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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日用品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含有

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及其制备方法。该洗衣

液，包括烷基葡萄糖苷、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

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椰子

油二乙醇酰胺、植物提取液、十八烷基二甲基苄

基氯化铵、聚丙烯酸钠、有机硅消泡剂、对氯间二

甲苯酚、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植物精油、色素、

聚乙烯吡咯烷酮、过碳酸钠、复合生物酶、向日葵

杆提取物、去离子水。该洗衣液，充分保留了高活

性成分因子，漂白增艳效果好，有效防止褪色串

色，高效去污、配方环保，可实现洗涤、柔软、漂

白、增艳、杀菌一次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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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

烷基葡萄糖苷5～1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3～1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0.5～4

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1～3份、椰子油二乙醇酰胺1～3份、植物提取液3～8份、十八烷基二

甲基苄基氯化铵0.5～2份、聚丙烯酸钠0.1～1.5份、有机硅消泡剂0.1～0.3份、对氯间二甲

苯酚0.1～0.5份、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1～5份、植物精油0.01～0.02份、色素0.001～0.002

份、聚乙烯吡咯烷酮1～2份、过碳酸钠0.5～3份、复合生物酶0.1～0.5份、向日葵杆提取物

0.1～0.5份、去离子水30～9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向日葵杆提取

物通过下述方法获得：将向日葵杆及内芯进行干燥、粉碎，并在65℃下用75％乙醇进行回流

提取，再依次进行抽滤、蒸馏、干燥、灭菌、粉碎、过滤，获得向日葵杆提取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提取液所

使用的植物为黄芩、防风、栀子或金银花中的一种或几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精油所使

用的植物为佛手柑、尤加利、马郁兰、广藿香、花梨木、安息香或薰衣草。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柠檬酸水溶

液和氯化钠。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烷基葡萄糖苷

的碳数为C12～C14。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醇聚氧乙

烯醚的聚合度为9。

8.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向日葵杆提取物中加入去离子水并搅拌成胶状物，再加入聚乙烯吡咯烷酮并搅

拌成发泡液体后，加入复合生物酶和过碳酸钠并搅拌，形成以向日葵杆提取物为载体的微

胶囊；

(2)将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乳化一体机中，并开启搅拌和均质功能，再缓慢加入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硫酸铵，并根据泡沫的大小加入有机硅消泡剂，再加入去离子水并保持均质乳

化5min～10min后，停止均质并继续搅拌，加入烷基葡萄糖苷、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

氧乙烯醚、椰子油二乙醇酰胺、植物提取液、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聚丙烯酸钠、对氯

间二甲苯酚、植物精油，再用柠檬酸水溶液调节pH至6～7，开启均质乳化功能，加入椰油酰

胺丙基甜菜碱、氯化钠调节产品的粘稠度，再加入色素，继续乳化5min，并关闭均质功能，再

加入步骤(1)获得的微胶囊并搅拌混合5min，使产品呈悬浮微粒状，获得洗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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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日用品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洗衣液是当今人们清洗日常用品的必需品，其需求量也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而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洗衣液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现有市场上可供选

择的洗衣液的种类十分广泛；然而，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而言，清洗日常穿着的衣物时，主

要是为了清洗衣物上的灰尘、汗渍和异味等，同时，还要能保持衣物本身的色彩和光泽，避

免洗衣液对衣物以及皮肤造成的伤害。

[0003] 然而，由于技术的限制，现有的洗衣液在清洗衣物时也存在诸多缺陷，如，高活性

成分因子的含量较少，去污功效单一、去污效果差；易发生衣物串色、褪色等问题；产品的配

方中含有磷助剂，对环境造成污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有效防止串色褪色问

题，配方环保、性质温和、去污效果佳。

[0005]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工艺过

程简单，成本更加低廉，产品的稳定性更好。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烷基葡萄糖苷5～

1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3～1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0.5～4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1

～3份、椰子油二乙醇酰胺1～3份、植物提取液3～8份、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0.5～2

份、聚丙烯酸钠0.1～1.5份、有机硅消泡剂0.1～0.3份、对氯间二甲苯酚0.1～0.5份、椰油

酰胺丙基甜菜碱1～5份、植物精油0.01～0.02份、色素0.001～0.002份、聚乙烯吡咯烷酮1

～2份、过碳酸钠0.5～3份、复合生物酶0.1～0.5份、向日葵杆提取物0.1～0.5份、去离子水

30～90份；该洗衣液，还包括柠檬酸水溶液和氯化钠。

[0008] 进一步地，向日葵杆提取物通过下述方法获得：将向日葵杆及内芯进行干燥、粉

碎，并在65℃下用75％乙醇进行回流提取，再依次进行抽滤、蒸馏、干燥、灭菌、粉碎、过滤，

获得向日葵杆提取物。该向日葵杆提取物属于离子型多孔结构，具有优良的洗涤去污功能，

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复配，可以使活性成分复合生物酶、过碳酸钠以微胶囊的形式存

