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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

洗液，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量：低泡

润湿剂6-10份；硬脂酸聚氧乙烯酯4-8份；异构醇

C10脂肪醇醚3-6份；仲烷基磺酸钠3-5份；直链烷

基苯磺酸3-5份；椰油酰胺MEA 1-3份；二甲苯磺

酸钠1-3份；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1-2份；

苯甲酸钠0.5-1份；羟基乙叉二膦酸0.5-1份；氨

基三甲叉膦酸0.5-1份；氢氧化钠1.5-2份；水60-

70份。本发明的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清洗

效果好、清洗时间短、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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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

量：

低泡润湿剂CF-10  6-10份；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  4-8份；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  3-6份；

仲烷基磺酸钠  3-5份；

直链烷基苯磺酸  3-5份；

椰油酰胺MEA  1-3份；

二甲苯磺酸钠  1-3份；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1-2份；

苯甲酸钠  0.5-1份；

羟基乙叉二膦酸  0.5-1份；

氨基三甲叉膦酸  0.5-1份；

氢氧化钠  1.5-2份；

水  60-7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其包括

如下组分和含量：

低泡润湿剂CF-10  8份；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  6份；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  5份；

仲烷基磺酸钠  4份；

直链烷基苯磺酸  4份；

椰油酰胺MEA  2份；

二甲苯磺酸钠  2份；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1份；

苯甲酸钠  0.5份；

羟基乙叉二膦酸  0.5份；

氨基三甲叉膦酸  0.5份；

氢氧化钠  1.5份；

水  6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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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表面清洗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用的清理手段通常是用强酸强碱进行浸泡清洗，这样虽然可以清洗干净，

但是，在清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对发动机设备造成损伤，同时，这种清洗方式，对环境的

污染和人体的危害都比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的保护和人体自身的安全意识

越发强烈。现有的清洗发动机的清洗液清洗效果差，清洗时间长，效率低、化学品含量大。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清洗效果好、清洗时间短、效率

高的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

[0004] 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量：

[0006] 低泡润湿剂6-10份；

[0007]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4-8份；

[0008]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3-6份；

[0009] 仲烷基磺酸钠3-5份；

[0010] 直链烷基苯磺酸3-5份；

[0011] 椰油酰胺MEA  1-3份；

[0012] 二甲苯磺酸钠1-3份；

[0013]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1-2份；

[0014] 苯甲酸钠0.5-1份；

[0015] 羟基乙叉二膦酸0.5-1份；

[0016] 氨基三甲叉膦酸0.5-1份；

[0017] 氢氧化钠1.5-2份；

[0018] 水60-70份。

[0019] 优选地，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量：

[0020] 低泡润湿剂8份；

[0021]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6份；

[0022]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5份；

[0023] 仲烷基磺酸钠4份；

[0024] 直链烷基苯磺酸4份；

[0025] 椰油酰胺MEA  2份；

[0026] 二甲苯磺酸钠2份；

[0027]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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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苯甲酸钠0.5份；

[0029] 羟基乙叉二膦酸0.5份；

[0030] 氨基三甲叉膦酸0.5份；

[0031] 氢氧化钠1.5份；

[0032] 水65份。

[0033] 制备时，将上述配方各组分按照顺序添加水中，搅拌均匀即可制备出高效环保发

动机水性清洗液。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5] 1、去污能力远超同类产品5倍以上；

[0036] 2、无色无味、不含任何色素、香精；

[0037] 3、水溶性产品，不含任何溶剂，去污无残留；

[0038] 4、产品环保无污染，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0039] 5、清洗效果好、清洗时间短、效率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这些例举性实施方式的用途和

目的仅用来例举本发明，并非对本发明的实际保护范围构成任何形式的任何限定，更非将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局限于此。

[0041] 实施例1

[0042] 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量：

[0043] 低泡润湿剂6份；

[0044]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4份；

[0045]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3份；

[0046] 仲烷基磺酸钠3份；

[0047] 直链烷基苯磺酸3份；

[0048] 椰油酰胺MEA  1份；

[0049] 二甲苯磺酸钠1份；

[0050]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1份；

[0051] 苯甲酸钠0.5份；

[0052] 羟基乙叉二膦酸0.5份；

[0053] 氨基三甲叉膦酸0.5份；

[0054] 氢氧化钠1.5份；

[0055] 水60份。

[0056] 其中，低泡润湿剂优选低泡润湿剂CF-10，陶氏DOW  TRITON的表面活性剂，其属于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透明液体，具有极佳的润湿性，提高分散剂的分散性能。

[0057]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CAS号为9004-99-3，具有优良的乳化、分散、增溶、抗静电、润

滑、增稠能力。低泡。具有优良的钙镁分散能力。其与低泡润湿剂CF-10可以发生协同作用。

[0058]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又称异构C10脂肪醇醚，属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由C10—

