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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

整加工工艺，包括平幅退浆工艺、染色工艺和定

型工艺；染色工艺所采用的染色剂是由染色助剂

和染料组成，染料为分散染料，该染色工艺采用

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该染色工艺的始

染温度为90℃，保温时间为10min；其中，染色助

剂的配方为：冰醋酸0.8g/L，涤纶超细纤维高温

匀染剂TF-212K 1 .2g/L，高温匀染剂MDL01 

0.8g/L，平平加O 0.2g/L，修色剂S-8231 0.2g/

L，螯合分散剂TF-510C 0.8g/L。本发明通过制定

合适的平幅退浆工艺、染色工艺以及定型工艺，

提高织物的染色效果，染色均匀性好，使得织物

的色牢度高，织物色彩重现性好，手感柔软，尺寸

稳定性好，满足相关服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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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该染整加工工艺包括平幅退

浆工艺、染色工艺和定型工艺；

平幅退浆工艺：

采用平幅退浆机对织物坯布进行平幅退浆处理，该平幅退浆工艺所采用的退浆助剂配

方如下：

32-离子膜碱                     40～60g/L，

长车快速退浆剂TF-127HA          2g/L，

三聚磷酸钠                      2g/L；

染色工艺：

对经过平幅退浆处理的织物坯布进行染色处理，染色工艺采用的染色剂是由染色助剂

和染料组成，所述染料为分散染料，该染色工艺采用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在染色

机的染缸温度达到45℃时开始分别注入染色助剂和分散染料；该染色工艺的始染温度为90

℃，保温时间为10min；其中，染色助剂的配方如下：

(3)定型工艺：

该定型工艺通过定型机并利用定型处理液对染色后的织物坯布进行定型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染色

工艺的染色阶段中，注入染色剂后，染缸温度以1.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90℃，在此温

度下进行始染，保温10min，再以1.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0℃，保温10min，然后以1.0

℃/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25℃，保温70min，再以1.2℃/min的降温速度降温至80℃，然后

进入水洗阶段，水洗阶段是将染色后的织物坯布在60℃的温度下进行中温水洗，中温水洗

时间为15min，然后再进行常温水洗，常温水洗的时间为1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染

色工艺的染色剂中的染料包括以下组分：

分散大红GS               2.3％owf，

分散红FB                 1.44％owf，

分散红玉SE-2GF           0.36％owf。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平

幅退浆工艺的温度条件为90℃，车速为40m/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染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331599 A

2



色工艺的浴比为1：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染

色工艺中的染浴的PH值为5-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定型工

艺所使用的定型处理液中每升定型处理液含有20克氟系防水防油整理剂TF-4109、10克抗

静电剂和5克柔软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

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180℃，车速为40m/min，风机转速为1400r/min，定型机打4个正超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染色

工艺中，染色助剂先以直抽形式全部注入染缸内，然后，分散染料采用比例注料的方式注

入，注料时间为20min。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331599 A

3



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品印染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涤纶长丝花瑶织物作为具有较好市场美誉度的产品，成分上100％由涤纶组成，一

般可分为纬向加捻、经向加捻和经纬都加捻三大类，其纤度从50D到100D都有对应产品。单

纯的涤纶拉伸丝的单丝平直、光滑，相互之间排列紧密，蓬松性较差，只能用于纺丝型织物，

使其应用受到了限制。为此，采用多种改性方法使其增加新的性能，以扩大应用范围，加捻

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方法。经过加捻的纤维，其成纱性获得很大程度改善，并在强度、伸长、

弹性、柔性、光泽和手感等方面赋予了织造后织物其他特性。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由于加捻作

用的存在，其手感细腻、滑爽、柔软，垂感佳，因此被广泛适用于外套，风衣，滑雪装，休闲服

冲锋衣等。

[0003] 针对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由于工艺或者参数使用不当，面料易出

现色差、染色不匀、擦伤擦亮以及手感偏硬等情况，因此选择合适的染整加工工艺决定了织

物的染色质量以及其他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

工艺，其根据织物自身特性，通过制定合适的前处理工艺、染色工艺以及定型工艺，提高织

物的染色效果，染色均匀性好，使得织物的色牢度高，织物色彩重现性好，手感柔软，尺寸稳

定性好，满足相关服用要求。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达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涤

