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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SPARED SIZING DIRECT SPRAY REACTIVE DYE INK

(54) 发明名称：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57) Abstract: A spared sizing direct spray reactive dye ink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ingredients (in wt.%): surfactant 0 .1-1%, gly
cerol 5-10%, resin 1-10%, diethylene glycol 3-8%, 2-pyrrolidone 1-10%, propylene glycol 1-10%, ethanol 1-5%, 1,5-pentanediol 5-
15%, 1,2-hexanediol 1-8%, 2-ethyl amino ether 2-8%, di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3-7%, triethanolamine 2-5%, disinfectant
1-5%, reactive dye 10-18% and deionized water to make up to 100%. When the spared sizing direct spray reactive dye ink i s used
for performing a digital printing on cotton, silk and wool fabrics which are not subjected to sizing by a synthetic sizing prepared
fi"om sodium alginate or cardamom, alkali and urea which are served as main raw materials, the obtained digital printing cotton, silk
and wool fabrics have high soaping color fastness and light fastness, fresh water resources can be saved to the maximum degre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sewage discharge i s reduced effectively, an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 s improved.

(5_7) 摘要:一种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它是由下列组分按重量百分比配制而成：表面活性剂： 0 .1-1 .0% 、丙
三醇：5-10% 、树脂： 1-10% 、二甘醇：3-8% 、2-吡咯烷酮： 1-10% 、丙二醇： 1-10% 、乙醇： 1-5% 、1，5 戊二
醇：5-15% 、1，2-己二醇：1-8% 、2-乙氨基乙醚：2-8% 、二乙二醇单丁醚：3-7% 、三乙胺醇：2-5% 、杀菌剂：1-
5% 、活性染料： 10-18% 、去离子水：余量至 100% 。该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在未经以海藻酸钠或豆
蔻、碱、尿素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织物上进行数码印花，所获得的数码印花
棉、丝、毛织物的皂洗色牢度及光晒牢度高，且生产过程可节省大量淡水资源，有效地减少污水排放及提升生
产效率。



明名称：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一种活性染料墨水，特别涉及一种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属于

数码纺织印花技术领域。

[3] 背景技术

[4] 我国印染行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改革开放30多年来纺织印花行业的发展更

加迅猛。但在高速发展的同吋，却也给大 自然带来了水资源的严重浪费与流失

，废水的倍量排放，更是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节能减排"的发

展战略要求下，传统的印染行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节约水资源和各种能源、

减少污水排放，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产率更是 目前全世界各国投入巨资竞相

研究探索的课题。

[5]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数码科技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集机械、计算

机电子信息技术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一 数码印花技术，这项技术的出现与

不断完善，给纺织印染行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发展机遇。

[6] 数码印花，也称数码直喷印花或数码喷墨印花，即利用数码技术对各种纺织物

进行印花加工，其加工过程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将图像输入到

计算机，通过印花软件系统编辑处理后，形成所需要的图案，再由输出软件控

制喷绘机，将各种专用印花墨水，如活性染料墨水、酸性染料墨水等，直接喷

印到各种织物上，然后经过 102°C的蒸汽固色后，置入水槽，进行脱浆退浮色处

理，获得印有高精度图案的印花纺织品。数码印花摆脱了传统印花过程中的分

色、制片、制网的模拟方式，缩短了生产吋间，简化了生产工艺，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可实现小批量生产，同吋还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个性

化需求。

数码印花所釆用的印花墨水，一般是由色素 （染料或颜料）、水、有机溶剂和

助剂等组成，印花墨水的性能是影响纺织品印制效果和印花系统稳定性的关键

。印花墨水一般分为水性、溶剂性和固态墨三类。由于织物本身的特性，用于



数码印花的印花墨水还可分为活性、酸性、分散染料型和颜料型，目前棉、丝

、毛料的数码印花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墨水是活性染料墨水，它具有面料品种

适用性广、色牢度好和使用方便等优点。然而，数码印花技术对于"活性染料墨

水"在棉、丝、毛织物上的应用，全世界目前的技术还停留在"必须前处理 （上浆

后印花，再固色、水洗"这一流程 （颜料直喷墨水除外，但颜料墨水喷印与织

物产生不了反应，所以色牢度较低，手感较差，色彩暗沉，艳度得不到体现 :

