透液1‑2份、余量为去离子水，所述负离子

原液包括硅藻10‑15份、艾草6‑10份、令箭荷花

10‑15份、植物纤维6‑8份、纳米海鸥石粉8‑12份、

海藻10‑15份。通过增加叶绿体及相关助剂，增强

光合作偶用，以此释放负离子，制造活性氧，有效

去除室内甲醛、甲苯等有害气体，消烟除尘，除臭

去异味，杀菌、抑菌，净化室内环境，显著提高室

内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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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其特征在于，由下列重量分数比的成分制成：消泡剂

0.2‑0.3份、润湿剂0.5‑0.55份、防腐剂0.1‑0.5份、防霉剂0.1‑0.5份、负离子原液15‑50份、

水溶性树脂5‑20份、叶绿体5‑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1.5‑2份、渗透液1‑2份、余量为去离子

水，所述负离子原液包括硅藻10‑15份、艾草6‑10份、令箭荷花10‑15份、植物纤维6‑8份、纳

米海鸥石粉8‑12份、海藻10‑1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原液还包括

古生物化石粉5‑15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光合菌培养液

0.4‑0.8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溶性树脂为丙烯

酸树脂。

5.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的制备方法，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释放负离子的生态

发生液，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0份、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鸥石粉8份、海藻10份

分别进行粉碎处理，同时将叶绿体5份混合入丙烯酸树脂10份中，收纳备用；

S2、将S1步骤中制备的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0份、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鸥石

粉8份、海藻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2份以及去离子水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r/min，搅

拌时间为30min；

S3、将叶绿体5份与丙烯酸树脂10份的混合液注入S2步骤制备的混合液中，再加入光合

菌培养液0.6份继续慢速搅拌，搅拌速度为1r/min，搅拌时间为60min；

S4、将古生物化石粉10份、消泡剂0.3份、润湿剂0.5份、防腐剂0.5份、防霉剂0.1份加入

S3步骤混合而成的溶液中，进行搅拌，搅拌速度为3r/min，搅拌时间为20min；

S5、将S4步骤中所得溶液进行过滤，得到最终发生液。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步骤

中，丙烯酸树脂与叶绿体混合时，进行均质30min，且加入酸碱平衡调节剂将pH值调节为

6.5‑7.5。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5步骤

中的过滤步骤采用2000目的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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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负离子发生液领域，特别是涉及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及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负离子发现与应用是人类在十九世纪的事，第一个国际学术会上证明负离子对人

体有功效的是德国物理学家菲利浦莱昂纳博士，他认为地球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有益的负

离子最多的地方是瀑布周围，一九三O年有学者发表了用空气负离子治疗疾病的论文，美国

也发表了负离子统计数据，21世纪大气中正离子与负离子比例为1.2：1现代社会发展已破

坏了自然界中离子的平衡,1930年美国DESSAVER,提出负离子会使人产生安宁的感觉、和改

善健康环境的见解。

[0003] 自然界空气负离子产生有三大机制：

[0004] 1、大气受紫外线，宇宙射线，放射物质，雷雨，风暴等因素的影响发生电离而产生

负离子。

[0005] 2、瀑布冲击，细浪推卷暴雨跌失等自然过程中水在重力作用下，高速流动，水分子

裂解而产生负离子。

[0006] 3、森林的树木，叶枝尖端放电及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光电效应，使空气电离

而产生的负离子。

[0007] 当人类确认负离子对人有功效作用时，为了改善环境促进健康，各种负离子发生

器大量被发明出来，主要采用两个途径，一种是利用高压电产生电离使空气产生负离子，另

一种利用天然矿物质，经科原加工而成，能释放负离子材料地球上很多，通常指能量石，有

各种矿石，海藻类海底石和含有蛋白的轻质页岩，利用此种材料采用高科技技术加工成细

粉体，与高分子材料相配全，可研究出很多产品，应用在纺织工业，塑料产品、纸制品等，形

成各种负离子功能产品，这些产品负离子释放数量每立方厘米可达1200——5000个，不亚

于人类在郊外，田野的自然环境中。

[0008] 综上所述负离子产生除了自然现象(如紫外线光合作用雷电等)，人类用自己的智

慧开发许多负离子产品，其原理基本是一致的，当空气和其它特定环境中存在能发射负离

子条件的地方就会使大气中(O2、N2、C02、S02、H20)中的电子e释放出来，它与C02、H20反应

如下：

[0009] H20+e←→02(H20)m

[0010] C02+e←→C04(H20)m

[0011] C04+(H20)2+H2←→02(H20)m+C02

[0012] 从而产生负离子。

[0013] 因此提出一种通过增强光合作用反应来提升负离子释放效果的负离子生态发生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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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由下

