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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知识



杀菌剂知识

• 杀菌剂分类：

• 1.氧化类杀菌剂：

• 主要通过与细菌体内代谢酶发生氧化作用而达到杀菌
目的。

• 2.非氧化类杀菌剂：

• 主要以致毒剂的方式作用于微生物的特殊部位，从而
达到杀菌效果

• 2.1无机类杀菌剂

• 2.2有机类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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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杀菌剂

• 一种理想的防腐防霉剂，应符合下述条件：

• （1）高效，即抗菌作用强，用量少且可迅速灭菌；

• （2）广谱，即对多数微生物有杀灭或抑制作用；

• （3）低毒，对人体、动物和环境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 （4）长效，即可长期保持药效；

• （5）稳定；

• （6）具备适宜的相容性；

• （7）市场潜力大，价格便宜，货源充足，便于推广。



有机杀菌剂

• 有机合成类防腐防霉剂就结构来说，主要分季铵盐、酚醚

类、苯酚类、双胍类、异噻唑类、吡咯类、有机金属类、

咪唑类、吡啶类、噻唑类等等。目前市场上采用的抗菌防

腐防霉剂有几百种之多，但初步统计，起码一半以上为异

噻唑类化合物，为此下文就异噻类工业杀菌剂的应用和研

究做一些整理，供大家参考。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

•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是指含有异噻唑啉酮环的系列化合物

的总称，是一类新型的广谱高效杀菌剂，由于其高效性、

环境友好性及广谱性等优点已经并越来越发挥着其重要作

用。因此广泛应用于工业循环冷却水、粘合剂、纺织、涂

料、乳液、塑料、聚氨酯、造纸、建材、制革、轻工日化、

金属加工油、农林环保等各种领域。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

• 目前在国内外市场上常见的异噻唑啉酮工业杀菌剂主要有

以下近十种，其中CMIT/MIT是应用最广泛的混合物。这些

化合物因其结构的差异在杀菌性能上显示了不同的特点，

一般异噻唑啉酮衍生物，支链短的为杀细菌剂，水溶性也

较好；支链长的为杀真菌剂，水溶性较差。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

• 异噻唑啉酮属于杂环有机化合物，其基本结构式如图1，

图2所示。其衍生物是指2位、4位及5位上被其他物质取代

所形成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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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噻唑啉酮CMIT/MIT

1.目前国内涂料中应用最多的罐内防腐剂CMIT/MIT。

2.外观为淡黄或淡绿色透明液体，可广泛应用于水性涂料、油漆、水性
聚合物材料、胶黏剂、颜料分散液、油墨、洗涤剂和密封胶等各种水
性体系防腐。

3.主要特点：

• （1）杀菌谱线全面，杀菌速度快速；

• （2）水溶性优异，温度＞50℃或pH＞8.5时，不易稳定；

• （3）性价比高。

4.复配情况：

• CMIT/MIT 一般可以和甲醛、甲醛释放体、1227、BNP、DBNPA、BIT、MIT、
MBIT、MBT、TCMTB、OIT等复配。



4，5-二氯-2-甲基-4-异噻唑啉-3酮 (DCMIT）

1.外观呈白色结晶粉末，不溶于水，具有杀菌速度快，杀菌效率高，使
用剂量低，对异养菌，尤其是铁细菌和硫酸盐还原菌具有优异的杀灭
效果，具有优良的环保性，是理想的快速杀生，迅速恢复系统效率的
杀菌剂，与系统中其它物质的兼容性良好，能够实现完全生物降解，
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2.就杀菌试验来说，1ppm，24小时杀菌率＞99.0%（起始菌数：
1.3×107个/ml）。

3.研发阶段。。。



苯并异噻唑啉酮BIT

1.BIT是涂料领域中用量仅次于CMIT/MIT的罐内防腐剂。

2.外观一般为白色粉末，对细菌的抑制效果比较明显，对枯草芽孢杆菌
和大肠杆菌的抑制活性优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水性
涂料、聚合物乳液、胶粘剂、造纸、建材橡塑制品、日用化学品、合
成纤维、金属加工、石油开采、工业水处理、农药等诸多水性产品防
腐。

