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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及

其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1)将一定量长链脂

肪醇和马来酸酐加入反应器中，升温至80～90℃

进行酯化反应，得到产物A；(2)将产物A降温至70

～75℃，加入一定量引发剂偶氮二异丁腈，然后

滴加一定量单体乙酸乙烯酯进行聚合反应，得到

产物B；(3)将产物B升温至100～110℃，加入一定

量长链脂肪醇进行酯化反应，得到产物C；(4)将

产物C降温至65-70℃，用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

化钠水溶液中和反应物pH至7.0，然后加入一定

量亚硫酸盐水溶液，于80～90℃进行亚硫酸化反

应，降温后即得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本发明优

点是工艺简单、清洁环保，制得的产品耐酸稳定

性、加脂效果、填充性能和耐溶剂抽提性等性能

优异，可降低废液COD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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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长链脂肪醇和马来酸酐置于反应器中，在80～90℃条件下进行酯化反应1～2h，

得到中间产物A，所述长链脂肪醇和马来酸酐的摩尔比为0.3～0.5:1；

(2)将中间产物A降温至70～75℃，加入引发剂偶氮二异丁腈，再滴加乙酸乙烯酯进行

聚合反应，滴加时间1.5～2.0h，乙酸乙烯酯滴加完后，升温至80～85℃保温反应2h，得到中

间产物B，所述引发剂的用量占中间产物A质量的1～4％，所述乙酸乙烯酯的用量为步骤(1)

中马来酸酐与长链脂肪醇的摩尔数之差；

(3)将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110℃，加入长链脂肪醇进行酯化反应，反应时间2～3h，

得到中间产物C，所述长链脂肪醇的用量为步骤(1)中马来酸酐与长链脂肪醇的摩尔数之

差；

(4)将中间产物C降温至65～70℃，用质量浓度为20～4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6.5～7.5，再加入质量浓度为30～40％亚硫酸盐水溶液，于80～90℃进行亚硫酸化反应，反

应时间2～4h，降温后即得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其中，所述亚硫酸盐与步骤(1)长链脂肪醇

的摩尔比为1.0～1.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3)

中所述长链脂肪醇为C8～18长链脂肪醇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

亚硫酸盐为亚硫酸氢钠或亚硫酸氢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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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特别涉及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加脂剂是制革过程中使用量最大的化学品之一。传统的加脂剂主要是小分子加脂

剂，其是天然动植物油脂改性产物，其功能是润滑皮纤维，赋予皮革柔软舒适的手感。小分

子加脂剂与皮纤维的结合能力较弱，在皮革贮存和使用过程中易迁移，使皮革的柔软性下

降，皮革变硬，纤维变脆，在汽车坐垫革和耐水洗革等高档皮革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与小

分子加脂剂相比，聚合物类加脂剂分子量大、分子上极性基团多，与皮纤维的结合能力强，

在汽车坐垫革等高档皮革中得到了应用。

[0003] 聚合物加脂剂的制备路线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使用丙烯酸高级醇酯或甲基丙烯酸

高级醇酯为亲油性单体与亲水性单体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共聚制备聚合物加脂剂的方法，

丙烯酸高级醇酯和甲基丙烯酸高级醇酯是疏水性单体，聚合过程需使用有机溶剂，合成和

使用过程中环保性不强。此外，该类亲油性单体需要通过特殊工艺制备、价格相对较高，限

制了这类产品的广泛使用。另一类是使用亲水性单体长链脂肪醇马来酸单酯与丙烯酸进行

水溶液共聚， 由于长链脂肪醇马来酸单酯反应活性低，未反应单体比例高，所得产物性能

也欠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该加脂

剂具有耐酸性、加脂效果和耐溶剂抽提性等性能优异，用于皮革加脂可降低废液COD含量。

[0005]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工

艺简单、清洁环保。

[0006] 为实现本发明的第一个发明目的，其技术方案是包括以下组份，以  组分中所含长

链烷基R摩尔份数计：

[0007] 脂肪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盐           3-5摩尔份；

[0008] 乙酸乙烯酯马来酸酐共聚物脂肪醇酯   5-7摩尔份；

[0009] 其中，脂肪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盐的化学结构式为

，式中，R为C8-C18的长链烷；

[0010] 乙酸乙烯酯马来酸酐共聚物脂肪醇酯的化学结构式为

，其中16≤n≤43，，  R为C8-C18的长链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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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为实现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其技术方案是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将长链脂肪醇和马来酸酐置于反应器中，在80~90℃条件下进行酯化反应1~
2h，得到中间产物A，所述长链脂肪醇和马来酸酐的摩尔比为0.3~0.5:1；