在，避免活性成分久置失活的弊端。

[0009] 烷基葡萄糖苷(简称APG)，是一种天然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去污能力强，洗后织物

柔软性好，抗静电，温和不伤手，可完全降解，对环境保护意义重大；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

铵(简称AESA)，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使用后织物透气性高，优于AES；将APG和AESA复配，洗

涤效果良好，性质温和，渗透速度快，相互协调性强，去除尘土污物的速度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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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辛基酚聚氧乙烯醚(简称OP-10)，具有良好的润湿扩散作用，可以加速各种污渍在

水中分布的均匀性；脂肪醇聚氧乙烯醚(n＝9)，属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可以促进微胶囊内有

效成分杀毒、灭菌、氧漂的渗透作用，结合使用可以有效抗静电、使织物柔软，使白色织物更

加洁白，彩色织物更加鲜艳，并有效分解织物的顽固蛋白渍，使成为溶于水的小分子成分漂

洗，解决了普通洗衣液对蛋白渍无法有效去除的弊病。

[0011] 椰子油二乙醇酰胺属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其与AESA复配使用，去污作用增强，而

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简称CAB-35)属于两性表面活性剂，是绝佳的调理剂，高聚物聚乙烯

吡咯烷酮(PVP)与向日葵杆提取物为载体的微胶囊可以使有效活性成分完全保留，洗涤作

用增强，还可以有效防止衣物间的褪色、串色问题。

[0012] 聚丙烯酸钠可以使体系中的污渍离子不再沉淀在衣物上，是一种优良的抗组织再

沉淀剂，与对氯间二甲苯酚共用，可以有效杀灭附在洗衣机内壁上的霉菌；同时，植物提取

液又可使杀菌作用加强，使洗衣机内壁的细菌不再滋生。

[0013] 采用柠檬酸作为体系的pH调节剂，使用时以去离子水调成溶液；该柠檬酸水溶液

还可以使硬水中的钙镁离子溶解，是一种良好的螯合剂、pH调节剂。

[0014] 该洗衣液用于各种布草衣物的洗涤，且手洗机洗均适宜。

[0015] 进一步地，植物提取液所使用的植物为黄芩、防风、栀子或金银花中的一种或几

种；更进一步地，植物精油所使用的植物为佛手柑、尤加利、马郁兰、广藿香、花梨木、安息香

或薰衣草。此植物提取液杀菌、灭菌作用强，配合植物精油，可是植物呈长久植物香氛，亦具

有保健作用，是未来高端洗衣液的发展方向。

[0016] 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在向日葵杆提取物中加入去离子水并搅拌成胶状物，再加入聚乙烯吡咯烷酮

并搅拌成发泡液体后，加入复合生物酶和过碳酸钠并搅拌，形成以向日葵杆提取物为载体

的微胶囊；

[0018] (2)将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乳化一体机中，并开启搅拌和均质功能，再缓慢加入脂

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并根据泡沫的大小加入有机硅消泡剂，再加入去离子水并保持均

质乳化5min～10min后，停止均质并继续搅拌，加入烷基葡萄糖苷、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辛基

酚聚氧乙烯醚、椰子油二乙醇酰胺、植物提取液、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聚丙烯酸钠、

对氯间二甲苯酚、植物精油，再用柠檬酸水溶液调节pH至6～7，开启均质乳化功能，加入椰

油酰胺丙基甜菜碱、氯化钠调节产品的粘稠度，再加入色素，继续乳化5min，并关闭均质功

能，再加入步骤(1)获得的微胶囊并搅拌混合5min，使产品呈悬浮微粒状，获得洗衣液。

[0019] 本发明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及其制备方法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去污效率高、速度快，配方环保无毒、可降解，性质温和，泡沫低易漂洗，可使织

物更柔软，杀菌、消毒一体化完成，有效解决了以往洗衣液功效单一、洗衣机内壁霉菌滋生、

交叉感染的问题；

[0021] (2)采用微胶囊技术，保留了高活性成分因子，增加了布草衣物的漂白增艳作用，

引入的高聚物又可防止褪色串色问题；

[0022] (3)采用植物提取液和植物精油，使得植物香氛持久，具有明显的驱虫害作用，兼

具保健作用；

[0023] (4)采用冷制法加工而成的洗衣液，工艺简单，成本低，产品稳定性好，经济效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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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洗涤、柔软、漂白、增艳、杀菌一次性完成，节约水资源，应用前景广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包括烷基葡萄糖苷(具体为碳数为碳数为C12

