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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及

其制备方法，涉及医用消毒的技术领域，该抗菌

除臭的成膜喷液包括如下组分：羟丙基纤维素、

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四臂聚乙二醇琥

珀酰亚胺碳酸酯、苯扎氯铵、三氯生、木糖醇、促

渗剂、芳香剂、保湿剂、防腐剂以及乙醇。该抗菌

除臭的成膜喷液能增强成膜的防水性，使用方便

且不易被溶解；该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不仅具有

较强的凝胶结合力和稳定性，还使得成膜具有较

强的机械强度和较好的柔韧性；同时，该抗菌除

臭的成膜喷液可在皮肤表面快速成膜，将细菌臭

味隔绝在膜下，能有效抑制有害细菌，保护有益

细菌，且持续效果长久。本发明的抗菌除臭的成

膜喷液的制备过程简易高效，生产过程低毒无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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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

包括如下组分：

羟丙基纤维素0.6％‑0.8％、羟基丙烯酸树酯0.8％‑1 .0％、凝胶增强剂0.5％‑1 .0％、

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0.6％‑1 .2％、苯扎氯铵0.3％‑0 .5％、三氯生0.5％‑

2 .0％、木糖醇0.4％‑0 .8％、促渗剂2.0％‑5 .0％、芳香剂0.1％‑1 .0％、保湿剂1.0％‑

5.0％、防腐剂1.0％‑2.0％以及乙醇80％‑9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羟丙基纤维素包括高

粘度羟丙基纤维素；

优选的，所述高粘度羟丙基纤维素的平均分子量为130000‑1350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增强剂包括聚乙

烯吡咯烷酮和聚乙烯醇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苯扎氯铵包括医药级

的苯扎氯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促渗剂包括薄荷醇、

月桂氮酮、丙二醇以及二甲基亚砜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芳香剂包括茉莉花精

油、铃兰花精油、玫瑰花精油和橙花精油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湿剂包括甘油和芦

荟提取物中的至少一种；

优选的，所述芦荟提取物中含有的芦荟质量分数大于9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防腐剂包括维生素E、

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以及硫代硫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9.一种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羟丙基纤维素、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苯

扎氯铵、三氯生、木糖醇、促渗剂、芳香剂、保湿剂、防腐剂以及乙醇混合，得到抗菌除臭的成

膜喷液。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溶于乙醇中，得到溶液A；

(b)、将羟丙基纤维素加入到所述溶液A中酯化，得到混合物B；

(c)、将木糖醇、三氯生、苯扎氯铵以及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溶于乙醇中，得

到溶液C；

(d)、将所述溶液C加入到所述混合物B中交联，得到成膜凝胶；

(e)、将保湿剂、芳香剂、防腐剂以及促渗剂溶于乙醇中，再加入到步骤(d)所述的成膜

凝胶中，得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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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用消毒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家庭中许多都喜爱饲养宠物，屋内是宠物的主要活动范围，当房间通风不足

或未及时对宠物排泄物进行清理时，就很容易使整个环境被异味覆盖，还容易滋生细菌，这

不仅对宠物健康产生威胁，同时也影响到一同生活的人们。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细菌、真菌以及病毒，并且人体自身产生的代谢产物，如汗液、尿液等也极容易滋生

细菌，引起人体的某些皮肤病，还会产生体臭，给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产生不便，使人尴

尬，也影响人体健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对抗菌除臭用品的需求也

日渐提高。

[0003] 目前，市场上用于宠物和人的抗菌除臭产品主要有喷液、凝胶膏或者固体制剂三

种剂型。其中，液体形式使用便捷，生产要求简单，但产品易挥发、持续效果短且保存时间不

长，容易失效；凝胶产品有黏性，易粘黏灰尘、毛发或衣物，污染衣物且凝胶与皮肤黏附不够

紧密，易脱落，目前所用凝胶材料多为亲水性成膜材料，不具疏水性，遇到水或出汗后，凝胶

会被溶蚀掉，成膜的机械强度和柔韧性也较差，易开裂；固体制剂主要依靠多孔物质吸附，

成本较高，且效果不是特别好，对异味去除的不彻底，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感觉不到明显的

