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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织物用除螨除异味平滑

剂，包括40%的组份A和60%的组分B；所述组分A包

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40-

60份，氨基硅油10-20份，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

20-30份，二甲基硅油5-8份，含氢硅油5-10份，1-

5份的聚乙二醇200，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

醚10-15份和冰乙酸1-5份；所述组分B为水；本发

明还公开了平滑剂的制备方法，具有简单，已操

作的优点；本发明的平滑剂不仅使织物更加柔软

舒适，而且具有除螨、除虫、除异味的功效；此外，

还具有抗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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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织物用除螨除异味平滑剂，其特征在于：包括40％的组份A和60％的组分B；所述

组分A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40-60份，氨基硅油10-20份，异构十三

醇聚氧乙烯醚20-30份，二甲基硅油5-8份，含氢硅油5-10份，1-5份的聚乙二醇200，支链化

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0-15份、冰乙酸1-5份和无机纳米材料1-5份；所述组分B为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分A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二羟

基聚二甲基硅烷45-55份，氨基硅油10-15份，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0-25份，二甲基硅油

6-7份，含氢硅油7-8份，2-4份的聚乙二醇200，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2-13份和冰乙

酸2-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纳米材料为纳米二氧化钛、纳

米氧化锌、纳米硝酸银、纳米载锌离子沸石和纳米载银离子沸石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平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纳米材料粒径为150目。

5.一种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平滑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加入所述重量份的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搅拌混

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所述重量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氨基硅油、二甲基

硅油、含氢硅油、聚乙二醇200和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0-50℃，持续搅拌60-120min，得

到混合液B；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在45-50℃下，加入所述重量份的无机纳米材料，搅拌30-60min，

得到混合液C；

(4)向上述混合液C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3-5％重量的水；40-50℃下，搅拌100-

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平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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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用除螨除异味平滑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织物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织物用除螨除异味平滑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平滑剂是一种用于纺织工业中的纺织添加剂，为灰白色均质半透明液体，能

使纺织品变得柔软、平滑、光亮；是新一代高档纺织品的柔软整理剂；能赋予织物卓越的柔

软、平滑效果；适用於各种纤维的制成品。

[0003] 现有技术中，织物用平滑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使织物柔软、平滑的作用，

但因为颗粒较大而使其分层，漂浮，容易粘缸；并且稳定性偏低，硅油乳液容易破乳漂油，在

面料上形成难以去除的硅油斑点，对织物的正常使用及性能造成影响；此外，目前平滑剂的

除螨除异味作用弱或无除虫功能，抗菌性能不足，影响织物的性能及使用者的健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而提供织物用除螨除异味平滑

剂及其制备方法，操作工艺简单，所得的平滑剂不仅具有颗粒细小均匀，稳定性好的优点；

而且具有除螨除异味及除虫的作用，并使织物具有抗菌的性能，易于推广使用。

[0005] 织物用除螨除异味平滑剂，包括重量百分数为40%的组份A和60%的组分B；所述组

分A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40-60份，氨基硅油10-20份，异构十三醇

聚氧乙烯醚20-30份，二甲基硅油5-8份，含氢硅油5-10份，1-5份的聚乙二醇200，支链化异

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0-15份和冰乙酸1-5份；所述组分B为水。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组分A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二羟基聚二甲基硅

烷45-55份，氨基硅油10-15份，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0-25份，二甲基硅油6-7份，含氢硅

油7-8份，2-4份的聚乙二醇200，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2-13份和冰乙酸2-4份。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第一个技术方案中平滑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加入所述重量份的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充

分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09]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所述重量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氨基硅油、二

甲基硅油、含氢硅油、聚乙二醇200和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0-50℃，持续搅拌60-

120min，得到混合液B；

[0010]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3-5%重量的水；40-50℃下，搅拌100-

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平滑剂。

[0011] 本发明的目的还可以通过第二个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2] 在本发明第一个技术方案中，向所述组分A中加入1-5份的无机纳米材料，得到第

二个技术方案。所述无机纳米材料为纳米二氧化钛、纳米氧化锌、纳米硝酸银、纳米载锌离

子沸石和纳米载银离子沸石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无机纳米材料的粒径为15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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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第二个技术方案中平滑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加入所述重量份的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充

分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15]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所述重量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氨基硅油、二

甲基硅油、含氢硅油、聚乙二醇200和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0-50℃，持续搅拌60-

120min，得到混合液B；

[0016]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在45-50℃下，加入所述重量份的无机纳米材料，搅拌30-

60min，得到混合液C；

[0017] （4）向上述混合液C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3-5%重量的水；40-50℃下，搅拌100-

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平滑剂。

[0018] 本发明中的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选自不同的厂

家，其中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为1307系列。

[0019] 本发明的平滑剂，使织物具有优异的柔软性及平滑性；克服了传统平滑剂颗粒较

大易分层、漂浮，容易粘缸，稳定性偏低，而对织物的正常使用及性能造成影响的缺陷；具有

颗粒细小均匀，稳定性好的优点；而且具有除螨除异味及除虫的作用，并使织物具有抗菌的

性能，操作工艺简单，易于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0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0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23]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40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10份氨基