Guerbet醇和乙撑氧构成的烷基聚氧乙烯醚。其符合下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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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RO(CH2CH2O)XH，R＝C10H21；X＝3,5,7,8,9,10,14。

[0060] 其具有极低的凝胶倾向、良好的乳化剂、优异的动态特性和完全生物降解特性。

[0061] 仲烷基磺酸钠，具有良好的去污和乳化力，耐硬水和发泡力好，生物降解性极佳，

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而且在强碱、高温条件下具有极强渗透力，兼具乳化、脱油、洗涤功

能。与阴、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配伍性好，可显著提高配方的应用效果。

[0062] 直链烷基苯磺酸(linear-Alkylbenzenesulfonic  Acid) ,别名:十二烷基苯磺酸，

分子式C18H30O3S，分子量326.49，为有机弱酸，其在配方中作为表面活性剂存在。

[0063] 椰油酰胺MEA，由椰子油和乙醇胺混合的脂肪酸制成，它是白色的蜡状物质。可以

用作增稠剂、发泡剂和乳化剂。它的作用是使配方增稠和不透明，并增强表面活性剂的清洁

能力。

[0064] 二甲苯磺酸钠，作为增溶调理剂，用于使配方的其他组分更好的相溶。可通过二甲

苯磺化后用液碱中和制取。如将二甲苯用硫酸磺化,得二甲苯磺酸,再用液碱中和得二甲苯

磺酸钠粗品,再经脱色、浓缩、结晶、分离,即得成品。

[0065]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别名:1227，苯扎氯铵、杀藻胺DDBAC，洁尔灭，苯扎氯

铵(医用级)，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分子式:C21H38NCl，相对分子质量:340.00。1227

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属非氧化性杀菌剂，具有广谱、高效的杀菌灭藻能力，能有效地

控制水中菌藻繁殖和粘泥生长，并具有良好的粘泥剥离作用和一定的分散、渗透作用，同时

具有一定的去油、除臭能力和缓蚀作用。

[0066] 苯甲酸钠易溶于水，在配方中作为杀菌剂和防腐剂。

[0067] 羟基乙叉二膦酸(HEDP) ,是一种有机磷酸类阻垢缓蚀剂，能与铁、铜、锌等多种金

属离子形成稳定的络合物，能溶解金属表面的氧化物。

[0068] 氨基三甲叉膦酸(Amino  Trimethylene  Phosphonic  Acid，ATMP)，名：氨基三亚甲

基膦酸；相对分子质量：299.05，ATMP具有良好的螯合、低限抑制及晶格畸变作用。可阻止水

中成垢盐类形成水垢，特别是碳酸钙垢的形成。ATMP在水中化学性质稳定，不易水解。在水

中浓度较高时，有良好的缓蚀效果。该氨基三甲叉膦酸(ATMP)与羟基乙叉二膦酸(HEDP)协

同作用，作为金属离子的螯合剂。

[0069] 氢氧化钠在水处理中可作为碱性清洗剂，及作为调节pH值的作用，用于调高整个

配方的pH值。

[0070] 为减少杂质，水优选去离子水。

[0071] 制备时，将上述配方各组分按照顺序添加水中，搅拌均匀即可制备出多功能高效

环保重油污去污剂。

[0072] 实施例2

[0073] 参照实施例1，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其配方如下:

[0074] 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量：

[0075] 低泡润湿剂8份；

[0076]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6份；

[0077]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5份；

[0078] 仲烷基磺酸钠4份；

[0079] 直链烷基苯磺酸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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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椰油酰胺MEA  2份；

[0081] 二甲苯磺酸钠2份；

[0082]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1份；

[0083] 苯甲酸钠0.5份；

[0084] 羟基乙叉二膦酸0.5份；

[0085] 氨基三甲叉膦酸0.5份；

[0086] 氢氧化钠1.5份；

[0087] 水65份。

[0088] 实施例3

[0089] 参照实施例1，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其配方如下:

[0090] 一种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按重量份计，其包括如下组分和含量：

[0091] 低泡润湿剂10份；

[0092] 硬脂酸聚氧乙烯酯8份；

[0093] 异构醇C10脂肪醇醚6份；

[0094] 仲烷基磺酸钠5份；

[0095] 直链烷基苯磺酸5份；

[0096] 椰油酰胺MEA  3份；

[0097] 二甲苯磺酸钠3份；

[0098]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2份；

[0099] 苯甲酸钠1份；

[0100] 羟基乙叉二膦酸1份；

[0101] 氨基三甲叉膦酸1份；

[0102] 氢氧化钠2份；

[0103] 水70份。

[0104] 将实施例1至实施例3制得的高效环保发动机水性清洗液，进行检测，测试方法采

用相应的国家标准(如清洗能力采用GB/T  31027-2014)进行测试，检测结果参见如下表1：

[0105]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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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010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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