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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纺织印染加工领域，特别涉及N/

C混纺机织物的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工艺流

程：烧毛—煮漂—丝光—定型—染底色—印花—

焙烘—助剂整理—预缩—成品。本发明采用合理

完整的加工工艺，使产品达到了规定的指标要

求，具有以下特点：前处理工艺采用了低张力、短

流程、低NaOH、低H2O2的方式，大大减轻了织物的

强力和重量损失，保证了成品的指标要求。涂料

印花的浆料化学稳定性好，工序短，印制效果的

一致性和防红外指标的稳定性易于控制。所选工

艺中煮漂合一和涂料印花都属于环保型工艺，比

常规工艺节约水、电、蒸汽等能源15%以上，具有

节能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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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特征是：其工艺流程：烧毛—煮漂—丝光—

定型—染底色—印花—焙烘—助剂整理—预缩—成品，具体流程为：

(1)烧毛：采用一正一反、车速100m/min；

(2)煮漂：用料组成为每升料中含有以下组分：

汽蒸：102℃×40min，车速55m/min，落布毛效6-8cm/30min；

(3)丝光：NaOH  200g/L、车速55m/min,扩幅要充分,以免影响缩水,落布幅宽达到与成

品相当即可；

(4)定型：温度200℃、车速50m/min、落布幅宽大于成品3-4cm；

(5)染底色：染料使用还原染料，水洗要充分，布面PH值低于8，卷装落布；

(6)印花：浆料组成为每升料中含有以下组分：

(7)焙烘：温度165℃、车速50—55m/min；

(8)助剂整理：采用整理液整理；

整理液组成为每升整理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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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轧烘干后170℃定型、车速40m/min、落布幅宽大于成品3-4cm；

(9)预缩：机缩率6-7％，落布幅宽大于成品1cm；

(10)成品：成品验卷张力要适度，过大会影响成品幅宽和缩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特征是：所述(1)烧毛

要求布面整洁无长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特征是：所述(2)煮漂

采用煮漂合一工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特征是：所述(5)染底

色一般底色为浅米、浅灰、豆绿、浅棕色，以适应丛林、山地、沙漠等不同环境的要求，采用连

续轧染生产工艺，拼色染料处方一经确定生产过程就不能自行更换，但每只染料的用量可

在原用量±30％范围之内上下调整，如用量调整过大会使红外反射率数值超出标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特征是：所述(6)印花

采用园网涂料印花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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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印染加工领域，特别涉及N/C混纺机织物的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锦纶纤维是具有良好服用性能的合成纤维，当其与棉纤维进行混纺时能有效弥补

纯棉织物的缺点，表现出具备较高的强力和抗皱性。服用性则体现在优良的吸湿性、透气性

和耐磨性，相比较纯棉或涤棉混纺织物更为美观、舒适和耐用，因此广泛应用于军警用训练

及作战服装。而现代军用服装除了对服用性能的要求之外，还需具备对红外视线的伪装和

隐蔽性即防红外功能，所以其印染加工过程中的工艺和材料都有别于普通织物，以满足服

装质量指标的特殊要求。

[0003] 红外线是指波长范围大于红色光之外的不可见光线，具有热效应和强穿透力，因

而在军用夜视方面应用很广。防红外织物是通过印染加工使其具备与周边环境相同或相近

的对红外光线的反射能力，所以具备隐蔽性。用于纤维染色的某些染料和涂料自身带有对

红外视线波长范围的反射性，其反射值高低取决于分子结构和浓度，织物上某种颜色的防

红外效果是参与拼色的几种染料或涂料性能的综合反映。因此，N/C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

艺的重点一是选择适当的工艺条件保证指标达到要求，二是通过染料助剂的筛选使织物具

备优良的色牢度和红外线反射能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印染加工使N/C织物具备防红外性能及其它各类指标达到标

准要求。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N/C混纺机织物防红外迷彩印花工艺，其特征是：其工艺流

程：烧毛—煮漂—丝光—定型—染底色—印花—焙烘—助剂整理—预缩—成品，具体流程

为：

[0006] (1)烧毛：采用一正一反、车速100m/min；

[0007] (2)煮漂：用料组成为每升料中含有以下组分：

[0008]

[0009]

[0010] 汽蒸：102℃×40min，车速55m/min，落布毛效6-8cm/30min；

[0011] (3)丝光：NaOH  200g/L、车速55m/min,扩幅要充分,以免影响缩水,落布幅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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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品相当即可；

[0012] (4)定型：温度200℃、车速50m/min、落布幅宽大于成品3-4cm；

[0013] (5)染底色：染料使用还原染料，水洗要充分，布面PH值低于8，卷装落布；

[0014] (6)印花：浆料组成为每升料中含有以下组分：

[0015]

[0016] (7)焙烘：温度165℃、车速50—55m/min；

[0017] (8)助剂整理：采用整理液整理；

[0018] 整理液组成为每升整理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19]