硅油、5份二甲基硅油、5份含氢硅油、1份聚乙二醇200和1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0℃，

持续搅拌60min，得到混合液B；

[0024]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4-7份的水，共加入138份的水；40℃

下，搅拌10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1的平滑剂。

[0025] 实施例2

[0026]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30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5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27]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60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20份氨基

硅油、8份二甲基硅油、10份含氢硅油、5份聚乙二醇200和5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50

℃，持续搅拌120min，得到混合液B；

[0028]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6-12份的水，共加入230份的水；50℃

下，搅拌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2的平滑剂。

[0029] 实施例3

[0030]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5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2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31]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45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10份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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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油、6份二甲基硅油、7份含氢硅油、2份聚乙二醇200和2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5℃，

持续搅拌80min，得到混合液B；

[0032]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4-9份的水，共加入164份的水；45℃

下，搅拌11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3的平滑剂。

[0033] 实施例4

[0034]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0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3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35]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55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15份氨基

硅油、7份二甲基硅油、8份含氢硅油、4份聚乙二醇200和4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8℃，

持续搅拌100min，得到混合液B；

[0036]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5-10份的水，共加入189份的水；48℃

下，搅拌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4的平滑剂。

[0037] 实施例5

[0038]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0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0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39]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40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10份氨基

硅油、5份二甲基硅油、5份含氢硅油、1份聚乙二醇200和1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0℃，

持续搅拌60min，得到混合液B；

[0040]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在45℃下，加入1份粒径为150目的纳米氧化锌，搅拌30min，

得到混合液C；

[0041] （4）向上述混合液C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4-7份的水，共加入140份的水；40℃

下，搅拌10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5的平滑剂。

[0042] 实施例6

[0043]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30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5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44]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60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20份氨基

硅油、8份二甲基硅油、10份含氢硅油、5份聚乙二醇200和5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50

℃，持续搅拌120min，得到混合液B；

[0045]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在50℃下，加入5份粒径为150目的纳米二氧化钛，搅拌

60min，得到混合液C；

[0046] （4）向上述混合液B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7-12份的水，共加入238份的水；50℃

下，搅拌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6的平滑剂。

[0047] 实施例7

[0048]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5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2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49]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45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10份氨基

硅油、6份二甲基硅油、7份含氢硅油、2份聚乙二醇200和2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5℃，

持续搅拌80min，得到混合液B；

[0050]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在46℃下，加入2份150目的纳米硝酸银，搅拌40min，得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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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液C；

[0051] （4）向上述混合液C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5-9份的水，共加入167份的水；45℃

下，搅拌11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7的平滑剂。

[0052] 实施例8

[0053] （1）加入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20份和支链化异构C13醇聚氧乙烯醚13份，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54] （2）向上述混合液A中，依次加入重量份为55份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烷、15份氨基

硅油、7份二甲基硅油、8份含氢硅油、4份聚乙二醇200和4份冰乙酸，搅拌均匀，升温至48℃，

持续搅拌100min，得到混合液B；

[0055] （3）向上述混合液B中，在48℃下，加入3份150目的纳米载银离子沸石，搅拌50min，

得到混合液C；

[0056] （4）向上述混合液C中，分次加入水，每次加入5-10份的水，共加入194份的水；48℃

下，搅拌120min，冷却，过滤，包装得到实施例8的平滑剂。

[0057] 将实施例1-8中的平滑剂用60℃的水稀释到30wt％；将织物在上述溶液中浸泡后，

干燥，得到的织物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58] 表1  使用实施例1-8平滑剂的织物性能测试结果

[0059]

[0060] 由表1的测试结果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8的平滑剂，使织物柔软性能好，褶皱少；

通过45℃下，保存6个月后的粘度测试结果证明，本发明的平滑剂稳定性能良好。

[0061] 采用GB／T24253-2009的测试方法及标准，采用驱避法对本发明实施例1-8的平滑

剂进行测试，具体测试结果见表2所示。

[0062] 表2 实施例1-8的平滑剂防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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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由表2测试结果可知，本发明中，无论有无添加无机纳米材料的平滑剂，均具有较

强的防螨效果，驱避率均达到94%以上；其中，实施例2-4及实施例6-8的防螨效果极强，驱避

率均达到95%以上，具有优良的防螨除虫功效。

[0065] 此外，本发明的平滑剂中加入了无机纳米材料，使其在防螨防虫除异味的同时，兼

具抗菌抑菌的效果；本发明的平滑剂，使织物具有优异的柔软性及平滑性，克服了传统平滑

剂颗粒较大易分层、漂浮，容易粘缸，稳定性偏低，而对织物的正常使用及性能造成影响的

缺陷；本发明平滑剂的制备方法，操作工艺简单，所得的平滑剂具有颗粒细小均匀，稳定性

好的优点，易于工业化生产。

[0066]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不应

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产生任何限制作用；应当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作

出的任何不具有创造力的修改或替换，均应当认为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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