～C14的APG1214)10kg、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10kg、脂肪醇聚氧乙烯醚(n＝9)3kg、辛基

酚聚氧乙烯醚2.5kg、椰子油二乙醇酰胺3kg、植物提取液4kg、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1kg、聚丙烯酸钠0.15kg、有机硅消泡剂0.15kg、对氯间二甲苯酚(适量丙二醇溶后加水)

0.1kg、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2kg、植物精油0.01kg、色素(适量水溶后加入)0.0014kg、聚乙

烯吡咯烷酮1.5kg、过碳酸钠1kg、复合生物酶0.2kg、向日葵杆提取物0.25kg、去离子水62kg

以及适量的氯化钠和柠檬酸水溶液。植物提取液所使用的植物为黄芩、防风、栀子；植物精

油所使用的植物为佛手柑。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包括烷基葡萄糖苷(具体为碳数为碳数为C12

～C14的APG1214)10kg、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12kg、脂肪醇聚氧乙烯醚(n＝9)2.5kg、辛

基酚聚氧乙烯醚2kg、椰子油二乙醇酰胺2kg、植物提取液5.5kg、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

铵1.2kg、聚丙烯酸钠0.15kg、有机硅消泡剂0.2kg、对氯间二甲苯酚(适量丙二醇溶后加水)

0.1kg、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2.5kg、植物精油0.01kg、色素(适量水溶后加入)0.0014kg、聚

乙烯吡咯烷酮1.5kg、过碳酸钠0.95kg、复合生物酶0.2kg、向日葵杆提取物0.2kg、去离子水

58kg以及适量的氯化钠和柠檬酸水溶液。植物提取液所使用的植物为防风、栀子、金银花；

植物精油所使用的植物为尤加利。

[0028] 实施例3

[0029] 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包括烷基葡萄糖苷(具体为碳数为碳数为C12

～C14的APG1214)10kg、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13kg、脂肪醇聚氧乙烯醚(n＝9)3kg、辛基

酚聚氧乙烯醚1.5kg、椰子油二乙醇酰胺2.5kg、植物提取液3kg、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

铵1.5kg、聚丙烯酸钠0.15kg、有机硅消泡剂0.25kg、对氯间二甲苯酚(适量丙二醇溶后加

水)0.1kg、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3kg、植物精油0.01kg、色素(适量水溶后加入)0.0014kg、聚

乙烯吡咯烷酮1.5kg、过碳酸钠0.9kg、复合生物酶0.2kg、向日葵杆提取物0.15kg、去离子水

59kg以及适量的氯化钠和柠檬酸水溶液。植物提取液所使用的植物为黄芩、防风、栀子和金

银花；植物精油所使用的植物为广藿香。

[0030] 实施例4

[0031] 实施例1至实施例3中的向日葵杆提取物通过下述方法获得：将向日葵杆及内芯进

行干燥、粉碎，并在65℃的条件下，以3倍用量的浓度为75％的乙醇回流提取3小时，再进行

抽滤，将滤液进行减压蒸馏、蒸出多余醇，得到清膏状提取物；再进行干燥、灭菌、粉碎，过

120目筛网，获得向日葵杆提取物。

[0032] 实施例5

[0033] 一种含有向日葵杆微胶囊的洗衣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在向日葵杆提取物中加入适量的去离子水并搅拌湿润成胶状物，再加入聚乙

烯吡咯烷酮并不断搅拌成清亮粘稠的发泡液体后，加入复合生物酶和过碳酸钠并搅拌，形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452782 A

5



成以向日葵杆提取物为载体的微胶囊；

[0035] (2)将一半的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乳化一体机中，保持搅拌和均质按钮开启，再缓

慢加入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AESA)，此过程较缓慢，避免回流管道堵塞；根据泡沫的大

小加入有机硅消泡剂，加完之后再补充加入剩余的去离子水，并保持均质乳化5min～10min

后，关闭均质按钮，只保留搅拌按钮，继续加入烷基葡萄糖苷、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

氧乙烯醚、椰子油二乙醇酰胺、植物提取液、十八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聚丙烯酸钠、对氯

间二甲苯酚、植物精油，再用柠檬酸(以适量水溶解)调节pH至6～7，打开均质乳化按钮，加

入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氯化钠(适量水溶解)调节产品的粘稠度，再加入色素(以适量水溶

解)，继续乳化5min，关闭均质按钮；加入步骤(1)获得的微胶囊并搅拌混合5min，使产品呈

悬浮微粒状，获得洗衣液，再经过老化、检验、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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