3.主要特点：

• （1）广谱抑菌，效果持久；

• （2）耐高温（＜150℃）、耐酸碱（2-12）；

• （3）各种原料和配方兼容性良好。

4.复配情况：

包括BIT+CMIT/MIT、BIT+MIT、BIT+OIT、BIT+BNP、BIT+BBIT、
BIT+PCMX、BIT+SPT、BIT+BK、BIT+OPP等等。



2-甲基-4-异噻唑啉-3-酮MIT

1.MIT作为高品质水基化防腐剂，一直在化妆品领域使用。

2.外观一般为淡黄色或无色透明液体，除化妆品外，还可广泛用于工业
冷却水、油田回注水、造纸行业、涂料、油漆、橡胶、感光胶片及洗
涤用品等工业。

3.主要特点：

（1）广谱抑菌，作用持久

（2） MIT防腐效果弱于BIT系列，但可以协助BIT或CMIT在水中的溶解

（3）水溶性好，性价比不好。

4.复配情况：

包括MIT+BIT、MIT+MBIT、MIT+OIT、MIT+CMIT、MIT+BNP、MIT+PHMB、
MIT+IPBC等等。



辛基异噻唑啉酮OIT

1.   OIT对大多数微生物都有优异的抗菌效果，尤其对霉菌具有极
强的杀灭能力。

2. 外观一般为淡黄色至无色透明液体。该产品广泛用于保护乳胶
型和溶剂型干膜不受霉菌和酵母的侵蚀，该系列产品不影响膜
漆的长期稳定性，也不会造成膜漆的变黄，失色，粉化或开裂。

3.  主要特点：
• （1）杀菌谱线全面，主要针对霉菌

• （2）pH温度可达9.0，耐温可达180℃

• （3）对皮肤有一定刺激

• （4）水溶性较大，不宜户外使用

4.  复配情况：
• 包括OIT+BIT，OIT+MIT，OIT+CMIT/MIT，OIT+阳离子，OIT+BCM+敌

草隆，OIT+IPBC等等。



二氯-N-辛基-4-异噻唑啉-3-酮DCOIT

1. DCOIT属于新一代环保型防霉防藻剂。

2.  外观为白色粉末。可用于塑料、涂料、船舶、鱼网的防腐防霉防藻
及地下水系的抑菌。

3.  主要特点：

• （1）抗菌防霉防藻三合一；

• （2）耐紫外、耐高温、耐雨淋，耐候性强

• （3）对皮肤有一定过敏。

4.  复配情况：

• 复配：SEA-NINE® 211、ROCIMA™ 342、万立净 670。另外如
DCOIT+IPBC、DCOIT+BBIT、DCOIT+TCMTB、DCOIT+戊唑醇、DCOIT+

氧化亚铜，DCOIT+氧化亚铜+百菌清，DCOIT+硫氰酸亚酮，DCOIT+氧化亚
铜+敌草隆，DCOIT+2-甲硫基-4-叔丁胺基-6-环丙胺基三嗪Irgarol 1051。



丁基苯并异噻唑啉酮BBIT

1. BBIT对细菌、真菌以及藻类均有优异的抗菌活性，尤其对霉
菌具有极强的杀灭能力。

2. 外观为淡黄色透明液体。专用于杀灭侵蚀附着在聚氨酯
（PU）、聚氯乙烯（PVC）、聚硅氧烷（硅酮）、聚乙烯
（PE）、聚丙烯（PP）等高分子材料上的微生物，可与增塑
剂、有机载体及稀释剂混溶，使用方便。

