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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

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其包括，将纤

维原料整经、织造、定型、整染；所述纤维原料，其

面丝或底丝包括抗静电涤纶，所述抗静电涤纶在

面丝或底丝的重量占比为20～100％，中丝为亲

水改性维纶纤维。本发明采用亲水改性的维纶纤

维作为中丝，面丝或底丝其中一面采用抗静电纤

维，另一面采用普通纤维，这样的组织结构设计

有利于形成虹吸效应，中丝会吸取水分，同时底

丝会保持一定的干爽性，提升了面料的舒适性，

而中丝储存水分会有利于抗静电功能的提升，与

抗静电纤维起到了协效的功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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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纤维原料整经、织造、定型、整染；所述纤维原料，其面丝或底丝包括抗静电涤纶，所

述抗静电涤纶在面丝或底丝的重量占比为20～100％，中丝为亲水改性维纶纤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所述纤维原料，其面丝或底丝纤维原料规格为DTY和/或FDY，其丹尼尔数为20～300D，头

份数为1～300F，单纤纤度为0.3～1D。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亲水改性维纶纤维，为50～150D  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所述定型，其定型速度为25～30m/min，温度为200～230℃。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整染，包括染色，烘干，水洗；其中，所述染色，其温度为100～140℃；其中，所述烘

干，其温度为140～18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染色，包括升温阶段、降温阶段，其中，所述升温阶段为起始温度25～35℃，以1～3℃/min

升温至80～90℃并保温5～8min，以2～3℃/min升温至100～120℃并保温5～8min，以2～3

℃/min加热至120～140℃，保温30～50min；所述降温阶段，其为以0.5～1.5℃/min降温至

100～120℃并保温5～8min，以1～3℃/min降温至70～90℃并保温15～40min，以1.5～4℃/

min降温至30～50℃。

7.如权利要求1、2、6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原料，包括以80重量份抗静电涤纶75/72DTY、20重量份普通涤纶75/

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为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底丝为普通涤纶75/144DTY为原

料。

8.如权利要求1、2、6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其制备方法包括，将聚乙烯醇10～80wt％、醋酸乙烯

酯10～80wt％、丁二酸酐1～5wt％、乙烯基磺酸钠-乙烯基共聚物1～5wt％进行混合，对维

纶纤维改性。

9.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制得的功

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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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

法及其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面料功能性方面的需求也逐渐激增。尤其是近年来

环境恶化及雾霾的影响，使得纺织面料吸灰程度大大增加。静电带来的诸多生活不便如面

料带电使得面料起皱，大大影响美观，面料带电使得穿着者心情烦躁，长期下去会引起诸多

疾病，面料带电甚至会带来安全隐患，如在加油站等场所静电荷积聚最后引发火灾的报道

也不在少数。在国家及社会和消费者逐渐对健康以及安全意识提高的情况下，合+

[0003] 理的有效的利用功能性原料开发新的面料产品是市场需求的。

[0004] 但是，实践中对功能面料的织造，尤其是抗静电、防水复合功能面料的制备，并不

能同时兼顾抗静电和防水两方面功能效果优异。现有技术更多采用棉纤维等天然纤维，但

是天然纤维虽然吸水性好，但是并不能快速的释放水，使得其贴肤穿的舒适性下降，吸湿后

容易黏在皮肤表面，而且天然纤维容易发生霉变等，在炎炎夏季容易产生异味，这些都影响

其应用，然而仿棉面料难以达到天然纤维的优良吸水性。

[0005] 因此，亟待开发一种新的抗静电、吸水复合功能仿棉面料。

发明内容

[0006]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概述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些方面以及简要介绍一些较佳实施

例。在本部分以及本申请的说明书摘要和发明名称中可能会做些简化或省略以避免使本部

分、说明书摘要和发明名称的目的模糊，而这种简化或省略不能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07] 鉴于上述和/或现有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制备的技术空白，提出了

本发明。

[0008] 因此，本发明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功能仿棉抗静

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

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

[0010] 将纤维原料整经、织造、定型、整染；所述纤维原料，其面丝或底丝包括抗静电涤

纶，所述抗静电涤纶在面丝或底丝的重量占比为20～100％，中丝为亲水改性维纶纤维。

[0011]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所述纤维原料，其面丝或底丝纤维原料规格为DTY和/或FDY，其丹尼尔数为20～

300D，头份数为1～300F，单纤纤度为0.3～1D。

[0012]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亲水改性维纶纤维，为50～150D  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

[0013]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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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述所述定型，其定型速度为25～30m/min，温度为200～230℃。

[0014]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整染，包括染色，烘干，水洗；其中，所述染色，其温度为100～140℃；其中，所述烘