列重量分数比的成分制成：消泡剂0.2‑0.3份、润湿剂0.5‑0.55份、防腐剂0.1‑0.5份、防霉

剂0.1‑0 .5份、负离子原液15‑50份、水溶性树脂5‑20份、叶绿体5‑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

1.5‑2份、渗透液1‑2份、余量为去离子水，所述负离子原液包括硅藻10‑15份、艾草6‑10份、

令箭荷花10‑15份、植物纤维6‑8份、纳米海鸥石粉8‑12份、海藻10‑15份。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负离子原液还包括古生物化石粉5‑15份。

[0016] 进一步的，还包括光合菌培养液0.4‑0.8份。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水溶性树脂为丙烯酸树脂。

[0018] 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S1、将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0份、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鸥石粉8份、海藻

10份分别进行粉碎处理，同时将叶绿体5份混合入丙烯酸树脂10份中，收纳备用；

[0020] S2、将S1步骤中制备的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0份、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

鸥石粉8份、海藻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2份以及去离子水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r/

min，搅拌时间为30min；

[0021] S3、将叶绿体5份与丙烯酸树脂10份的混合液注入S2步骤制备的混合液中，继续慢

速搅拌，搅拌速度为1r/min，搅拌时间为60min；

[0022] S4、将消泡剂0.3份、润湿剂0.5份、防腐剂0.5份、防霉剂0.1份加入S3步骤混合而

成的溶液中，进行搅拌，搅拌速度为3r/min，搅拌时间为20min；

[0023] S5、将S4步骤中所得溶液进行过滤，得到最终发生液。

[0024] 进一步的，所述S1步骤中，丙烯酸树脂与叶绿体时，进行均质30min，且加入酸碱平

衡调节剂将PH值调节为6.5‑7.5。

[0025] 进一步的，所述S5步骤中的过滤步骤采用2000目的滤网。

[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通过添加叶绿体增强生态发生液的光合作用效果，以艾草、

令箭荷花、植物纤维等植物或植物提取物作为养料，供给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的损耗。以各

类助剂延长生态发生液的保存时间，待生态发生液耗光养料后，可通过更换生态发生液的

方式持续提供负离子释放。

[0027] 丙烯酸树脂是丙烯酸、甲基丙烯酸及其衍生物聚合物的总称。丙烯酸树脂涂料就

是以(甲基)丙烯酸酯、苯乙烯为主体，同其他丙烯酸酯共聚所得丙烯酸树脂制得的热塑性

或热固性树脂涂料，或丙烯酸辐射涂料。

[0028] 聚醋酸乙烯溶液新型复合白乳胶别称聚醋酸乙烯溶液，用于与木器、布、皮革等的

粘接。其制备方法为：第一步，在带搅拌器的反应釜中按玉米淀粉：水＝(10～12)：100调制

成淀粉液，边搅拌边加入双氧水及催化剂C1、升温至45～60℃。反应1～2h后，加入氢氧化钠

溶液，调节pH值为9～10，保温1h，使其充分糊化，然后加入硼砂溶液搅匀后待用。第二步，在

另一带搅拌器的反应釜中加入聚乙烯醇及水[聚乙烯醇：水＝(10～30)：100]，在搅拌下升

温至85～95℃，使聚乙烯醇全部溶解。保温30～40min。第三步，将上一步所得聚乙烯醇溶液

降温至80℃，加入盐酸，搅拌lO‑20min后加入甲醛，使酸性溶液进行醛化反应，然后保温搅

拌1～2h，加人适量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为7～8，继续搅拌10～30min备用。第四步，将乳

