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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固尘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绿色固尘剂及其制备方法，

所述绿色固尘剂通过采用预糊化淀粉、糊精、黄

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物、蔗糖、水为原料并进行

适当的重量配比，最终制得绿色固尘剂，以预糊

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物的复配

混合物为主粘合剂、蔗糖为辅粘合剂，充分利用

植物多糖的胶体特性，可在粉尘和土壤颗粒间形

成稳定的多点交连网状结构，实现对粉尘和土壤

的高效捕捉和固定，固尘效果好，固尘周期长，具

备一定的耐冲刷性；产品绿色安全，环境友好，无

污染，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施工简单，作业方

便，可满足工地施工、矿山、工业制造等不同固尘

环境的需要；制造成本低，制备过程简单，易于工

业化生产和规模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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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原料由以下组分组成：

预糊化淀粉10-60重量份、糊精5-50重量份、黄原胶1-5重量份、纤维素醚类衍生物1-10

重量份、蔗糖10-80重量份、水500-3000重量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原料由以下组分组成：

预糊化淀粉10-50重量份、糊精5-30重量份、黄原胶1-3重量份、纤维素醚类衍生物1-5

重量份、蔗糖15-60重量份、水500-1500重量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原料由以下组分组成：

预糊化淀粉30重量份、糊精15重量份、黄原胶2重量份、纤维素醚类衍生物3重量份、蔗

糖40重量份、水1000重量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醚类衍生物为羧甲基纤

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糊化淀粉的粒径＜80目，粘

度＞300mpa·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糊精的DE值为15-19％，溶解度

＞9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黄原胶的粒径＜80目，粘度＞

1200mpa·s。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固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醚类衍生物的粒径＜80

目，粘度＞600mpa·s。

9.一种制备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绿色固尘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物、蔗糖，充分混合均匀，得到混

合粉体；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绿色固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进行所述

搅拌的温度为15-60℃，进行所述搅拌的时间为45-120min；

进行所述搅拌的速率为60-18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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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固尘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固尘剂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绿色固尘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粉尘治理是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一项重要课题，很多粉尘问题都源于人为排放，

如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矿山开采扬尘、道路运输扬尘、工业生产扬尘等。

[0003] 水力降尘固尘是目前最常见、最简便的除尘方法，但是水的表面张力大、对粉尘的

浸润效果差，而且易挥发，因此单纯依靠洒水固尘效率较很低、而且作用时间很短，难以满

足当前环保的需要。

[0004] 近年来，各国在固尘剂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进展，但这些产品不同程度存在难降

解、成本高、二次污染等问题。CN200810057756.4以硅胶为主要原料制备固尘剂，硅胶在原

料中的比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该方法主要存在降解困难的问题；CN201010204156.3以高

分子合成水溶性聚合物、丙二醇苯醚、聚乙烯醇、聚丙烯酸铵盐与水制备抑尘剂，该方法存

在二次污染的问题；CN201210329645.0以羧乙基纤维素钠、羧丙基淀粉钠、双氧水、甘油、氯

化钙、氟化钠、邻苯二甲酸二丁酯、膨润土和水制成抑尘剂，工艺复杂，同样存在二次污染问

题；CN201110160998.8以天然乳胶、天然植物纤维、丙三醇、表面活性剂及水制备抑尘剂，成

本较高，同样存在难降解的问题；CN106350014A以水解动物蛋白、十二烷基硫酸钠、羟乙基

纤维素、硅树脂聚醚乳液等制成降尘剂，该方法存在制作过程复杂、成本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绿色环保、易于降解、环境

友好、固尘能力强的绿色固尘剂及其制备方法。通过调整所述稀土硫氧化物中的硫氧比例，

就能够获得不同颜色的着色剂。所述绿色固尘剂是以改性植物多糖复配物(预糊化淀粉、糊

精、黄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物的复配混合物)为主粘合剂、植物双糖(蔗糖)为辅粘合剂的