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包括平幅退浆工艺、染色工艺和定型工艺；

[0006] 平幅退浆工艺：

[0007] 采用平幅退浆机对织物坯布进行平幅退浆处理，该平幅退浆工艺所采用的退浆助

剂配方如下：

[0008] 32-离子膜碱                           40～60g/L，

[0009] 长车快速退浆剂TF-127HA                2g/L，

[0010] 三聚磷酸钠                            2g/L；

[0011] 染色工艺：

[0012] 对经过平幅退浆处理的织物坯布进行染色处理，所述染色工艺所采用的染色剂是

由染色助剂和染料组成，所述染料为分散染料，该染色工艺采用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进行

染色，在染色机的染缸温度达到45℃时开始分别注入染色助剂和分散染料；该染色工艺的

始染温度为90℃，保温时间为10min；其中，染色助剂的配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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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0014] (3)定型工艺：

[0015] 该定型工艺通过定型机并利用定型处理液对染色后的织物坯布进行定型处理。

[0016] 优选的，在染色工艺的染色阶段中，注入染色剂后，染缸温度以1.0℃/min的升温

速度升温至90℃，在此温度下进行始染，保温10min，再以1.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0

℃，保温10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25℃，保温70min，再以1.2℃/min的降

温速度降温至80℃，然后进入水洗阶段，水洗阶段是将染色后的织物坯布在60℃的温度下

进行中温水洗，中温水洗时间为15min，然后再进行常温水洗，常温水洗的时间为10min。

[0017] 优选的，所述染色工艺的染色剂中的染料包括以下组分：

[0018] 分散大红GS                   2.3％owf，

[0019] 分散红FB                     1.44％owf，

[0020] 分散红玉SE-2GF               0.36％owf。

[0021] 优选的，所述平幅退浆工艺的温度条件为90℃，车速为40m/min。

[0022] 优选的，所述染色工艺的浴比为1：9。

[0023] 优选的，所述染色工艺中的染浴的PH值为5-6。

[0024] 优选的，定型工艺所使用的定型处理液中每升定型处理液含有20克氟系防水防油

整理剂TF-4109、10克抗静电剂和5克柔软剂。

[0025] 优选的，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180℃，车速为40m/min，风机转速为1400r/

min，定型机打4个正超喂。

[0026] 优选的，在染色工艺中，染色助剂先以直抽形式全部注入染缸内，然后，分散染料

采用比例注料的方式注入，注料时间为20min。

[002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和效果：

[0028] (1)本发明的染色工艺针对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自身特点，采用90℃为始染温度，

并且在此温度下保温10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率进行升温，可以使织物获得较好

的初始染色效果；

[0029] (2)本发明通过设计合理的升温染色工艺，提高了染色效果、染色均匀性和色牢

度，使得织物的色差小，色彩重现性好；

[0030] (3)本发明的染色助剂中加入了螯合分散剂TF-510C，可以使分散染料能更均匀的

分散在染液中；分散染料染色时，通过冰醋酸调节染浴PH，可以使染浴pH值控制在5～6，进

而使染色织物的上染百分率最高，色泽鲜艳度也最好；本发明通过各个染色助剂和染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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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提高染色效果和染色均匀性。

[0031] (4)本发明通过平幅退浆工艺对涤纶长丝花瑶织物进行处理，可以有效去除织物

中的的浆料、油剂、污渍等，同时增加织物的比表面积，有利于织物的染色加工；

[0032] (5)本发明通过定型工艺对涤纶长丝花瑶织物进行定型处理，可以提高织物的尺

寸稳定性，赋予织物柔软的手感，以及较好的防水效果和抗静电效果。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染色工艺中的染色温度工艺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35] 实施例

[0036] 织物坯布：门幅162cm，织物表面面密度100g/m2，米克重162g/m，织物的组织结构

采用斜纹组织，经纬密：75D*75D，纬向加捻。该实施例所要加工的颜色为鲜大红。

[0037] 该实施例所采用的染料、各种助剂以及使用的设备的厂家及型号如下：

[0038] 染料分散大红GS、分散红FB、分散红玉SE-2GF，均来自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0039] 各种助剂32-离子膜碱(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长车快速退浆剂TF-127HA、平平

加O、涤纶超细纤维高温匀染剂TF-212K、螯合分散剂TF-510C、氟系防水防油整理剂TF-

4109，均来自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修色剂S-8231(宜兴市华联化工有限公司)、高温匀染