[0013] （2）将中间产物A降温至70~75℃，加入引发剂偶氮二异丁腈，再滴加乙酸乙烯酯进

行聚合反应，滴加时间1.5~2.0h，乙酸乙烯酯滴加完后，升温至80~85℃保温反应2h，得到中

间产物B，所述引发剂的用量占中间产物A质量的1~4%，所述乙酸乙烯酯的用量为步骤（1）中

马来酸酐与长链脂肪醇的摩尔数之差；

[0014] （3）将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110℃，加入长链脂肪醇进行酯化反应，反应时间2~
3h，得到中间产物C，所述长链脂肪醇的用量为步骤（1）中马来酸酐与长链脂肪醇的摩尔数

之差；

[0015] （4）将中间产物C降温至65~70℃，用质量浓度为20~4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

至6.5~7.5，再加入质量浓度为30~40%的亚硫酸盐水溶液，于80~90℃进行亚硫酸化反应，反

应时间2~4h，降温后即得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其中，所述亚硫酸盐与步骤（1）长链脂肪醇

的摩尔比为1.0~1.1：1。

[0016] 进一步设置是步骤（1）、（3）中所述长链脂肪醇为C8~18长链脂肪醇中的一种或几

种的组合物。

[0017] 进一步设置是步骤（3）中的亚硫酸盐为亚硫酸氢钠或亚硫酸氢钾。

[0018] 本发明的化学反应过程和机理是：

[0019] 以化学反应式示意（亚硫酸盐以亚硫酸氢钠为例）

[0020] 步骤（1）：长链脂肪醇与过量的马来酸酐反应得到长链脂肪醇马来酸酯，长链脂肪

醇与马来酸酐的摩尔比为0.3~0.5:1。

[0021]

[0022] 步骤（2）：乙酸乙烯酯与步骤（1）中过量的马来酸酐进行交替共聚合反应得到乙酸

乙烯酯马来酸酐交替共聚物。

[0023]

[0024] 步骤（3）：长链脂肪醇与步骤（2）中的共聚产物进行酯化反应得到乙酸乙烯酯马来

酸酐共聚物脂肪醇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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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步骤（4）：亚硫酸盐与步骤（1）中生成的长链脂肪醇马来酸酯进行亚硫酸化反应得

到脂肪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盐。

[0027]

[0028] 其中，R：为C8-C18的长链烷基，  AIBN为引发剂偶氮二异丁腈。

[0029]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是：

[0030] （1）本发明巧妙地利用步骤（1）产物长链脂肪醇马来酸酯既是产物的有效成分又

难于聚合的特点，作为步骤（2）乙酸乙烯酯和马来酸酐共聚合反应的分散介质，实现了在不

使用有机溶剂的条件下，制备得到含聚合物组分的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生产工艺环保和

经济。

[0031] （2）产物含有耐酸、耐电解质能力强的脂肪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盐组分和与皮纤

维结合能力强的乙酸乙烯酯马来酸酐共聚物脂肪醇酯聚合物组分，克服了传统聚合物加脂

剂耐酸、耐电解质能力弱的不足，扩大了其应用范围；

[0032] （3）产物所含聚合物组分分子量较大、结合基团多，与皮纤维结合能力强，吸收率

高，可降低加脂废液的COD含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

描述。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0036] （1）在反应器中加入0.5mol  十二醇和1mol马来酸酐，升温至90℃，酯化反应2h，得

中间产物A；

[0037] （2）中间产物A降温至70℃，加入3.82g偶氮二异丁腈，缓慢滴加0.5mol乙酸乙烯

酯，滴加时间1.5~2.0h，滴加完后升温至80℃，保温反应2h得中间产物B；

[0038] （3）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加入0.5mol十二醇，于100℃反应2h得中间产物C。

[0039] （4）中间产物C降温至65℃，用133g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7.0，然后加入173g质量浓度为30% 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于85℃反应3h，降温后即得高结

合性皮革加脂剂。

[0040] 实施例2：

[0041] 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0042] （1）在反应器中加入0.5mol  十六醇和1mol马来酸酐，升温至90℃，酯化反应2h，得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7988447 B

5



中间产物A；

[0043] （2）中间产物A降温至70℃，加入3.82g偶氮二异丁腈，缓慢滴加0.5mol乙酸乙烯

酯，滴加时间1.5~2.0h，滴加完后升温至80℃，保温反应2h得中间产物B；

[0044] （3）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加入0.5mol十六醇，于100℃反应2h得中间产物C。

[0045] （4）中间产物C降温至65℃，用133g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7.0，然后加入173g质量浓度为30% 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于85℃反应3h，降温后即得高结