功效。

[0004] 专利CN201410808954.5是在医用粘合剂氰基丙烯酸酯中加入抗菌剂三氯生制备

了一种用于伤口缝合的医用广谱抗菌粘合剂，该发明能在皮肤表面快速成膜，隔离空气的

同时对伤口进行消毒 ，但其成膜过于快速 ，使用不便 ，开启后难以保存 ；专利

CN201710987806.8提供了一种以碳包覆铜锌和聚六亚甲基胍为主要杀菌成分的空气杀菌

除臭剂，虽然其中的碳包覆铜锌可与臭味中的氮、硫原子形成很强的化合键从而消除臭味，

但是会对环境造成重金属污染，不够环保，且制备过程较麻烦，成本价高；专利

CN201110330537.0是将具有不同杀菌效果的三氯生和布罗波尔进行复配，制得一种复方外

用凝胶剂，其中的凝胶基质包括：聚丙烯酸树酯、表面活性剂、椰油酰胺丙基二甲基甜菜碱、

三乙醇胺、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以及水等，该凝胶虽然杀菌效果显著，但使用的凝胶基质为亲

水性基质，与水接触容易脱落而降低疗效，且凝胶易沾染毛发与灰尘，使用不便；专利

CN201210395109.0公开了一种用于宠物垫祛味的抗菌除臭剂，主要包括如下成分：柠檬酸、

柠檬酸钠、乙醇、丙二醇、香精以及三氯生，该抗菌除臭剂使用便捷，生产简单，但溶剂为水

和乙醇，使用后会很快挥发，持续效果短；专利CN201510296191.5提供了一种复方戊二醛溶

液，主要包括如下成分：戊二醛、苯扎氯铵、双链季铵盐、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该发明将戊二

醛与季铵盐、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配合使用，起到了协同作用，杀菌全面，解决了戊二醛与苯

扎氯铵溶液复配使用时杀菌效果容易受有机物影响的缺点，但是溶液中的主要成分戊二醛

对皮肤粘膜具有较强的刺激作用，因此不宜用于皮肤及粘膜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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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能够增强成膜的防水性，

使用方便且不易被溶解，该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在成膜后具有较强的机械强度和较好的柔

韧性，同时，可在皮肤表面快速成膜，将细菌臭味隔绝在膜下，能有效抑制有害细菌，保护有

益细菌，且持续效果长久。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其生产过程简易高

效，低毒无污染。

[0008]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第一方面，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所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

包括如下组分：

[0010] 羟丙基纤维素0.6％‑0 .8％、羟基丙烯酸树酯0.8％‑1 .0％、凝胶增强剂0.5％‑

1 .0％、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0.6％‑1 .2％、苯扎氯铵0.3％‑0 .5％、三氯生

0.5％‑2 .0％、木糖醇0.4％‑0 .8％、促渗剂2.0％‑5 .0％、芳香剂0.1％‑1 .0％、保湿剂

1.0％‑5.0％、防腐剂1.0％‑2.0％以及乙醇80％‑90％。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羟丙基纤维素包括高粘度羟丙基纤维素；

[0012]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高粘度羟丙基纤维素的平均分子量为130000‑135000。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凝胶增强剂包括聚乙烯吡咯烷酮和聚乙烯醇中的至少一种。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苯扎氯铵为医药级的苯扎氯铵。

[0015] 进一步的，所述促渗剂包括薄荷醇、月桂氮酮、丙二醇以及二甲基亚砜中的至少一

种。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芳香剂包括茉莉花精油、铃兰花精油、玫瑰花精油以及橙花精油中

的至少一种。

[0017] 进一步的，所述保湿剂包括甘油和芦荟提取物中的至少一种；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芦荟提取物中含有的芦荟质量分数大于92％。