剂MDL01(拓纳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三聚磷酸钠(工业级，95％，云南鼎新磷化工厂)；50-

冰醋酸(吴江索普化工有限公司)。

[0040] 设备OS-9V12000平幅退浆机(台湾鸿荣染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Asia-SF-2-500

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海宁亚东机械有限公司)；MEGATE  III定型机(韩国美光机械株式有

限公司)；RVMC-12玛诺光电整纬机(德国Mahlo公司)；计算机测色配色仪(美国DataColor有

限公司)。

[0041]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包括平幅退浆工艺、染色

工艺和定型工艺，该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染整加工工艺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2] 平幅退浆工艺：

[0043] 采用平幅退浆机对织物坯布进行平幅退浆处理，该平幅退浆工艺所采用的退浆助

剂配方如下：

[0044] 32-离子膜碱                   45g/L，

[0045] 长车快速退浆剂TF-127HA        2g/L，

[0046] 三聚磷酸钠                    2g/L。

[0047] 退浆工艺条件为：退浆温度为90℃，退浆机的车速为40m/min。

[0048] 在织机上，经纱在从织轴上退绕下来直至形成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过程中，要受

到3000-5000次程度不同的反复拉伸、屈曲和磨损作用。未经上浆处理的经纱表面毛羽突

出，纤维间抱合力不足，在这种复杂机械力作用下，纱身易起毛，纤维游离，纱线解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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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纱身起毛还会导致经纱之间相互粘连，导致开口不清，形成织疵。为了保证织造的顺

利进行，需对经纱进行上浆处理。湿分绞后的纱线在烘燥区被烘干，纱线表面形成的浆膜有

利于织造，却不利于染整加工。因此，需要对织物坯布进行退浆前处理。

[0049] 本发明平幅退浆工艺中的TF-127HA退浆剂在90℃热碱条件下，具有较好的耐碱耐

高温稳定性，可以将涤纶化纤长丝织造过程中常用的聚丙烯酸类浆料大分子进行氧化降

解，形成水溶性较好的小分子链段，进而使浆料在织物运动过程中从织物上脱落下来。三聚

磷酸钠不仅可以起到软化水质的作用，而且还能防止浆料反沾污。

[0050] 经平幅退浆处理，涤纶长丝花瑶白坯面料上的浆料、油剂、污渍等可以得到有效消

除。此外由于碱液对织物的剥蚀作用，纤维微观上有较多的坑洼，比表面积的增加有利于后

续染色加工。

[0051] 染色工艺：

[0052] 对经过退浆的织物坯布进行染色处理，该染色工艺所采用的染色剂是由染色助剂

和染料组成。涤纶长丝花瑶织物的成分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大分子无支链结构，疏水

性较强。根据“相似相容”原理，本发明选用同样具有疏水性的分散染料，并利用高温高压溢

流染色机对涤纶长丝花瑶织物进行染色加工。

[0053] 在本实施例中，染色助剂包括冰醋酸、涤纶超细纤维高温匀染剂TF-212K、高温匀

染剂MDL01、平平加O、修色剂S-8231，分散染料包括分散大红GS、分散红FB和分散红玉SE-

2GF。

[0054] 该染色工艺中的染色剂的具体配方如下：

[0055]

[0056] 其中，染料用量均指对织物重百分比，即％(owf)，染浴浴比为1：9，染浴PH值为5-

6。

[0057] 该染色工艺采用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在染色机的染缸温度达到45℃时

开始分别注入染色助剂和分散染料；染色助剂首先加入时，可在染缸内采用直抽方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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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即利用泵快速由料桶注入缸内；分散染料加入时，需采用比例注料方式，控制染料注

入染缸内的流速，均匀注入，注料时间为20min，防止过快过密注入，导致部分布面与高浓度

染料接触，直接性较大，局部上色不匀，出现色花色块等问题。

[0058] 为了使分散染料基能均匀分散在染液中，本发明的染色剂中加入了螯合分散剂

TF-510C。分散染料染色时，染浴pH值控制在5～6，此时染色织物的上染百分率最高，色泽鲜

艳度也最好。为了使染缸内的染液pH在5-6，本发明通过加入适量冰醋酸进行调节。

[0059] 如图1所示的染色温度工艺曲线，注入染色剂后，染缸温度以1.0℃/min的升温速

度升温至90℃，此时，将涤纶长丝花瑶织物投入染缸中，在此温度下进行始染，保温10min，

再以1.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0℃，保温10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