3.  主要特点：
• （1）抗菌防霉防藻三合一

• （2）耐紫外、耐雨淋、耐高温，耐候性强

• （3）不含卤素，对皮肤有一定刺激

4.  复配情况：
• 包括复配：VANQUISH 100、DENSIL® DG 45、万立清M-789、

Wancide DBT-200。包括如BBIT+BIT、BBIT+DCOIT、BBIT+OIT等等。



甲基苯并异噻唑啉酮MBIT

1.   MBIT外观为白色粉末，其对细菌具有优异的抗菌活性，同时对霉菌

的抑制效果也相对出色。

2. 主要特点：

• （1）杀菌谱线全面

• （2）防霉弱于BBIT、防腐强于BIT

• （3）水溶性一般，对皮肤有一定刺激

3. 复配情况：

• 包括复配：BIOBANT 551S、BIOBANT 557。包括MBIT+BBIT、MBIT+MIT、
MBIT+CMIT等等。



正丁基苯并异噻唑啉酮OBIT

1. 外观为液态，其对细菌、真菌以及藻类均有优异的抗菌活性，尤其
对霉菌具有极强的杀灭能力。可用于杀灭附着在高分子材料上的微
生物，非常适合应用于PU 硬泡、软泡、弹性体、防水材料、人造革、
胶黏剂等的抗菌防腐，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2. 研发阶段。。。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杀菌机理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与各种菌类的作用关系已有广泛的研究，作为杂

环类化合物，其杀菌机理主要是非氧化型杀菌剂，对受体细胞膜和细
胞壁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在穿透细胞外围后可与细胞内含硫的蛋白
质、酶或简单分子相互作用，使其S—N 键断裂，从而与受体形成
S—S 键，破坏细胞的正常功能，因此S—N键越弱越有利于抗菌。但
是该类化合物在细胞内的反应机理目前还不完全清楚。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抗药性

• 微生物对杀菌剂的抗药性是指由于某一类工业杀菌剂长期连续使用而
引起的靶标菌群对杀菌剂的敏感性降低，从而造成杀菌防腐效果的下
降。

• 微生物的抗药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 （1）微生物体内产生钝化或分解杀菌剂的酶；

• （2）改变了细胞膜的渗透性而导致抗药性；

• （3）细胞内被作用过的点发生了改变。

• 抗药性的产生与工业上对同一类杀菌剂的长期、大量、连续反复使用
有关，微生物对有害环境具有很强的应变机制的群体往往因此产生抗
药性。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应用领域

• 工业领域的应用

• 从国内外的工业杀菌剂的研究和应用情况来看，杂环类杀菌剂因
其具有理想的杀菌活性及不污染环境的特性，所以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极其广阔广泛。异噻唑啉酮衍生物杀菌剂作为杂环类杀菌剂中的姣姣
者，主要其优点体现在广谱、高效、低毒和易降解等优点，这些优点
成为了工业杀菌剂今后的发展方向的重要发展趋势。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应用领域

• 农业领域的应用

•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具有高效广谱的杀菌性
能，对细菌、真菌、放线菌及藻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对植物
的腐烂病、根腐病、早期落叶病等具有良好的防治作用。比如BIT在
农药行业登记商品名为噻霉酮，主要在南方水果病害防治。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应用领域

• 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 据报道，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在医药上的应用历史比较短，主要
用作抗副交感神经药，血小板聚集抑制剂，抗炎、止痛、解热药和肝
磷脂酶抑制剂。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发展方向

• 低致敏性异噻唑类衍生物

• 目前的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对皮肤均有一定的腐蚀性，并可能伴
有皮肤过敏。致敏最强的为CMIT与MIT的混合物，其中CMIT的刺激
性更强。这类化合物除引起接触性皮肤过敏外还会灼伤皮肤，那么低
致敏性异噻唑类衍生物开发研究已迫在眉睫。



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发展方向

• 复配是发展趋势

• 趋向于与其他杂环相结合以实现生物活性的叠加，增加其抗菌性
能、拓宽其应用领域。

• *单一组分的防腐剂如单独使用往往不能达到完美防腐效果，实现生
物活性的叠加和拓展已成为微生物杀菌剂的重要发展方向。

• *形成异噻唑啉酮类衍生物三元或四元复配，通过优化杀菌剂配方达
到缓解工业微生物的耐药性问题。

• *复配可以降低单组份异噻唑啉酮衍生物的使用量，一来可降低过敏
反应的几率，二来避免法规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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