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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

艺，所述制备工艺包括原材料选用阶段、纤维织

造阶段以及面料染色阶段，所述原材料选用阶段

所选用的原材料为铜氨纤维和T400弹性纤维；所

述纤维织造阶段中将铜氨纤维作为面料经纱，将

T400弹性纤维作为面料纬纱；所述面料染色阶段

依次包括如下步骤：①、将面料进行冷堆前处理；

②、将经步骤①处理后的面料进行平幅预缩并清

洗；③、将经步骤②处理后的面料使用溢流染色

机进行染色；④、将经步骤③处理后的面料进行

半成品定型；⑤、将经步骤④处理后的面料进行

成品定型；该制备工艺将铜氨纤维和涤纶T400两

种纤维的性能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

了两种纤维的特性，让消费者享用到最好最舒适

的服装面料。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0129960 A

2019.08.16

CN
 1
10
12
99
60
 A



1.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所述制备工艺包括原材料选用阶段、纤维织造阶

段以及面料染色阶段，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材料选用阶段所选用的原材料为铜氨纤维和

T400弹性纤维；所述纤维织造阶段中将铜氨纤维作为面料经纱，将T400弹性纤维作为面料

纬纱；所述面料染色阶段依次包括如下步骤：①、将面料进行冷堆前处理；②、将经步骤①处

理后的面料进行平幅预缩并清洗；③、将经步骤②处理后的面料使用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

④、将经步骤③处理后的面料进行半成品定型；⑤、将经步骤④处理后的面料进行成品定

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①中冷堆前处

理的操作方法为：先对面料上冷堆助剂，然后在40℃温度下堆置24小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堆助剂包括

液碱50G/L、退浆剂5g/L、除油剂3g/L、精炼剂3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②中面料进行

平幅预缩的过程中的依次经过7个水槽，且7个水槽的温度依次为50℃、70℃、85℃、90℃、95

℃、9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③中对面料的

染色包括分散染料染色阶段和活性染料套染阶段，所述分散染料染色阶段的操作方法为：

a、依次加入匀染剂、分散染料、硫胺或醋酸后机台运转十分钟；b、在高温下保温；c、进行第

一次水洗；d、进行第二次水洗；

所述活性染料套染阶段的操作方法为：e、加入浴中宝并运转5分钟；f、加入活性染料并

运转15分钟；g、加入元明粉并运转15分钟；h、加入纯碱并运转15分钟；i、加入液碱并运转15

分钟；j、在低温下保温；k、进行第三次水洗；l、进行第四次水洗；m、进行第五次水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作业温度

为130℃，时间为40分钟；步骤j中作业温度为40℃，时间为35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a、步骤e；步骤

f的作业温度为30℃；步骤g、步骤h、步骤i中的作业温度为40度。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作业温度

为70℃，时间为10分钟；步骤d中作业温度为50℃，时间为10分钟；步骤k中作业温度为50℃，

时间为10分钟；步骤l中作业温度为85℃，时间为15分钟；步骤m中作业温度为70℃，时间为

10分钟。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④中作业温度

为140℃，布料行进速度为30m/min，门幅为100CM  。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⑤中作业温

度为130℃，布料行进速度为35m/min，门幅为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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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纯铜氨纤维面料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于2002年被列入苏州市第二批重点开

发产品项目，于2005年通过苏州市科技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鉴定，其生产工艺已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2006年被省科技厅确认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0003] 铜氨面料一直以来是我司的明星产品，公司生产各种铜氨、棉、涤纶、尼龙及其交

织产品都具备成熟的织造和染整工艺，铜氨与天丝纤维交织产品的染色方法2008年已获得

了国家专利。

[0004] 铜氨纤维单纤细，表面光滑，仿真效果好，且它的湿强力高，湿延伸率低，纺织加工

性能好，同时纤维吸湿性好、吸收快，吸水率高，面料服用性能好，具有会呼吸、清爽、抗静

电、悬垂性佳四大功能，其最吸引人的特性为具吸湿、放湿性，属会呼吸的清爽纤维。铜氨纤

维的用途与粘胶纤维有相似之处，但铜氨纤维的单纤比粘胶纤维更细，其产品的服用性能

极佳，性能近似于丝绸，极具悬垂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如何

对铜氨纤维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使铜氨面料朝着更丰富、更完美的方向发展，并开发出让消

费者感受到更好更舒适的服装面料以满足消费者高层次、高品位的需求，是本领域技术人

员一直不懈的追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

制备工艺。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所述制备工艺包括原材料选用阶段、纤维织造阶段

以及面料染色阶段，所述原材料选用阶段所选用的原材料为铜氨纤维和T400弹性纤维；所

述纤维织造阶段中将铜氨纤维作为面料经纱，将T400弹性纤维作为面料纬纱；所述面料染

色阶段依次包括如下步骤：①、将面料进行冷堆前处理；②、将经步骤①处理后的面料进行

平幅预缩并清洗；③、将经步骤②处理后的面料使用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④、将经步骤③