125℃，保温70min，再以1.2℃/min的降温速度降温至80℃，在80℃时进行对样，然后进入水

洗阶段，水洗阶段是将染色后的织物坯布在60℃的温度下进行中温水洗，中温水洗时间为

15min，然后再进行常温水洗，常温水洗的时间为10min。

[0060] 在上述染色工艺中，聚酯类纤维的玻璃化温度(Tg)在80℃左右，此时涤纶长丝花

瑶织物的分子链段开始运动，整体的规则性被打破，进而产生空隙，染料小分子可以吸附并

扩散进入织物内部。因此设置初染温度为90℃，保温10min。随着染缸内温度升高，分子链段

运动加剧，分子逐渐打开，溶解在染液中的分散染料开始逐步吸附、扩散并上染到织物上。

染料的扩散系数随温度升高逐渐增大，温度越高，扩散也越快，但温度过高不仅对设备要求

高，而且对面料的损伤也较大，因此需要控制升温速度，并选择125℃进行保温上色。本发明

通过加入适量的涤纶超细纤维高温匀染剂TF-212K、高温匀染剂MDL01和修色剂S-8231，使

得染料在织物表面通过较长时间的保温，来实现迁移，进而保证具有均匀的染色效果。

[0061] 定型工艺：

[0062] 经过染色工艺染色后的织物坯布进入定型工序。定型工艺通过定型机并利用定型

处理液对染色后的织物进行定型后整理。定型工艺所使用的定型处理液中每升定型处理液

含有20克氟系防水防油防水剂TF-4109、10克抗静电剂和5克柔软剂。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

为180℃，车速为40m/min，风机转速为1400r/min，定型机打4个正超喂，经过定型处理后的

织物幅宽为153cm。

[0063] 本发明通过预先将织物浸轧一定浓度的氟系防水防油整理剂TF-4109，在定型机

的高温热作用下，由于整理剂在织物表面形成一层具有较低表面能的薄膜，使得织物具有

较好防水效果。织物由于受到两侧针板的拉伸作用，并在定型机内风机吹到织物表面高温

热气流作用下，分子链段重组，取向度和结晶度升高，可获得较稳定的尺寸稳定性。本发明

通过柔软剂赋予织物较柔软的手感，通过抗静电剂赋予织物抗静电性能。

[0064] 效果例

[0065] a.色差

[0066] 色差按照GB/T  3979-1997《物体色的测量方法》，将客户来样设为标准样，利用计

算机测色配色仪测试L*、a*、b*值，车间生产加工样设为对比样，分别在不同位置测量3次，

取平均值。测色条件为D65光源，10度视角。对比结果见表1。

[0067] 表1涤纶长丝花瑶生产样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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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由上述表1可看出，在D65光源，10度视角下，涤纶长丝花瑶大货生产样和客户来样

的总色差ΔE为0.30，可判定颜色具有较高色彩重现性。

[0070] b.色牢度

[0071] 耐摩擦色牢度按照GB/T  3920—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擦色牢度》测定。耐

皂洗色牢度按照GB/T  3921-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皂洗色牢度》测定。具体的测定结果

见表2。

[0072] 表2涤纶长丝花瑶织物色牢度

[0073]

[0074] 由表2可看出，经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大货生产的涤纶长丝花瑶织物，其干摩擦色

牢度为5级，湿摩擦色牢度为4-5级，变色牢度为5级，棉沾色牢度为4-5级，具有较好的耐皂

洗和耐磨擦色牢度效果。

[0075] c.防水效果

[0076] 防水效果按照GB/T  4745-2012《纺织品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沾水法》测定。对经

过该染整加工工艺处理后的涤纶长丝花瑶织物进行防水效果评定，结果表明，经过处理后

的织物，其防水等级为4级，具有抗沾湿性能，满足客户及纺织品出厂基本要求。

[0077] 涤纶长丝花瑶织物采用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加工，通过制定合理的染色

加工工艺，色差较小，颜色具有较好的色彩重现性，可满足客户的来样要求，织物的耐洗色

牢度和摩擦色牢度也达到客户来样加工要求。

[0078] 本发明通过制定合适的前处理工艺、染色工艺以及定型工艺，提高织物的染色效

果，染色均匀性好，使得织物的色牢度高，织物色彩重现性好，手感柔软，尺寸稳定性好，满

足相关服用要求。

[007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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