[0019] 进一步的，所述防腐剂包括维生素E、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以及硫代硫酸钠中的至

少一种。

[0020] 第二方面，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将羟丙基纤维素、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

酯、苯扎氯铵、三氯生、木糖醇、促渗剂、芳香剂、保湿剂、防腐剂以及乙醇混合，得到抗菌除

臭的成膜喷液。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a)、将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溶于乙醇中，得到溶液A；

[0024] (b)、将羟丙基纤维素加入到所述溶液A中酯化，得到混合物B；

[0025] (c)、将木糖醇、三氯生、苯扎氯铵以及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溶于乙醇

中，得到溶液C；

[0026] (d)、将所述溶液C加入到所述混合物B中交联，得到成膜凝胶；

[0027] (e)、将保湿剂、芳香剂、防腐剂以及促渗剂溶于乙醇中，再加入到步骤(d)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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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膜凝胶中，得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

[0028]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利用羟基丙烯酸树酯和羟丙基纤维素的酯

化产物增强了膜的防水性，使其在使用时不易被溶解；同时，该成膜喷液也使用木糖醇将羟

基丙烯酸树酯与酯化后的羟丙基纤维素以氢键形式交联，形成了高度交联的网络状产物，

增强凝胶的结合力和稳定性；此外，该成膜喷液中添加的凝胶增强剂等成膜材料，不仅可以

增强膜的机械强度和柔韧性，使成膜更加柔软，光滑以及耐磨，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芳香

剂的挥发，使留香效果更持久，除臭效果更显著。

[0030] (2)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利用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的琥

珀酰亚胺基团与皮肤表面的氨基反应形成的致密高分子网状复合物增加了凝胶与皮肤的

粘连性，使膜不易脱落；同时，其中的四臂聚乙二醇基团还可以起到增塑剂的作用，具体为

起到了基质填充和粘度调节的作用，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成膜的软度，还增加了组织的服帖

性。

[0031] (3)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利用苯扎氯铵、三氯生为主要的杀菌成份，

二者配合使用时能产生协同作用，使得杀菌力强、作用广泛且迅速；同时，该成膜喷液中的

促渗剂能增强药物透皮的吸收功能，使得杀菌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与病原体更充分地接触，

增强对病原体的吸附和穿透能力，进一步提高杀菌能力；此外，该成膜喷液中的保湿剂能在

杀菌的同时滋养皮肤，减少刺激，改善使用体验；另外，该成膜喷液中的芳香剂不仅改善了

药物气味，而且还可掩盖环境中或者生物体上的臭味，达到除臭的目的；其次，该成膜喷液

中的防腐剂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避免产品被氧化而腐败变质，增加了产品的稳定性；最

后，该成膜喷液中的乙醇主要起溶剂的作用，也兼具消毒杀菌的效果。

[0032] (4)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其工艺简单、成本低廉、适合

工厂的大规模生产且具有与上述产品相同的优势，在此不再赘述。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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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市场上的抗菌除臭产品主要有喷液、凝胶膏或者固体制剂三种剂型。其中，

液体形式使用便捷，但是产品易挥发、持续效果短；凝胶产品有黏性，易粘黏灰尘但也污染

衣物且凝胶与皮肤黏附不够紧密，易脱落，也不具疏水性，遇到水会被溶蚀掉，同时，成膜的

机械强度和柔韧性也较差，易开裂；固体制剂主要依靠多孔物质吸附，但成本较高，而且对

异味去除的不彻底。

[0035] 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的抗菌除臭产品中存在的问题，特地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抗菌

除臭的成膜喷液，该产品能增强成膜的防水性，使用方便且不易被溶解；具有较强的凝胶结

合力和稳定性，还使得成膜具有较强的机械强度和较好的柔韧性；同时，该抗菌除臭的成膜

喷液可在皮肤表面快速成膜，将细菌臭味隔绝在膜下，能有效抑制有害细菌，保护有益细

菌，且持续效果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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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该抗菌除臭的成膜