合性皮革加脂剂。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0048] （1）在反应器中加入0.5mol  十八醇和1mol马来酸酐，升温至90℃，酯化反应2h，得

中间产物A；

[0049] （2）中间产物A降温至70℃，加入3.82g偶氮二异丁腈，缓慢滴加0.5mol乙酸乙烯

酯，滴加时间1.5~2.0h，滴加完后升温至80℃，保温反应2h得中间产物B；

[0050] （3）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加入0.5mol十八醇，于100℃反应2h得中间产物C。

[0051] （4）中间产物C降温至65℃，用133g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7.0，然后加入173g质量浓度为30% 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于85℃反应3h，降温后即得高结

合性皮革加脂剂。

[0052] 实施例4：

[0053] 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0054] （1）在反应器中加入0.3mol  十二醇和1mol马来酸酐，升温至90℃，酯化反应2h，得

中间产物A；

[0055] （2）中间产物A降温至70℃，加入3.82g偶氮二异丁腈，缓慢滴加0.7mol乙酸乙烯

酯，滴加时间1.5~2.0h，，滴加完后升温至80℃，保温反应2h得中间产物B；

[0056] （3）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加入0.7mol十二醇，于100℃反应2h得中间产物C。

[0057] （4）中间产物C降温至65℃，用133g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7.0，然后加入104g质量浓度为30% 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于85℃反应3h，降温后即得高结

合性皮革加脂剂。

[0058] 实施例5：

[0059] 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0060] （1）在反应器中加入0.3mol  十六醇和1mol马来酸酐，升温至90℃，酯化反应2h，得

中间产物A；

[0061] （2）中间产物A降温至70℃，加入3.82g偶氮二异丁腈，缓慢滴加0.7mol乙酸乙烯

酯，滴加时间1.5~2.0h，滴加完后升温至80℃，保温反应2h得中间产物B；

[0062] （3）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加入0.7mol十六醇，于100℃反应2h得中间产物C。

[0063] （4）中间产物C降温至65℃，用133g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7.0，然后加入104g质量浓度为30% 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于85℃反应3h，降温后即得高结

合性皮革加脂剂。实施例6：

[0064] 一种高结合性皮革加脂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0065] （1）在反应器中加入0.3mol  十八醇和1mol马来酸酐，升温至90℃，酯化反应2h，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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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物A；

[0066] （2）中间产物A降温至70℃，加入3.82g偶氮二异丁腈，缓慢滴加0.7mol乙酸乙烯

酯，滴加时间1.5~2.0h，滴加完后升温至80℃，保温反应2h得中间产物B；

[0067] （3）中间产物B升温至100℃，加入0.7mol十八醇，于100℃反应2h得中间产物C。

[0068] （4）中间产物C降温至70℃，用133g质量浓度为3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和pH至

7.0，然后加入104g质量浓度为30% 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于85℃反应3h，降温后即得高结

合性皮革加脂剂。实施

[0069] 性能测试

[0070] 将实施例1-6和结合性加脂剂SCF（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用于皮革加脂工艺中，其

中制得的高结合性加脂剂的用量为蓝湿革质量分数的10%，同时以占蓝湿革质量分数为10%

的SCF为对照组，分别进行检测，其性能如表1所示：

[0071] 表1

[0072]   耐酸性 加脂效果 填充性能 耐油脂抽提性 废液COD含量

实施例1 好 4 4 4 较低

实施例2 好 4.5 4.5 4.5 较低

实施例3 好 5 5 4.5 较低

实施例4 较好 4 4.5 5 低

实施例5 较好 5 5 5 低

实施例6 较好 5 5 5 低

SCF 好 4 1 2.5 较高

[0073] 评分标准为5分制：5分最好，1分最差。

[0074] 其中检测方法为：

[0075] 耐酸性：用蒸馏水先配制质量分数为10%的产品水溶液，用10%质量分数的稀硫酸

调节pH至2.5，静置24小时，观察是否有沉淀或漂浮物；

[0076] 加脂效果和填充性能：感官评价；

[0077] 耐油脂抽提性：QBT  2718-2005；

[0078] 废液COD含量：GB  11914-89；

[0079] 由表1  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得的高结合性加脂剂，由于含有较高比例的聚合物组

分，使得产品具有较好的加脂效果、填充性和耐油脂抽提性，废液COD含量低。本发明制得的

加脂剂与对照组小分子加脂SCF相比，耐油脂抽提性、填充性能和降低废液COD含量方面，性

能有显著提升。总体来看，本发明公开的高结合性加脂剂具有较优异的应用性能。

[0080]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

围，因此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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