水溶液；所述固尘剂充分利用了植物多糖的胶体特性，可在粉尘和土壤颗粒间形成稳定的

多点交连网状结构，从而实现对粉尘和土壤的高效捕捉和固定；所述固尘剂绿色安全，环境

友好，制备简单，使用方便，可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固尘需要。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

[0008] 预糊化淀粉10-60重量份、糊精5-50重量份、黄原胶1-5重量份、纤维素醚类衍生物

1-10重量份、蔗糖10-80重量份、水500-3000重量份。

[0009] 进一步优选所述绿色固尘剂的原料组分包括：

[0010] 预糊化淀粉10-50重量份、糊精5-30重量份、黄原胶1-3重量份、纤维素醚类衍生物

1-5重量份、蔗糖15-60重量份、水500-1500重量份。

[0011] 进一步优选所述绿色固尘剂的原料组分包括：

[0012] 预糊化淀粉30重量份、糊精15重量份、黄原胶2重量份、纤维素醚类衍生物3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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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蔗糖40重量份、水1000重量份。

[0013] 所述纤维素醚类衍生物为羧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羟丙

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4] 一种制备所述绿色固尘剂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物、蔗糖、充分混合均匀，得

到混合粉体；

[0016]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17] 步骤(1)中，所述糊化淀粉的粒径＜80目(0.175mm)，粘度＞300mpa·s；所述糊精

的DE值15-19％，溶解度＞98％；所述黄原胶的粒径＜80目(0.175mm)，粘度＞1200mpa·s；

所述纤维素醚类衍生物的粒径＜80目(0.175mm)，粘度＞600mpa·s。

[0018] 步骤(2)中，进行所述搅拌的温度为15-60℃，进行所述搅拌的时间为45-120min；

[0019] 进行所述搅拌的速率为60-180rpm。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本发明所述的绿色固尘剂，通过采用预固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

物、蔗糖、水为原料并进行适当的重量配比，最终制备得到的绿色固尘剂，以预糊化淀粉、糊

精、黄原胶、纤维素醚类衍生物的复配混合物为主粘合剂、蔗糖为辅粘合剂，充分利用了植

物多糖的胶体特性，可在粉尘和土壤颗粒间形成稳定的多点交连网状结构，从而实现对粉

尘和土壤的高效捕捉和固定；具有优点如下：(a)将植物多糖的成胶特性与植物双糖的渗透

特性有机结合，可在土壤表层成膜的同时快速向下渗透，在土壤外部形成稳定的、具有较高

强度的、连续的固化层，能有效固定土壤和灰尘颗粒，高效抑制扬尘；(b)所形成固化层具有

很好的稳定性，并具备一定的耐冲刷性，固尘效果好，固尘周期长，可满足曝晒、高温、降雨、

强风等不同环境下的固尘需要，已通过6-8级风力条件下的风况固尘测试；(c)所有配方设

计均以绿色环保作为前提考量，因此产品绿色安全，环境友好，无污染，不会造成“二次污

染”；(d)施工简单，作业方便，可满足工地施工、矿山、工业制造等不同固尘环境的需要；(f)

制造成本低，制备过程简单，易于工业化生产和规模化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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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3] 下面实施例中以1重量份代表1g。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预糊化淀粉10重量份、糊精5重量

份、黄原胶1重量份、羧甲基纤维素10重量份、蔗糖10重量份、水500重量份。

[0026] 所述绿色固尘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27]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羧甲基纤维素、蔗糖充分混合均匀，得到混

合粉体；所述预糊化淀粉平均粒径0.15mm、粘度400mpa·s；糊精DE值为17％、溶解度为

99.5％；黄原胶平均粒径0.11mm、粘度1650mpa·s；羧甲基纤维素平均粒径0.12mm、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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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mpa·s；

[0028]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在15℃条件下、以120rpm速率进行搅拌45min，使其充

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29] 实施例2

[003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预糊化淀粉60重量份、糊精5重量

份、黄原胶5重量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5重量份、蔗糖80重量份、水3000重量份。

[0031] 所述绿色固尘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32]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蔗糖，充分混合均匀，得

