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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

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

备而成：5-10份叔丁醇钠、5-10份硬脂酸钠、5-10

份乙酸钠、5-10份甜菜碱、5-10份磷酸一氢钠、5-

10份DBU、5-15份表面活性剂、30-40份乙醇、35-

40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经过搅拌和

超声震荡，均匀溶解后得到本品，本发明防锈效

果好，污渍表面停留时间长，达到相同的清洁目

的时，本品所需用量是现有产品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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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

5-10份叔丁醇钠、5-10份硬脂酸钠、5-10份乙酸钠、5-10份甜菜碱、5-10份磷酸一氢钠、5-10

份DBU、5-15份表面活性剂、30-40份乙醇、35-40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其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溶

解，得溶液A；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60-70℃，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拌，搅

拌速度：500-700r/min，搅拌时间：10-15min，得到溶液B；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液B

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10-20min，震荡功率：300-500W，得到溶液C；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700-1000r/min，搅拌时间：20-

30min，得到溶液D；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20-30min，震荡功率：500-1000W，对溶液自然冷

却到室温，即得成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

原料制备而成：5-9份叔丁醇钠、6-10份硬脂酸钠、6-10份乙酸钠、6-10份甜菜碱、5-9份磷酸

一氢钠、5-9份DBU、5-14份表面活性剂、30-39份乙醇、35-39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

粉。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由

质量比为2:2:1的硬脂酸、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十八烷基磺基甜菜碱组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素肉粉由质量

比为1:1:1的葡甘露聚糖、瓜尔豆胶和大豆分离蛋白组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超声

震荡时间为15-20min，震荡功率：400-500W。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震荡

时间为25-30min，震荡功率：700-1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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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表面除脂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不锈刚材料因为结实、美观等特点，现已成为家庭装修的重要材料。通常情况下，

不锈钢建材会用于墙角包边。皮肤接触到不锈钢上面，会停留油脂，形成“手印”，如果不能

立即除去，油脂在空气中发生氧化变黑，形成黑色的污渍，难以除去。不锈钢中添加12％左

右的金属Cr，在不锈钢表面与大气中的氧生成Cr2O3的致密钝态氧化膜，将大气中的水气及

氧阻绝在外，保护基材不继续受氧化影响而腐蚀。所以不锈钢不会锈蚀。

[0003] 现有除脂试剂，粘度较小，需要喷出大量液体才能够彻底除脂，而且液体因为粘度

小，喷出后很快滴落，在污渍位置停留时间短。一来，无法彻底除脂；二来，试剂会污染干净

位置，既浪费产品，有增加工作量，操作不方便；同时，虽然Cr2O3的致密钝态氧化膜能够保护

不锈钢材料被锈蚀，但是洗涤试剂却会加速不锈钢的锈蚀，所以需要在洗涤剂中添加适量

的缓蚀剂，来保护不锈钢材料，延长不锈钢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

方法。本发明防锈效果好，在污渍表面停留时间长，去污渍效果好。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备而成：5-10份叔丁醇钠、5-10份硬脂酸钠、5-10份乙酸钠、5-10份甜菜碱、5-10份

磷酸一氢钠、5-10份DBU、5-15份表面活性剂、30-40份乙醇、35-40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

素肉粉，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

溶解，得溶液A；

[0008]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60-70℃，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

拌，搅拌速度：500-700r/min，搅拌时间：10-15min，得到溶液B；

[0009]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

液B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10-20min，震荡功率：300-500W，得到溶液C；

[0010]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700-1000r/min，搅拌时间：

20-30min，得到溶液D；

[0011]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20-30min，震荡功率：500-1000W，对溶液自

然冷却到室温，即得成品。

[0012] 优选地，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5-9份叔丁醇钠、6-10份硬脂酸钠、6-10

份乙酸钠、6-10份甜菜碱、5-9份磷酸一氢钠、5-9份DBU、5-14份表面活性剂、30-39份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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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9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

[0013] 优选地，表面活性剂由硬脂酸、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十八烷基磺基甜菜碱组成，各

组分质量比为2:2:1。

[0014] 优选地，素肉粉由葡甘露聚糖、瓜尔豆胶和大豆分离蛋白组成，各组分质量比为1:

1:1。

[0015] 优选地，步骤3中超声震荡时间为15-20min，震荡功率：400-500W。

[0016] 优选地，步骤5中震荡时间为25-30min，震荡功率：700-1000W。

[0017]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是一种利用碱性物质促进油脂水解的试剂。添加具有杀菌消毒作用的甜菜