干，其温度为140～180℃。

[0015]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染色，包括升温阶段、降温阶段，其中，所述升温阶段为起始温度25～35℃，以1～3

℃/min升温至80～90℃并保温5～8min，以2～3℃/min升温至100～120℃并保温5～8min，

以2～3℃/min加热至120～140℃，保温30～50min；所述降温阶段，其为以0.5～1.5℃/min

降温至100～120℃并保温5～8min，以1～3℃/min降温至70～90℃并保温15～40min，以1.5

～4℃/min降温至30～50℃。

[0016]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纤维原料，包括以80重量份抗静电涤纶75/72DTY、20重量份普通涤纶75/144DTY为

面丝原料，中丝为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底丝为普通涤纶75/144DTY为原料。

[0017]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其制备方法包括，将聚乙烯醇10～80wt％、醋酸乙烯酯10～

80wt％、丁二酸酐1～5wt％、乙烯基磺酸钠-乙烯基共聚物1～5wt％进行混合，对维纶纤维

改性。

[0018]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所述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

的制备方法制得的功能仿棉抗静电吸水经编绒类面料。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多种原料的组合及与之相适应的织造工艺配合，

从而得到一种具有功能组合效果，实现面料的美观、保健以及安全功能，特别适合服装及家

纺面料的开发。本发明产品能够同时具有抗静电和吸水两方面的优异功能效果。抗静电方

面，半衰期可达0.6s(A级)，较其他方法制得产品增益380％左右，电荷面密度可达1.0uc/

m2，较其他方法制得产品增益260％左右，摩擦静电电压可达60V，较其他方法制得产品增益

500％左右。本发明采用亲水改性的维纶纤维作为中丝，面丝或底丝其中一面采用抗静电纤

维，另一面采用普通纤维，这样的组织结构设计有利于形成虹吸效应，中丝会吸取水分，同

时底丝会保持一定的干爽性，提升了面料的舒适性，而中丝储存水分会有利于抗静电功能

的提升，与抗静电纤维起到了协效的功能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1]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还可以

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

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2] 其次，此处所称的“一个实施例”或“实施例”是指可包含于本发明至少一个实现方

式中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在本说明书中不同地方出现的“在一个实施例中”并非均指

同一个实施例，也不是单独的或选择性的与其他实施例互相排斥的实施例。

[0023]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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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以80重量份抗静电涤纶75/72DTY、20重量份普通涤纶75/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

采用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底丝采用普通涤纶75/144DTY为原料，通过织造、定型、染

整、缝制工艺制成所设计材料。

[0025] 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210℃，定型速度为28m/min。

[0026] 所述染整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骤：进染缸(染色温度为130℃)，烘干(温度为160

℃)，水洗，烘干(温度为160℃)，柔软剂采用鞣酸处理。

[0027] 所述染色工艺采用的染料的组成及质量份为：分散黄0.04质量份、分散红0.0152

质量份、分散兰0.022质量份、98％冰醋酸0.5质量份。所述染色工艺的温度控制为：起始温

度为30℃，以2℃/min加热至85℃，保温5min，再以1.5℃/min加热至115℃，保温6min，再以2

℃/min加热至130℃，保温40min，再以1℃/min降温至110℃，保温6min，再以1.5℃/min降温

至80℃，保温20min，最后以2℃/min降温至33℃。

[0028] 对所得面料进行了针对性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1：

[0029] 表1

[0030]

测试项目 测试依据 产品性能 标准要求

半衰期 GB/T  12703-2008 0.6s(A级) ≤15s

电荷面密度 GB/T  12703.2-2009 1.0uc/m2 ≤7uc/m2

摩擦静电电压 GB/T  12703.5-2010 60V(A级) ≤2500V

吸水率 GB/T  21655.1-2008 8％ ≥2％

[0031] 实施例2：

[0032] 以50重量份抗静电涤纶75/72DTY、50重量份普通涤纶75/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

采用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底丝采用普通涤纶75/144DTY为原料，通过织造、定型、染

整、缝制工艺制成所设计材料。

[0033] 所述涤纶DTY的规格为75D/144F，所述抗静电涤纶DTY的规格为75D/72F，所述亲水

改性维纶纤维规格为50D/48F。

[0034] 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210℃，定型速度为28m/min。

[0035] 所述染整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骤：进染缸(染色温度为130℃)，烘干(温度为160