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0037] 羟丙基纤维素0.6％‑0 .8％、羟基丙烯酸树酯0.8％‑1 .0％、凝胶增强剂0.5％‑

1 .0％、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0.6％‑1 .2％、苯扎氯铵0.3％‑0 .5％、三氯生

0.5％‑2 .0％、木糖醇0.4％‑0 .8％、促渗剂2.0％‑5 .0％、芳香剂0.1％‑1 .0％、保湿剂

1.0％‑5.0％、防腐剂1.0％‑2.0％以及乙醇80％‑90％。

[0038] 其中，羟丙基纤维素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6％、0.7％、0.8％；羟

基丙烯酸树酯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8％、0.9％、1.0％；凝胶增强剂典型

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5％、0.8％、1.0％；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典

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6％、1.0％、1.2％；苯扎氯铵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

百分比例如为0.3％、0.4％、0.5％；三氯生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5％、

1.5％、2.0％；木糖醇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4％、0.6％、0.8％；促渗剂典

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2.0％、3.0％、4.0％、5.0％；芳香剂典型但非限制性的

质量百分比例如为0.1％、0.3％、0.7％、1.0％；保湿剂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

为1.0％、2.0％、3.0％、4.0％、5.0％；防腐剂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1.0％、

2.0％；乙醇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质量百分比例如为80％、85％、90％。

[0039] 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以乙醇为主要溶剂，利用羟基丙烯酸树酯和羟

丙基纤维素的酯化产物增强了膜的防水性，使其在使用时不易被溶解；此外，该成膜喷液也

使用木糖醇将羟基丙烯酸树酯与酯化后的羟丙基纤维素以氢键形式交联，形成了高度交联

的网络状产物，增强凝胶的结合力和稳定性；同时，该成膜喷液中添加的凝胶增强剂等成膜

材料，不仅可以增强膜的机械强度和柔韧性，使成膜更加柔软，光滑以及耐磨，还在一定程

度上减缓了芳香剂的挥发，使留香效果更持久，除臭效果更显著；最后，本发明提供的抗菌

除臭的成膜喷液利用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的琥珀酰亚胺基团与皮肤表面的氨

基反应形成的致密高分子网状复合物增加了凝胶与皮肤的粘连性，使膜不易脱落；同时，其

中的四臂聚乙二醇基团还可以起到增塑剂的作用，具体为起到了基质填充和粘度调节的作

用，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成膜的软度，还增加了组织的服帖性。

[0040]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羟丙基纤维素包括但不限于高粘度羟丙基纤

维素，该高粘度羟丙基纤维素的平均分子量为130000‑135000，其典型但非限制性的平均分

子量例如为130000、131000、132000、133000、134000、135000。

[004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凝胶增强剂包括但不限于聚乙烯吡咯烷酮和

聚乙烯醇。

[0042]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苯扎氯铵包括但不限于医药级的苯扎氯铵，

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利用苯扎氯铵、三氯生为主要的杀菌成份，二者配合使

用时能产生协同作用，使得杀菌力强、作用广泛且迅速。

[0043]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促渗剂包括但不限于薄荷醇、月桂氮酮、丙二

醇以及二甲基亚砜，该成膜喷液中的促渗剂能增强药物透皮的吸收功能，使得杀菌药物中

的有效成分与病原体更充分地接触，增强对病原体的吸附和穿透能力，进一步提高杀菌能

力。

[0044]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芳香剂包括但不限于茉莉花精油、铃兰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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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玫瑰花精油和橙花精油，该成膜喷液中的芳香剂不仅改善了药物气味，而且还可掩盖环