到混合粉体；所述预糊化淀粉的平均粒径为0.15mm、粘度为400mpa·s；糊精的DE值为17％、

溶解度为99.5％；黄原胶的平均粒径为0.11mm、粘度1650mpa·s；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平均

粒径为0.14mm、粘度为1300mpa·s；

[0033]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在60℃条件下、以180rpm速率进行搅拌45min，使其充

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34] 实施例3

[003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预糊化淀粉30重量份、糊精10重量

份、黄原胶1重量份、羟乙基纤维素5重量份、蔗糖20重量份、水1000重量份。

[0036] 所述绿色固尘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37]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羟乙基纤维素、蔗糖，充分混合均匀，得到混

合粉体；所述预糊化淀粉的平均粒径为0.15mm、粘度为400mpa·s；糊精的DE值为17％、溶解

度为99.5％；黄原胶的平均粒径为0.11mm、粘度为1650mpa·s、羟乙基纤维素的平均粒径为

0.12mm、粘度为1500mpa·s；

[0038]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在45℃条件下、以120rpm速率进行搅拌80min，使其充

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39] 实施例4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预糊化淀粉50重量份、糊精10重量

份、黄原胶3重量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重量份、羧甲基纤维素2重量份、蔗糖50重量份、水

1500重量份。

[0041] 所述绿色固尘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42]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羧甲基纤维素、蔗糖、充

分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粉体；所述预糊化淀粉的平均粒径0.15mm、粘度为400mpa·s；糊精的

DE值为17％、溶解度为99.5％；黄原胶的平均粒径为0.11mm、粘度为1650mpa·s；羟丙基甲

基纤维素的平均粒径为0.12mm、粘度为1500mpa·s；羧甲基纤维素的平均粒径为0.12mm、粘

度为800mpa·s；

[0043]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在45℃条件下、以60rpm速率进行搅拌60min，使其充

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44] 实施例5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预糊化淀粉30重量份、糊精30重量

份、黄原胶2重量份、羟乙基纤维素4重量份、羟丙基纤维素2重量份、蔗糖60重量份、水1200

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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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所述绿色固尘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47]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蔗糖、充分混

合均匀，得到混合粉体；所述预糊化淀粉的平均粒径为0.15mm、粘度为400mpa·s；糊精的DE

值为17％、溶解度为99.5％；黄原胶的平均粒径0.11mm、粘度为1650mpa·s；羟乙基纤维素

的平均粒径为0.12mm、粘度为1500mpa·s；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平均粒径为0.14mm、粘度为

1300mpa·s；

[0048]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在45℃条件下、以120rpm速率进行搅拌60min，使其充

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49] 实施例6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绿色固尘剂，原料组分包括：预糊化淀粉15重量份、糊精50重量

份、黄原胶3重量份、羧甲基纤维素1重量份、蔗糖30重量份、水1000重量份。

[0051] 所述绿色固尘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52] (1)依次取预糊化淀粉、糊精、黄原胶、羧甲基纤维素、蔗糖、充分混合均匀，得到混

合粉体；所述预糊化淀粉的平均粒径为0.15mm、粘度为400mpa·s；糊精的DE值为17％、溶解

度为99.5％；黄原胶的平均粒径0.11mm、粘度为1650mpa·s；羧甲基纤维素的平均粒径为

0.12mm、粘度为800mpa·s；

[0053] (2)向所述混合粉体中加水，在45℃条件下、以60rpm速率进行搅拌60min，使其充

分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绿色固尘剂。

[0054] 实验例

[0055] 以某建筑施工现场为例：土质成分：沙土混合物为主；测试面积：500㎡。

[0056] 固尘方法：将固尘剂直接喷洒至测试地面；喷洒量：10L固尘剂/㎡。结果如表1所

示。

[0057] 表1-固尘剂的性能测试结果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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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从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所述绿色固尘剂能够实现有效固尘，固尘效果好，无毒，无

腐蚀性，绿色安全，对环境友好。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021924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