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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

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2～5份、防腐

剂2～5份、抗菌剂2～5份、增稠剂1～5份、润湿剂

1～3份、分散剂1～3份、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1～

3份、明胶粉5～20份、钛白粉80～100份、水性树

脂100～120份、负离子添加剂4～8份、二氧化钛3

～7份、改性蛭石粉60～85份和去离子水100～

500份。本发明提供的植物抗菌水漆内含有天然

抗菌植物提取物、明胶粉、负离子添加剂和二氧

化钛，通过上述组分的添加组份能有效的对环境

内的多种病菌、甲醛、苯系物、二氧化硫等有害物

质进行持续净化处理，且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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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

分：消泡剂2～5份、防腐剂2～5份、抗菌剂2～5份、增稠剂1～5份、润湿剂1～3份、分散剂1～

3份、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1～3份、明胶粉5～20份、钛白粉80～100份、水性树脂100～120

份、负离子添加剂4～8份、二氧化钛3～7份、改性蛭石粉60～85份和去离子水100～5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2份、防腐剂2份、抗菌剂2份、增稠剂1份、润湿剂1份、分散剂1份、

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1份、明胶粉5份、钛白粉80份、水性树脂100份、负离子添加剂4份、二氧

化钛3份、改性蛭石粉60份和去离子水1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4份、防腐剂3份、抗菌剂3份、增稠剂3份、润湿剂2份、分散剂2份、

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2份、明胶粉12份、钛白粉90份、水性树脂110份、负离子添加剂6份、二

氧化钛5份、改性蛭石粉70份和去离子水30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5份、防腐剂5份、抗菌剂5份、增稠剂5份、润湿剂3份、分散剂3份、

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3份、明胶粉20份、钛白粉100份、水性树脂120份、负离子添加剂8份、二

氧化钛7份、改性蛭石粉85份和去离子水500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天然抗菌

植物提取物包括石榴皮提取物、樟树叶提取物、艾蒿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竹叶提取物、黄

芩提取物、苦参提取物、马蹄金提取物、黄连提取物、金银花提取物、甘草提取物和鱼腥草提

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

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的制取方法为：

S1、将天然抗菌植物依次进行清洗、烘干、粉碎以及过为80～300目筛，得到天然抗菌植

物粉末A；

S2、向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中加入体积分数为50～70％乙醇水溶液，并对上述乙醇混合

液进行液超声提取，得到提取液B；其中，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10

～40；

S3、将得到的提取液B进行过滤、浓缩后得到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负离子添

加剂包括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的质量比

为1:10～15:30～40:30～4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二氧化钛

为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或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和Pt4+离子掺杂纳米二氧化钛中的一种

或两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改性蛭石

粉的制备方法为:

S1、将碱液、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过硫酸铵和沸石粉混合搅拌1～2h，得

到混合液C；

S2、将混合液C倒入带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密封静置于温度为140～160℃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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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中，晶化反应20～24h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产物并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性

蛭石粉。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其特征在于，碱液、蛭

石粉、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和过硫酸铵的重量份比值为40～60：75～90：55～

70：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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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涂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

漆。

背景技术

[0002] 在装修房屋的过程中，由于许多粘合剂、涂料、油漆、都含有甲醛、苯等有害物质，

会挥发出以甲醛、苯为主的污染气体，对人体造成伤害；人们长时间生活在含有甲醛和苯气

体的环境下会对人体致癌、长期接触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吸入苯会引起急性和慢

性苯中毒；以现有的科技水平老师，装饰材料中的甲醛等有害物质的存在不可避免，甲醛的

挥发周期长达10年之久；通常人们对甲醛等室内有害物质进行净化往往只是简单的种绿色

植物，但是基本没有效果；使用活性炭吸附或者净化器很不方便，需要经常更换活性炭或者

滤芯；使用新风系统对室内进行通风除甲醛成本太高；为此，本申请提出一种分解甲醛释放

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

发明内容

[0003] (一)发明目的

[0004] 为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

抗菌水漆，本发明提供的植物抗菌水漆内含有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明胶粉、负离子添加剂

和二氧化钛，通过上述组分的添加组份能有效的对环境内的多种病菌、甲醛、苯系物、二氧

化硫等有害物质进行持续净化处理，且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

组分：消泡剂2～5份、防腐剂2～5份、抗菌剂2～5份、增稠剂1～5份、润湿剂1～3份、分散剂1

～3份、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1～3份、明胶粉5～20份、钛白粉80～100份、水性树脂100～120