℃)，水洗，烘干(温度为160℃)，柔软剂采用鞣酸处理。

[0036] 所述染色工艺采用的染料的组成及质量份为：分散黄0.04质量份、分散红0.0152

质量份、分散兰0.022质量份、98％冰醋酸0.5质量份。所述染色工艺的温度控制为：起始温

度为30℃，以2℃/min加热至85℃，保温5min，再以1.5℃/min加热至115℃，保温6min，再以2

℃/min加热至130℃，保温40min，再以1℃/min降温至110℃，保温6min，再以1.5℃/min降温

至80℃，保温20min，最后以2℃/min降温至33℃。

[0037] 对所得面料进行了针对性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2：

[0038] 表2

[0039]

测试项目 测试依据 产品性能 标准要求

半衰期 GB/T  12703-2008 1.6s(A级) ≤15s

电荷面密度 GB/T  12703.2-2009 1.8uc/m2 ≤7u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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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静电电压 GB/T  12703.5-2010 200V(A级) ≤2500V

吸水率 GB/T  21655.1-2008 6％ ≥2％

[0040] 实施例3：

[0041] 以20重量份抗静电涤纶75/72DTY、80重量份普通涤纶75/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

采用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底丝采用普通涤纶75/144DTY为原料，通过织造、定型、染

整、缝制工艺制成所设计材料。

[0042] 所述涤纶DTY的规格为75D/144F，所述抗静电涤纶DTY的规格为75D/72F，所述亲水

改性维纶纤维规格为50D/48F。

[0043] 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210℃，定型速度为28m/min。

[0044] 所述染整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骤：进染缸(染色温度为130℃)，烘干(温度为160

℃)，水洗，烘干(温度为160℃)，柔软剂采用鞣酸处理。

[0045] 所述染色工艺采用的染料的组成及质量份为：分散黄0.04质量份、分散红0.0152

质量份、分散兰0.022质量份、98％冰醋酸0.5质量份。所述染色工艺的温度控制为：起始温

度为30℃，以2℃/min加热至85℃，保温5min，再以1.5℃/min加热至115℃，保温6min，再以2

℃/min加热至130℃，保温40min，再以1℃/min降温至110℃，保温6min，再以1.5℃/min降温

至80℃，保温20min，最后以2℃/min降温至33℃。

[0046] 对所得面料进行了针对性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3：

[0047] 表3

[0048]

测试项目 测试依据 产品性能 标准要求

半衰期 GB/T  12703-2008 4.8s(A级) ≤15s

电荷面密度 GB/T  12703.2-2009 3.6uc/m2 ≤7uc/m2

摩擦静电电压 GB/T  12703.5-2010 600V(A级) ≤2500V

吸水率 GB/T  21655.1-2008 6％ ≥2％

[0049] 实施例4(对照例)：

[0050] 以20重量份抗静电锦纶75/72DTY、80重量份普通锦纶75/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

采用50/48FDY锦纶纤维，底丝采用普通锦纶75/144DTY为原料，通过织造、定型、染整、缝制

工艺制成所设计材料。

[0051] 所述普通锦纶DTY的规格为75D/144F，所述抗静电锦纶DTY的规格为75D/72F，所述

普通锦纶FDY规格为50D/48F。

[0052] 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180℃，定型速度为28m/min。

[0053] 所述染整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骤：进染缸(染色温度为130℃)，烘干(温度为160

℃)，水洗，烘干(温度为160℃)，柔软剂采用鞣酸处理。

[0054] 所述染色工艺采用的染料的组成及质量份为：分散黄0.04质量份、分散红0.0152

质量份、分散兰0.022质量份、98％冰醋酸0.5质量份。所述染色工艺的温度控制为：起始温

度为30℃，以2℃/min加热至70℃，保温5min，再以1.5℃/min加热至90℃，保温6min，再以2

℃/min加热至110℃，保温40min，再以1℃/min降温至90℃，保温6min，再以1.5℃/min降温

至60℃，保温20min，最后以2℃/min降温至33℃。

[0055] 对所得面料进行了针对性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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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表4

[0057]

测试项目 测试依据 产品性能 标准要求

半衰期 GB/T  12703-2008 8.6s(A级) ≤15s

电荷面密度 GB/T  12703.2-2009 6.1uc/m2 ≤7uc/m2

摩擦静电电压 GB/T  12703.5-2010 1130V(A级) ≤2500V

吸水率 GB/T  21655.1-2008 1.9％ ≥2％

[0058] 实施例5：

[0059] 实施例1～3的中丝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的制备方法为：

[0060] 改性剂为：聚乙烯醇45％，醋酸乙烯酯45％，丁二酸酐5％，乙烯基磺酸钠-乙烯基

共聚物5％(质量百分数)，进行混合后对维纶纤维改性，通过缩醛化及侧链酯化后对其羟基

进行保护，从而使其在染整过程中只是发生溶胀而不会被溶解。本改性后的维纶由于不在

高温水体系下溶解，只会发生溶胀，可以增加面料紧促性，同时亲水改性维纶纤维中高分子

链采用含有多羟基结构，大大提高了亲水性能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抗静电协效的效果，吸水