。所谓"前处理"即行业内俗称的"上浆"，就是将海藻酸钠、胶黏剂、碱和尿素混

合于水中搅拌后制成合成浆料，均衡涂布在织物的表面，然后烘干，平卷后才

能上机进行后续数码纺织喷墨的程序。一般来说，活性染料墨水的配置需要较

低的表面张力，才能让墨水流畅的通过喷绘机的喷头，通常其表面张力是在30

mN/m 以下，而表面张力为72 mN/m 的水，一旦滴到棉、丝、毛织物上必然散开

，因此，棉、丝、毛织物在进行数码印花前如不经过含有海藻酸钠成分的浆料

上浆，表面张力相对更低的活性染料墨水在接触棉、丝、毛织物后，其扩散速

度更快，当喷印在棉、丝、毛织物上则会造成界面模糊，无法形成清晰的图案

，而不经过含有尿素的成分上浆，固色吋就得不到有效的发色，不经过含有碳

酸氢钠成分的浆料上浆，活性染料就得不到反映固色的皂洗牢度效果。因此，

上浆仍是目前活性染料墨水在用于棉、丝、毛织物上的数码印花生产吋所必须

进行的处理过程。

[8] "前处理 （上浆）后印花，再固色、水洗"这一流程不仅步骤繁琐、耗吋，特别

是上浆过程需要且耗费水资源能源和工效，此外这一传统流程还会在水洗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废水，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如何免弃上浆这一处理过程，即能

让活性染料墨水直接用于数码喷绘机将所需图案清晰地直接打印喷涂在棉、丝

、毛织物上，同吋真正摆脱传统纺织印花或现有数码印花生产过程的高能耗、

高污染，实现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生产，是当今世界各国数码喷印墨水厂家

和业内研究人员共同的关注项目，更是这一新兴的数码纺织喷绘行业所期待的

变革。

[9] 发明内容

[10]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天然织物免上浆而不易渗化的直喷活性染料墨水，该



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可以直接应用于未经由海藻酸钠或豆蔻为主要原料配

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的数码直喷印花工艺。其数

码直喷印花的整个过程均无需进行上浆。但由于活性染料本身不含有固色的催

化剂 ，所 以织物印花前，可将含 3%的碳酸氢钠及 2%盐合成的水剂先涂湿织物烘

干后再喷图，即可获得蒸汽固色后的高牢度、高清晰度、高色艳度图案的数码

印花天然织物。其次亦可将未经任何前处理的天然织物 ，进行数码直喷印花后

，放入蒸汽液含 3%盐、5%~8% 碳酸氢钠的蒸箱内进行饱和固色工序 ，同样可以

达到固色效果。但该工序的缺点是固色吋间较长、碳酸氢钠容易损坏锅炉 ，蒸

汽锅炉如未进行改造前，建议先釆用前者工艺，以达到最佳固色效果。最后的

一道工序也就是清洗织物表面的浮色 ，因织物不含浆料 ，所需淡水损耗将减少7

0%左右 ，可真正实现节源、节能减排高效的天然织物印花新工艺。

[11]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

墨水由下列成分按重量百分比配制而成：表面活性剂：0.1-1.0% 、丙三醇：5-10

%、树脂： 1-10% 、二甘醇：3-8% 、 2-吡咯垸酮： 1-10% 、丙二醇： 1-10% 、乙醇

： 1-5% 1,2己二醇： 1-5% 、 1， 5戊二醇：5-15% 、 2-乙氨基乙醚：2-8% 、二乙

二醇单丁醚：3-7% 、三乙胺醇：2-5% 、杀菌剂： 1-5% 、活性染料： 10-18% 、去

离子水：余量至 100% 。

[12] 所述表面活性剂为氟表面活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机硅表面活性剂、非

离子活碳表面活性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13] 所述树脂为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 10000 的树脂。

[14] 所述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在未经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素或其他任

何一种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

行数码印花工艺。

[15] 本发明所述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其制备是按照上述重量百分比选取表

面活性剂、丙三醇、树脂、二甘醇、2-吡咯垸酮、丙二醇、乙醇、 1,2己二醇、 1

， 5戊二醇、2-乙氨基乙醚、二乙二醇单丁醚、三乙胺醇、杀菌剂、活性染料和

去离子水在常温下混合 ，充分搅拌均匀后 ，再通过三次精细过滤 ，即可制得。

[16]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



[ 17] ( 1) 本发明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可直接用于在未经由海藻酸钠、豆蔻

、纤维素或其他任何一种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

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印花工艺；

[ 18] (2) 棉、丝、毛织物在釆用传统的需要上浆再进行喷印的印花工艺吋，每百

米织物需耗淡水3吨以上来脱浆，而釆用本发明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只需

要约淡水0.7吨来去除浮色已经足够，大大节约淡水资源70% 以上，同吋还可提

升工效30% 以上；

[ 19] (3) 本发明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只需将约2%盐、3%碳酸氢钠与95% 的

淡水混合作为织物涂料或蒸汽液置入102 °C的蒸箱固色即可，免去了织物前处理

上浆成分中的海藻酸钠和大量的尿素。同吋也解决了过往织物纤维必含大量尿

素才能增色的技术问题及褪除尿素吋的污水排放问题；

[20] (4) 本发明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通过蒸固后的皂洗色牢度完全可以达