份、负离子添加剂4～8份、二氧化钛3～7份、改性蛭石粉60～85份和去离子水100～500份。

[0007] 优选的，上述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2份、防腐剂2份、

抗菌剂2份、增稠剂1份、润湿剂1份、分散剂1份、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1份、明胶粉5份、钛白

粉80份、水性树脂100份、负离子添加剂4份、二氧化钛3份、改性蛭石粉60份和去离子水100

份。

[0008] 优选的，上述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4份、防腐剂3份、

抗菌剂3份、增稠剂3份、润湿剂2份、分散剂2份、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2份、明胶粉12份、钛白

粉90份、水性树脂110份、负离子添加剂6份、二氧化钛5份、改性蛭石粉70份和去离子水300

份。

[0009] 优选的，上述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消泡剂5份、防腐剂5份、

抗菌剂5份、增稠剂5份、润湿剂3份、分散剂3份、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3份、明胶粉20份、钛白

粉100份、水性树脂120份、负离子添加剂8份、二氧化钛7份、改性蛭石粉85份和去离子水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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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0010] 优选的，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包括石榴皮提取物、樟树叶提取物、艾蒿提取物、银

杏叶提取物、竹叶提取物、黄芩提取物、苦参提取物、马蹄金提取物、黄连提取物、金银花提

取物、甘草提取物和鱼腥草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优选的，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的制取方法为：

[0012] S1、将天然抗菌植物依次进行清洗、烘干、粉碎以及过为80～300目筛，得到天然抗

菌植物粉末A；

[0013] S2、向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中加入体积分数为50～70％乙醇水溶液，并对上述乙醇

混合液进行液超声提取，得到提取液B；其中，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

1:10～40；

[0014] S3、将得到的提取液B进行过滤、浓缩后得到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

[0015] 优选的，负离子添加剂包括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铽氧化物、蛋白

石、电气石和硅藻土的质量比为1:10～15:30～40:30～40。

[0016] 优选的，二氧化钛为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或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和Pt4+离子掺

杂纳米二氧化钛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7] 优选的，改性蛭石粉的制备方法为:

[0018] S1、将碱液、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过硫酸铵和沸石粉混合搅拌1～

2h，得到混合液C；

[0019] S2、将混合液C倒入带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密封静置于温度为140～160

℃烘箱中，晶化反应20～24h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产物并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

改性蛭石粉。

[0020] 优选的，碱液、蛭石粉、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和过硫酸铵的重量份比

值为40～60：75～90：55～70：4～5：1～2。

[0021]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2] 本发明提供的植物抗菌水漆内含有负离子添加剂以增加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的

功能，能有效的对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和VOC等有害气体进行降解，并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效果；植物抗菌水漆内添加的二氧化钛在可见光下即可对环境中的甲

醛、苯系物、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进行持续净化，还能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糖球菌等具

有灭杀作用，能预防呼吸道疾病，还能去除环境内的臭味等；植物抗菌水漆内添加的天然抗

菌植物提取物能有效的对环境内的多种真菌、细菌等进行灭杀，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均由

天然植物提取制得，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更加的环保安全；植物抗菌水漆内添加的改

性蛭石粉对树脂的吸附能力强，使得植物抗菌水漆在干燥过程中不易吸附灰尘；植物抗菌

水漆内添加的明胶粉含有大量氨基酸物质，能有效去除环境内的甲醛等有害气体；

[0023] 本发明提供的植物抗菌水漆对环境更加的友好，更加的环保，能有效的对环境内

的甲醛进行净化，值得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

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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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必要地混淆本发明的概念。

[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

组分：消泡剂2份、防腐剂2份、抗菌剂2份、增稠剂1份、润湿剂1份、分散剂1份、天然抗菌植物

提取物1份、明胶粉5份、钛白粉80份、水性树脂100份、负离子添加剂4份、二氧化钛3份、改性

蛭石粉60份和去离子水100份。

[0027]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包括石榴皮提取物、樟树叶提取物、

艾蒿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竹叶提取物、黄芩提取物、苦参提取物、马蹄金提取物、黄连提

取物、金银花提取物、甘草提取物和鱼腥草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8]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的制取方法为：

[0029] S1、将天然抗菌植物依次进行清洗、烘干、粉碎以及过为80目筛，得到天然抗菌植

物粉末A；

[0030] S2、向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中加入体积分数为50％乙醇水溶液，并对上述乙醇混合

液进行液超声提取，得到提取液B；其中，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

10；

[0031] S3、将得到的提取液B进行过滤、浓缩后得到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