境中或者生物体上的臭味，达到除臭的目的。

[0045]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保湿剂包括但不限于甘油和芦荟提取物，其

中，芦荟提取物中含有的芦荟质量分数大于92％，该成膜喷液中的保湿剂能在杀菌的同时

能滋养皮肤并减少刺激，以改善用户使用体验。

[004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防腐剂包括但不限于维生素E、维生素C、亚硫

酸氢钠以及硫代硫酸钠，该成膜喷液中的防腐剂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避免产品被氧化

而腐败变质，增加了产品的稳定性。

[0047] 本发明所述的“包括”，意指其除所述组份外，还可以包括其他组份，这些其他组份

赋予该产品不同的特性。除此之外，本发明所述的“包括”，还可以替换为封闭式的“为”或

“由……组成”。

[0048] 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能增强成膜的防水性，使用方便且不易被溶

解；该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不仅具有较强的凝胶结合力和稳定性，还使得成膜具有较强的

机械强度和较好的柔韧性；同时，该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可在皮肤表面快速成膜，将细菌臭

味隔绝在膜下，能有效抑制有害细菌，保护有益细菌，且持续效果长久；此外，该抗菌除臭的

成膜喷液不易被氧化而腐败变质，可以长时间保存。

[0049]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本发明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将羟丙基纤维素、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

酯、苯扎氯铵、三氯生、木糖醇、促渗剂、芳香剂、保湿剂、防腐剂以及乙醇混合，得到抗菌除

臭的成膜喷液。

[005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a)、将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溶于乙醇中，得到溶液A；

[0053] (b)、将羟丙基纤维素加入到溶液A中酯化，得到混合物B；

[0054] (c)、将木糖醇、三氯生、苯扎氯铵以及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溶于乙醇

中，得到溶液C；

[0055] (d)、将溶液C加入到混合物B中交联，得到成膜凝胶；

[0056] (e)、将保湿剂、芳香剂、防腐剂以及促渗剂溶于乙醇中，再加入到步骤(d)的成膜

凝胶中，得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

[0057] 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典型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8] (1)按配方质量百分比要求，称取各组分原料；

[0059] (2)将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加入到适量无水乙醇溶液中，在超声下溶解，

得到溶液A；

[0060] (3)将羟丙基纤维素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用勺子慢慢加入到溶液A中，使其与溶液

A充分接触且有足够的时间酯化，得到的混合物B，为透明凝胶状物；

[0061] (4)将木糖醇、三氯生、苯扎氯铵以及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溶于无水乙

醇中，得到溶液C；再将溶液C倒入混合物B中，快速搅拌使木糖醇与混合物B充分接触继而以

氢键交联，离心放气，得到成膜凝胶；

[0062] (5)将保湿剂、芳香剂、防腐剂以及促渗剂用乙醇溶解，再加入到步骤(4)的成膜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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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中，搅拌均匀，得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

[0063] 本发明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其工艺简单、成本低廉、适合工厂

的大规模生产且具有与上述产品相同的优势，在此不再赘述。

[0064]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如无特别说明，实施例中的材料为根据

现有方法制备而得，或直接从市场上购得。

[0065] 实施例1

[0066] 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0067] 羟丙基纤维素0.8％、羟基丙烯酸树酯1.0％、凝胶增强剂聚乙烯吡咯烷酮0.5％、

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1.0％、苯扎氯铵0.3％、三氯生0.5％、木糖醇0.5％、促渗

剂薄荷醇2.0％、芳香剂茉莉花精油0.1％、保湿剂甘油2.0％、防腐剂维生素E1.3％以及乙

醇90％。

[0068] 该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9] (1)按配方质量百分比要求，称取各组分原料；

[0070] (2)将羟基丙烯酸树酯、凝胶增强剂聚乙烯吡咯烷酮在室温条件下加入到适量无

水乙醇溶液中，在超声下溶解，得到溶液A；

[0071] (3)将羟丙基纤维素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用勺子慢慢加入到溶液A中，反应3h，得

到的混合物B，为透明凝胶状物；

[0072] (4)将木糖醇、三氯生、苯扎氯铵以及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溶于无水乙