[0020] 浸轧烘干后170℃定型、车速40m/min、落布幅宽大于成品3-4cm；

[0021] (9)预缩：机缩率6-7％，落布幅宽大于成品1cm；

[0022] (10)成品：成品验卷张力适度，过大会影响成品幅宽和缩水。

[0023] 所述(1)烧毛要求布面整洁无长毛。

[0024] 所述(2)煮漂采用煮漂合一工艺。

[0025] 所述(5)染底色一般底色为浅米、浅灰、豆绿、浅棕色，以适应丛林、山地、沙漠等不

同环境的要求，采用连续轧染生产工艺，拼色染料处方一经确定生产过程就不能自行更换，

但每只染料的用量可在原用量±30％范围之内上下调整，如用量调整过大会使红外反射率

数值超出标准。

[0026] 所述(6)印花采用园网涂料印花生产工艺。

[0027] 本发明采用合理完整的加工工艺，使产品达到了规定的指标要求，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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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本发明的前处理工艺采用了低张力、短流程、低NaOH、低H2O2的方式，大大减轻

了织物的强力和重量损失，保证了成品的指标要求。

[0029] (2)涂料印花的浆料化学稳定性好，工序短，印制效果的一致性和防红外指标的稳

定性易于控制。

[0030] (3)所选工艺中煮漂合一和涂料印花都属于环保型工艺，比常规工艺节约水、电、

蒸汽等能源15％以上，具有节能减排效应。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生产实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本实例。

[0032] 实施例1

[0033] N50/JC50  35/2×17.5  99×51  153cm  1/1锦棉格子四色数码防红外迷彩

[0034] 1、工艺流程：烧毛—煮漂—丝光—定型—染底色—印花—焙烘—助剂整理—预

缩—成品。

[0035] 2、工艺条件：

[0036] (1)烧毛：一正一反、车速100m/min、要求布面整洁无长毛；

[0037] (2)煮漂：采用煮漂合一工艺，因锦纶纤维耐碱性差，NaOH用量不宜超过10g/L，以

防止锦纶纤维受损而影响强力指标；

[0038] 用料组成为每升料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39]

[0040] 汽蒸：102℃×40min，车速55m/min，毛效6-8cm/30min；

[0041] (3)丝光：NaOH  200g/L、车速55m/min,扩幅要充分,以免影响缩水,落布幅宽达到

与成品相当即可；

[0042] (4)定型：温度200℃、车速50m/min、落布幅宽大于成品3-4cm，如幅宽过大，到成品

后缩幅不足会影响织物透气性指标；

[0043] (5)染底色：一般底色为浅米或浅灰等。还原染料具有防红外特性，是染色首选用

料，采用连续轧染生产工艺。其中染底色工序使用还原橄榄T、还原棕BR、还原黑RB组合进行

拼色。

[0044] 因底色有反射值要求，拼色的每只染料一经确定生产过程就不能再更换，但用量

可在原用量±30％之内上下调整。染色时的颜色要考虑后工序的助剂和工艺的影响，水洗

要充分，布面PH值低于8,含碱过高会影响印制效果。卷装落布。

[0045] 印花：部分涂料具备防红外性能，涂料印花工序简单、稳定性好，因此选择了园网

说　明　书 3/8 页

6

CN 110004745 A

6



涂料印花生产工艺。因每一个花色都有不同反射值的要求，同时要兼顾色牢度指标，所以印

花涂料与助剂的选择是生产的关键。经反复试验筛选，最终确定了一组较为理想的浆料组

合，即：

[0046]

[0047] 印花工序色浆调制选用德司达公司印花涂料和亨斯迈公司的涂料用粘合剂与增

稠剂。

[0048] (7)焙烘：温度165℃、车速50—55m/min；

[0049] (8)助剂整理：因成品有手感和布面PH值要求，通常用少量树脂与柔软剂等同浴整

理，对断裂、撕破强力和缩水指标具稳定效果。

[0050] 整理液组成为每升整理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51]

[0052] 浸轧烘干后170℃定型、车速40m/min、落布幅宽大于成品3-4cm。

[0053] (9)预缩：机缩率6-7％，落布幅宽大于成品1cm。

[0054] (10)成品：成品验卷张力不能过大，否则影响成品幅宽和缩水。

[0055] 3、成品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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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0058] 4、防红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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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0061] 5、生产要点：(1)工艺条件要稳定，以保证成品指标的稳定和重现性，原则上不允

许返修；(2)每道工序下机后必须有相关指标的检测，其结果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通知

下道工序；(3)指标之间关联性很强，各工序的工艺条件和用料不可随意变更，特殊情况时

要由生产负责人统一协调。

[0062] 6、产品检测结果：按规定项目和检测方法，工厂对每万米成品至少进行一次全指

标检测，其结果符合客户要求。产品出厂前客户随机取样并指定由SGS检测后出具检测报

告，全部指标合格方可发货。生产以来未出现批量返修及用户质量查询等情况。

[0063] 实施例2

[0064] 按实施例1工艺条件，不同点为：

[0065] 煮漂用料组成为每升料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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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印花用浆料组成为每升料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68]

[0069]

[0070] 整理液组成为每升整理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71]

[0072] 实施例3

[0073] 按实施例1工艺条件，不同点为：

[0074] 煮漂用料组成为每升料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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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印花用浆料组成为每升料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77]

[0078] 整理液组成为每升整理液中含有以下组分：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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