到4级以上。

[21] 具体实施方式

[22]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些实施例仅用来说明本发明，

并不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23] 实施例1: 按重量百分比取以下原料：非离子表面活性剂：0.3% 、丙三醇：6%

、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10000 的聚乙烯醇：1%、二甘醇：5.5% 、

2-吡咯垸酮：2.5% 、丙二醇：2%、乙醇：3%、 1,2己二醇：3%、 1 , 5戊二醇：1

0%、2-乙氨基乙醚：5%、二乙二醇单丁醚：4.2% 、三乙胺醇：2%、杀菌剂：2

、活性染料：14.3% 、去离子水：余量至100% 。

[24] 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合后，充分搅拌均匀，并经三次精细过滤即可获得本发明免

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未经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素或其他任何一种

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

印花工艺。

[25] 实施例2 : 按重量百分比取以下原料：有机硅表面活性剂：0 .1%、丙三醇：7.5

、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10000 的聚乙二醇：5%、二甘醇：4%

、2-吡咯垸酮：8%、丙二醇：6%、乙醇：4%、 1,2己二醇：3%、 1 , 5戊二醇：8



% 、 2-乙氨基乙醚：8%、二乙二醇单丁醚：6%、三乙胺醇：4%、杀菌剂：1%

、活性染料：13% 、去离子水：余量至 100% 。

[26] 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合后，充分搅拌均匀，并经三次精细过滤即可获得本发明免

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未经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素或其他任何一种

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

印花工艺。

[27] 实施例3 : 按重量百分比取以下原料：非离子活碳表面活性剂：0.8% 、丙三醇

： 5%、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 10000 的聚乙烯醇：3.5% 、二甘醇：

3% 、 2-吡咯垸酮：10% 、丙二醇：2%、乙醇：2%、 1,2己二醇：5% 、 1， 5戊二

醇：12% 、 2-乙氨基乙醚：6.2% 、二乙二醇单丁醚：5.5% 、三乙胺醇：3.5% 、杀

菌剂：2%、活性染料：16.8% 、去离子水：余量至 100% 。

[28] 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合后，充分搅拌均匀，并经三次精细过滤即可获得本发明免

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未经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素或其他任何一种

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

印花工艺。

[29] 实施例4 : 按重量百分比取以下原料：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氟表面活性剂：0.5

%、丙三醇：8.3% 、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 10000 的聚乙二醇：8.5

%、二甘醇： 、 2-吡咯垸酮：1%、丙二醇：5%、乙醇：5% 、 1,2己二醇：1%

、 1， 5戊二醇：5% 、 2-乙氨基乙醚：3.8% 、二乙二醇单丁醚：Ί 、三乙胺醇：

3%、杀菌剂：3%、活性染料：18% 、去离子水：余量至 100% 。

[30] 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合后，充分搅拌均匀，并经三次精细过滤即可获得本发明免

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未经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素或其他任何一种

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

印花工艺。

[31] 实施例5 : 按重量百分比取以下原料：非离子活碳表面活性剂：1.0% 、丙三醇

： 10% 、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 10000 的聚乙烯醇：10% 、二甘醇

： 7 2-吡咯垸酮：5.5% 、丙二醇：2%、乙醇：1% 、 1,2己二醇：5% 、 1， 5戊

二醇：15% 、 2-乙氨基乙醚：2%、二乙二醇单丁醚：3%、三乙胺醇：5%、杀菌



剂：2%、活性染料： 15% 、去离子水：余量至 100% 。

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合后 ，充分搅拌均匀 ，并经三次精细过滤即可获得本发明免

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用于未经 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素或其他任何一种

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

印花工艺。



权利要 求书

1. 一种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其特征在于它是 由下列组分按

重量百分比配制而成：表面活性剂：0.1-1.0% 、丙三醇：5-10% 、

树脂： 1-10% 、二甘醇：3-8% 、 2-吡咯垸酮： 1-10% 、丙二醇： 1-1

0%、乙醇： 1-5% 、 1， 5戊二醇：5-15% 、 1,2己二醇： 1-8% 、 2-乙

氨基乙醚：2-8% 、二乙二醇单丁醚：3-7% 、三乙胺醇：2-5% 、杀

菌剂： 1-5% 、活性染料： 10-18% 、去离子水：余量至 100%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其特征在于所

述表面活性剂为氟表面活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机硅表面

活性剂、非离子活碳表面活性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其特征在于所

述树脂经食品包装FDA 认证且分子量小于 10000 的树脂。

4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 ，其特征在于所

述免上浆直喷活性染料墨水用于在未经 由海藻酸钠、豆蔻、纤维

素或其他任何一种糊料为主要原料配制而成的合成浆料上浆处理

的棉、丝、毛麻织物上进行数码印花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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