胶稳定剂K‑02加入适量水配制成10％溶液后备用。第五步，将硬脂酸放入一小型容器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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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下加热至全部溶化。然后慢慢滴加上一步制得的乳胶稳定剂，滴完后制得乳白色黏稠

液体。第六步，将上一步制得的物料在搅拌下慢慢加入第三步所得溶液中(温度保持在80℃

左右)。加完后充分搅拌30min，然后降温至30～40℃时，加入第一步制得的物料及尿素、复

合催于剂Ca‑01。充分搅拌30～40min后，即制得外观为乳白色，固含量为30％～40％，pH值

为5～6的复合白乳胶。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增加叶绿体及相关助剂，增强光合作偶用，以此释放负

离子，制造活性氧，有效去除室内甲醛、甲苯等有害气体，消烟除尘，除臭去异味，杀菌、抑

菌，净化室内环境，显著提高室内空气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由下列重量分数比的成分

制成：消泡剂0.2‑0.3份、润湿剂0.5‑0.55份、防腐剂0.1‑0.5份、防霉剂0.1‑0.5份、负离子

原液15‑50份、水溶性树脂5‑20份、叶绿体5‑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1.5‑2份、渗透液1‑2份、

余量为去离子水，所述负离子原液包括硅藻10‑15份、艾草6‑10份、令箭荷花10‑15份、植物

纤维6‑8份、纳米海鸥石粉8‑12份、海藻10‑15份。

[0031] 进一步的，所述负离子原液还包括古生物化石粉5‑15份。

[0032] 进一步的，还包括光合菌培养液0.4‑0.8份。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水溶性树脂为丙烯酸树脂。

[0034] 一种释放负离子的生态发生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S1、将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0份、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鸥石粉8份、海藻

10份分别进行粉碎处理，同时将叶绿体5份混合入丙烯酸树脂10份中，收纳备用；

[0036] S2、将S1步骤中制备的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0份、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

鸥石粉8份、海藻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2份以及去离子水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r/

min，搅拌时间为30min；

[0037] S3、将叶绿体5份与丙烯酸树脂10份的混合液注入S2步骤制备的混合液中，继续慢

速搅拌，搅拌速度为1r/min，搅拌时间为60min；

[0038] S4、将消泡剂0.3份、润湿剂0.5份、防腐剂0.5份、防霉剂0.1份加入S3步骤混合而

成的溶液中，进行搅拌，搅拌速度为3r/min，搅拌时间为20min；

[0039] S5、将S4步骤中所得溶液进行过滤，得到最终发生液。

[0040] 进一步的，所述S1步骤中，丙烯酸树脂与叶绿体时，进行均质30min，且加入酸碱平

衡调节剂将PH值调节为6.5‑7.5。

[0041] 进一步的，所述S5步骤中的过滤步骤采用2000目的滤网。

[0042] 实施例1：

[0043] 消泡剂0.2份、润湿剂0.5份、防腐剂0.1份、防霉剂0.1份、丙烯酸树脂5份、叶绿体5

份、聚醋酸乙烯溶液2份、渗透液2份、电气石粉末10份、硅藻15份、艾草6份、令箭荷花10份、

植物纤维6份、纳米海鸥石粉12份、海藻15份、生物化石粉5份、光合菌培养液0.4份、余量为

去离子水。

[0044] 实施例2：

[0045] 消泡剂0.2份、润湿剂0.5份、防腐剂0.5份、防霉剂0.5份、丙烯酸树脂20份、叶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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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2份、渗透液2份、电气石粉末5份、硅藻10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15

份、植物纤维8份、纳米海鸥石粉8份、海藻10份、生物化石粉10份、光合菌培养液0.6份、余量

为去离子水。

[0046] 实施例3：

[0047] 消泡剂0.3份、润湿剂0.55份、防腐剂0.5份、防霉剂0.5份、丙烯酸树脂20份、叶绿

体10份、聚醋酸乙烯溶液2份、渗透液2份、电气石粉末10份、硅藻15份、艾草10份、令箭荷花

15份、植物纤维8份、纳米海鸥石粉12份、海藻15份、生物化石粉15份、光合菌培养液0.8份、

余量为去离子水。

[004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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