碱和具有防锈能力的DBU，经过搅拌机搅拌和超声震荡形成均一溶液。所以本发明在除油脂

的同时还能有效防止建材锈蚀，以及维持干净卫生。其中有机酸钠在水溶液部分水解形成

有机酸，同时溶液变成碱性，而硬脂酸、乙酸、叔丁醇作为水解产物，既有亲油基团，又有亲

水基团，在溶液中具有表面活性剂的作用，能够协助提高各组分在溶液中的分散程度，也能

协助被分解的油脂溶解在试剂中。而作为除锈剂的甜菜碱和除锈能力的DBU也具有上述表

面活性剂的功能。向该均一溶液中添加素肉粉，经过搅拌，素肉粉组分分子与溶液中溶剂分

子和其他溶质分子以共价键或者氢键的方式相连，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其中素

肉粉组分分子起到骨架作用，连接和支撑溶剂和其他溶质组分。各组分在超声震荡条件下，

能够在分子级别上均匀分散在体系中，所以每个小空间空间内各组分含量相同。本产品喷

涂在污渍表面时，因为素肉粉分子的支撑和连接作用，能够停留在污渍表面，不易脱落。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

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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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实施例1：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备而成：5份叔丁醇钠、5份硬脂酸钠、5份乙酸钠、5份甜菜碱、5份磷酸一氢钠、5份

DBU、5份表面活性剂、30份乙醇、35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2]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

溶解，得溶液A；

[0023]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60℃，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拌，搅

拌速度：500r/min，搅拌时间：10min，得到溶液B；

[0024]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

液B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10min，震荡功率：300W，得到溶液C；

[0025]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700r/min，搅拌时间：

20min，得到溶液D；

[0026]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20min，震荡功率：500W，对溶液自然冷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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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即得成品1。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备而成：10份叔丁醇钠、10份硬脂酸钠、10份乙酸钠、10份甜菜碱、10份磷酸一氢

钠、10份DBU、15份表面活性剂、40份乙醇、40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其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29]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

溶解，得溶液A；

[0030]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70℃，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拌，搅

拌速度：700r/min，搅拌时间：15min，得到溶液B；

[0031]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

液B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20min，震荡功率：500W，得到溶液C；

[0032]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1000r/min，搅拌时间：

30min，得到溶液D；

[0033]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30min，震荡功率：1000W，对溶液自然冷却到

室温，即得成品2。

[0034] 实施例3：

[003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备而成：7份叔丁醇钠、7份硬脂酸钠、7份乙酸钠、7份甜菜碱、7份磷酸一氢钠、7份

DBU，10份表面活性剂、30份乙醇、35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6]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

溶解，得溶液A；

[0037]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65℃，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拌，搅

拌速度：600r/min，搅拌时间：12min，得到溶液B；

[0038]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

液B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15min，震荡功率：400W，得到溶液C；

[0039]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750r/min，搅拌时间：

15min，得到溶液D；

[0040]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25min，震荡功率：750W，对溶液自然冷却到

室温，即得成品3。

[0041] 实施例4：

[004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备而成：8份叔丁醇钠、8份硬脂酸钠、8份乙酸钠、8份甜菜碱、8份磷酸一氢钠、8份

DBU、10份表面活性剂、40份乙醇、40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3]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

溶解，得溶液A；

[0044]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65℃，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拌，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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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速度：600r/min，搅拌时间：12min，得到溶液B；

[0045]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

液B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15min，震荡功率：400W，得到溶液C；

[0046]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800r/min，搅拌时间：

25min，得到溶液D；

[0047]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25min，震荡功率：750W，对溶液自然冷却到

室温，即得成品4。

[0048] 实施例5：

[004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庭用不锈钢表面除油脂试剂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备而成：9份叔丁醇钠、9份硬脂酸钠、9份乙酸钠、9份甜菜碱、9份磷酸一氢钠、9份

DBU、10份表面活性剂、40份乙醇、40份蒸馏水、1份香精和1份素肉粉，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50] (1)首先按重量份数称取原料组分，将磷酸一氢钠倒入常温蒸馏水中，常温下搅拌

溶解，得溶液A；

[0051] (2)加热乙醇，保持温度在65℃，将硬脂酸钠粉末倒入乙醇中，使用搅拌机搅拌，搅

拌速度：600r/min，搅拌时间：13min，得到溶液B；

[0052] (3)冷却溶液B到常温，将叔丁醇钠、乙酸钠、甜菜碱、香精、素肉粉以及DBU倒入溶

液B中，在常温下超声震荡15min，震荡功率：400W，得到溶液C；

[0053] (4)将溶液A和溶液C混合，使用搅拌机搅拌，搅拌速度：850r/min，搅拌时间：

25min，得到溶液D；

[0054] (5)对溶液D进行超声震荡，震荡时间：25min，震荡功率：800W，对溶液自然冷却到

室温，即得成品5。

[0055] 将成品1-5和现有产品分别喷涂到建材上，去除相同面积的油脂，记录产品的停留

时间和用量；将建材分别浸到本品和现有产品中一个月，然后观察建材的锈蚀程度，所得结

果如下表1所示。

[0056] 表1建材上停留时间、用量和抗锈蚀能力比较

[0057]

[0058] 根据上表可知，本产品在污渍表面停留时间在150s左右，停留时间足够污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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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和溶解；相对于现有产品，达到相同的清洁目的，本品所需体积是现有产品的十分之

一；本产品抗锈蚀能力比现有产品强。

[0059]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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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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