醇中，得到溶液C；再将溶液C倒入混合物B中，快速搅拌1h，使木糖醇与混合物B充分接触继

而以氢键交联，离心放气，得到成膜凝胶；

[0073] (5)将保湿剂甘油、芳香剂茉莉花精油、防腐剂维生素E以及促渗剂薄荷醇用乙醇

溶解，再加入到步骤(4)的成膜凝胶中，搅拌1h，得到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

[0074] 实施例2

[0075] 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0076] 羟丙基纤维素0.6％、羟基丙烯酸树酯0.8％、凝胶增强剂聚乙烯吡咯烷酮0.5％、

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1.0％、苯扎氯铵0.3％、三氯生0.5％、木糖醇0.5％、促渗

剂薄荷醇2.0％、芳香剂茉莉花精油0.1％、保湿剂甘油2.0％、防腐剂维生素E1.7％以及乙

醇90％。

[0077] 本实施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78] 实施例3

[0079] 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0080] 羟丙基纤维素0.8％、羟基丙烯酸树酯1.0％、凝胶增强剂聚乙烯吡咯烷酮0.5％、

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0.6％、苯扎氯铵0.3％、三氯生0.5％、木糖醇0.5％、促渗

剂薄荷醇2.0％、芳香剂茉莉花精油0.1％、保湿剂甘油2.0％、防腐剂维生素E1.7％以及乙

醇90％。

[0081] 本实施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82] 实施例4

[0083] 一种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0084] 羟丙基纤维素0.8％、羟基丙烯酸树酯1.0％、凝胶增强剂聚乙烯吡咯烷酮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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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1.0％、苯扎氯铵0.3％、三氯生2.0％、木糖醇0.5％、促渗

剂薄荷醇2.0％、芳香剂茉莉花精油0.1％、保湿剂甘油2.0％、防腐剂维生素E1.3％以及乙

醇88.5％。

[0085] 本实施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86] 对比例1

[0087] 本对比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对比例中不

添加羟丙基纤维素，用乙醇补齐，其他组分的含量与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88] 对比例2

[0089] 本对比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对比例中不

添加羟基丙烯酸树酯，用乙醇补齐，其他组分的含量与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90] 对比例3

[0091] 本对比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对比例中不

添加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用乙醇补齐，其他组分的含量与制备方法均与实施

例1相同。

[0092] 对比例4

[0093] 本对比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对比例中不

添加苯扎氯铵，用乙醇补齐，其他组分的含量与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94] 对比例5

[0095] 本对比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对比例中不

添加三氯生，用乙醇补齐，其他组分的含量与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96] 对比例6

[0097] 本对比例提供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对比例中用

PEG2000替代四臂聚乙二醇琥珀酰亚胺碳酸酯，其他组分的含量与制备方法均与实施例1相

同。

[0098] 实验例

[0099] 抗菌测试：

[0100] 将实施例1‑4和对比例1‑6得到的抗菌除臭的成膜喷液按照抑菌圈实验，用大肠杆

菌(E.coli)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两种模型菌评估其防止生物膜形成的能

力。

[0101] 将细菌在37℃的营养肉汤中培养12小时，在120转/分的摇床中培养到对数相。然

后将菌液在8000r  pm离心，再悬浮在灭菌营养液中，达到浓度为1×103或1×106CFU  mL‑1

时，将菌株接种到BHI琼脂，在37℃下孵育24h，培养后分离的菌落悬浮在无菌BHI液中，直到

浊度与0.5麦克法兰相容。将100微升细菌悬浮液被延伸到一个BHI琼脂板上。将一式三份的

样本(1.0cm×1.0cm)粘贴在琼脂板上，并在37℃下进行不同时间的培养。所有样品在紫外

线下消毒3小时。直接观察板上的细菌生长，在37℃培养板48h后，测量抑菌斑直径，抗菌测

试抑菌斑直径的结果如表1所示，抑菌斑直径的单位为mm。

[010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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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010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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