率接近纯棉的效果，吸水率可达到10％。

[0061] 实施例6(对照例)：

[0062] 以80重量份抗静电涤纶75/72DTY、20重量份普通涤纶75/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

采用50D/48F  FDY涤纶，底丝采用普通涤纶75/144DTY为原料，通过织造、定型、染整、缝制工

艺制成所设计材料。

[0063] 所述涤纶DTY的规格为75D/144F，所述抗静电涤纶DTY的规格为75D/72F，所述普通

涤纶纤维规格为50D/48F。

[0064] 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210℃，定型速度为28m/min。

[0065] 所述染整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骤：进染缸(染色温度为130℃)，烘干(温度为160

℃)，水洗，烘干(温度为160℃)，柔软剂采用鞣酸处理。

[0066] 所述染色工艺采用的染料的组成及质量份为：分散黄0.04质量份、分散红0.0152

质量份、分散兰0.022质量份、98％冰醋酸0.5质量份。所述染色工艺的温度控制为：起始温

度为30℃，以2℃/min加热至85℃，保温5min，再以1.5℃/min加热至115℃，保温6min，再以2

℃/min加热至130℃，保温40min，再以1℃/min降温至110℃，保温6min，再以1.5℃/min降温

至80℃，保温20min，最后以2℃/min降温至33℃。

[0067] 对所得面料进行了针对性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5：

[0068] 表5

[0069]

测试项目 测试依据 产品性能 标准要求

半衰期 GB/T  12703-2008 9.2s ≤15s

电荷面密度 GB/T  12703.2-2009 6.2uc/m2 ≤7uc/m2

摩擦静电电压 GB/T  12703.5-2010 1600V ≤2500V

吸水率 GB/T  21655.1-2008 0.4％ ≥2％

[0070] 实施例7(对照例)：

[0071] 以80重量份涤纶导电纤维(含有35％AZO导电粉体，粒径>200nm)、20重量份普通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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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75/144DTY为面丝原料，中丝采用50/48FDY亲水改性维纶纤维，底丝采用普通涤纶75/

144DTY为原料，通过织造、定型、染整、缝制工艺制成所设计材料。

[0072] 所述涤纶DTY的规格为75D/144F，所述抗静电涤纶DTY的规格为75D/72F，所述亲水

改性维纶纤维规格为50D/48F。

[0073] 所述定型工艺的定型温度为210℃，定型速度为28m/min。

[0074] 所述染整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骤：进染缸(染色温度为130℃)，烘干(温度为160

℃)，水洗，烘干(温度为160℃)，柔软剂采用鞣酸处理。

[0075] 所述染色工艺采用的染料的组成及质量份为：分散黄0.04质量份、分散红0.0152

质量份、分散兰0.022质量份、98％冰醋酸0.5质量份。所述染色工艺的温度控制为：起始温

度为30℃，以2℃/min加热至85℃，保温5min，再以1.5℃/min加热至115℃，保温6min，再以2

℃/min加热至130℃，保温40min，再以1℃/min降温至110℃，保温6min，再以1.5℃/min降温

至80℃，保温20min，最后以2℃/min降温至33℃。

[0076] 对所得面料进行了针对性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6：

[0077] 表6

[0078]

测试项目 测试依据 产品性能 标准要求

半衰期 GB/T  12703-2008 19s ≤15s

电荷面密度 GB/T  12703.2-2009 7.8uc/m2 ≤7uc/m2

摩擦静电电压 GB/T  12703.5-2010 1500V ≤2500V

吸水率 GB/T  21655.1-2008 6％ ≥2％

[0079] 综上，本发明通过多种原料的组合及与之相适应的织造工艺配合，从而得到一种

具有功能组合效果，实现面料的美观、保健以及安全功能，特别适合服装及家纺面料的开

发。本发明产品能够同时具有抗静电和吸水两方面的优异功能效果。抗静电方面，半衰期可

达0.6s(A级)，较其他方法制得产品增益380％左右，电荷面密度可达1.0uc/m2，较其他方法

制得产品增益260％左右，摩擦静电电压可达60V，较其他方法制得产品增益500％左右。采

用亲水改性的维纶纤维作为中丝，面丝或底丝其中一面采用抗静电纤维，另一面采用普通

纤维，这样的组织结构设计有利于形成虹吸效应，中丝会吸取水分，同时底丝会保持一定的

干爽性，提升了面料的舒适性，而中丝储存水分会有利于抗静电功能的提升，与抗静电纤维

起到了协效的功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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