[003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负离子添加剂包括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

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的质量比为1:10:30:30。

[0033]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二氧化钛为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或Fe3+掺杂纳米二氧

化钛和Pt4+离子掺杂纳米二氧化钛中的一种或两种；

[0034] 进一步的，二氧化钛为纳米级二氧化钛。

[0035]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改性蛭石粉的制备方法为:

[0036] S1、将碱液、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过硫酸铵和沸石粉混合搅拌1h，得

到混合液C；

[0037] S2、将混合液C倒入带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密封静置于温度为140℃烘

箱中，晶化反应20h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产物并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性蛭石

粉。

[0038]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碱液、蛭石粉、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和过硫

酸铵的重量份比值为40：75：55：4：1。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

组分：消泡剂4份、防腐剂3份、抗菌剂3份、增稠剂3份、润湿剂2份、分散剂2份、天然抗菌植物

提取物2份、明胶粉12份、钛白粉90份、水性树脂110份、负离子添加剂6份、二氧化钛5份、改

性蛭石粉70份和去离子水300份。

[0041]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包括石榴皮提取物、樟树叶提取物、

艾蒿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竹叶提取物、黄芩提取物、苦参提取物、马蹄金提取物、黄连提

取物、金银花提取物、甘草提取物和鱼腥草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的制取方法为：

[0043] S1、将天然抗菌植物依次进行清洗、烘干、粉碎以及过为200目筛，得到天然抗菌植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951303 A

6



物粉末A；

[0044] S2、向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中加入体积分数为60％乙醇水溶液，并对上述乙醇混合

液进行液超声提取，得到提取液B；其中，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

25；

[0045] S3、将得到的提取液B进行过滤、浓缩后得到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

[0046]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负离子添加剂包括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

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的质量比为1:12:35:35。

[0047]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二氧化钛为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或Fe3+掺杂纳米二氧

化钛和Pt4+离子掺杂纳米二氧化钛中的一种或两种；

[0048] 进一步的，二氧化钛为纳米级二氧化钛。

[0049]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改性蛭石粉的制备方法为:

[0050] S1、将碱液、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过硫酸铵和沸石粉混合搅拌1.5h，

得到混合液C；

[0051] S2、将混合液C倒入带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密封静置于温度为150℃烘

箱中，晶化反应22h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产物并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性蛭石

粉。

[005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碱液、蛭石粉、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和过硫

酸铵的重量份比值为50：80：60：4.3：1.5。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分解甲醛释放负离子的植物抗菌水漆，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

组分：消泡剂5份、防腐剂5份、抗菌剂5份、增稠剂5份、润湿剂3份、分散剂3份、天然抗菌植物

提取物3份、明胶粉20份、钛白粉100份、水性树脂120份、负离子添加剂8份、二氧化钛7份、改

性蛭石粉85份和去离子水500份。

[0055]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包括石榴皮提取物、樟树叶提取物、

艾蒿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竹叶提取物、黄芩提取物、苦参提取物、马蹄金提取物、黄连提

取物、金银花提取物、甘草提取物和鱼腥草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56]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的制取方法为：

[0057] S1、将天然抗菌植物依次进行清洗、烘干、粉碎以及过为300目筛，得到天然抗菌植

物粉末A；

[0058] S2、向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中加入体积分数为70％乙醇水溶液，并对上述乙醇混合

液进行液超声提取，得到提取液B；其中，天然抗菌植物粉末A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

40；

[0059] S3、将得到的提取液B进行过滤、浓缩后得到天然抗菌植物提取物。

[0060]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负离子添加剂包括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

铽氧化物、蛋白石、电气石和硅藻土的质量比为1:15:40:40。

[0061]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二氧化钛为Fe3+掺杂纳米二氧化钛或Fe3+掺杂纳米二氧

化钛和Pt4+离子掺杂纳米二氧化钛中的一种或两种；

[0062] 进一步的，二氧化钛为纳米级二氧化钛。

[0063]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改性蛭石粉的制备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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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S1、将碱液、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过硫酸铵和沸石粉混合搅拌1～

2h，得到混合液C；

[0065] S2、将混合液C倒入带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密封静置于温度为160℃烘

箱中，晶化反应24h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产物并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性蛭石

粉。

[0066]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碱液、蛭石粉、丙烯酰胺、N，N-二甲基聚丙烯酰胺和过硫

酸铵的重量份比值为60：90：70：5：2。

[0067]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旨

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

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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