处理后的面料进行半成品定型；⑤、将经步骤④处理后的面料进行成品定型。

[0007] 优选地，步骤①中冷堆前处理的操作方法为：先对面料上冷堆助剂，然后在40℃温

度下堆置24小时。

[0008] 优选地，所述冷堆助剂包括液碱50G/L、退浆剂5g/L、除油剂3g/L、精炼剂3g/L。

[0009] 优选地，步骤②中面料进行平幅预缩的过程中的依次经过7个水槽，且7个水槽的

温度依次为50℃、70℃、85℃、90℃、95℃、95℃。

[0010] 优选地，步骤③中对面料的染色包括分散染料染色阶段和活性染料套染阶段，所

述分散染料染色阶段的操作方法为：a、依次加入匀染剂、分散染料、硫胺或醋酸后机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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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b、在高温下保温；c、进行第一次水洗；d、进行第二次水洗；

所述活性染料套染阶段的操作方法为：e、加入浴中宝并运转5分钟；f、加入活性染料并

运转15分钟；g、加入元明粉并运转15分钟；h、加入纯碱并运转15分钟；i、加入液碱并运转15

分钟；j、在低温下保温；k、进行第三次水洗；l、进行第四次水洗；m、进行第五次水洗。

[0011] 优选地，步骤b中作业温度为130℃，时间为40分钟；步骤j中作业温度为40℃，时间

为35分钟。

[0012] 优选地，步骤a、步骤e；步骤f的作业温度为30℃；步骤g、步骤h、步骤i中的作业温

度为40度。

[0013] 优选地，步骤c中作业温度为70℃，时间为10分钟；步骤d中作业温度为50℃，时间

为10分钟；步骤k中作业温度为50℃，时间为10分钟；步骤l中作业温度为85℃，时间为15分

钟；步骤m中作业温度为70℃，时间为10分钟。

[0014] 优选地，步骤④中作业温度为140℃，布料行进速度为30m/min，门幅为100CM  。

[0015] 优选地，步骤⑤中作业温度为130℃，布料行进速度为35m/min，门幅为100CM  。

[0016] 由于以上技术方案的实施，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本发明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的研发成功是一个突破，将铜氨纤维和涤纶T400

两种纤维的性能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了两种纤维的特性，让消费者享用到最

好最舒适的服装面料；

制作出来的产品通过经纬密度的变化和组织变化形成错落有致的凹凸感双面效果，使

织物实现了视觉、触觉和功能化的统一，赋予织物舒适性与时尚感，既突显了织物的凹凸立

体效果和错落有致的层次，又使织物具有富于变化的独特外观和双面效果，提高了织物档

次和视觉的美感及服用性能，两种纤维织成的面料质感更加密实、柔软，突出垂感性，从而

显得更加优雅、舒适、柔和。产品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分散染料染色阶段的步骤示意图；

图2为活性染料套染阶段的步骤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9] 一种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所述制备工艺包括原材料选用阶段、纤维织造

阶段以及面料染色阶段，

原材料选用阶段所选用的原材料为铜氨纤维和T400弹性纤维。

[0020] 纤维织造阶段中将铜氨纤维作为面料经纱，将T400弹性纤维作为面料纬纱，另外，

在织造阶段铜氨纤维加适当的捻度可提高强力,  提高了织造性能，增加了产品的应用范

围，达到最佳的身骨和垂感，从而提高织造效率，喷气织机织造免浆，染色过程中免退浆工

序，减少了污水的产生，保护好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了充分体现小提花产品外

观花纹细致，手感柔软，布面光洁柔和，悬垂性佳等优点，要优化织造工艺，确保织造生产顺

利进行，故采用日本进口电子多臂喷气织机，合理选择上机张力，确保梭口清晰，降低断头，

使纬纱在气流中顺利引纬，减少织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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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面料染色阶段依次包括如下步骤：

①、将面料进行冷堆前处理；目的在于在碱的作用下退浆、除油、去污。本步骤中冷堆前

处理的操作方法为：先对面料上冷堆助剂（冷堆助剂包括液碱50G/L、退浆剂5g/L、除油剂

3g/L、精炼剂3g/L），然后在40℃温度下堆置24小时。另外采用冷堆前处理成本低，适合连续

生产，减少机缸炼布这一道，缩短在机缸的时间，减少布在机缸里擦伤的风险，布面平整，不

易起绉条，工艺稳定，比常规的机缸炼布后水洗干净染色可以缩短4小时每缸。

[0022] ②、将经步骤①处理后的面料进行平幅预缩并清洗；目的在于清洗布面的碱及助

剂，并且经纬向均匀的收缩，保证布面平整，没有绉条产生。本步骤中面料进行平幅预缩的

过程中的依次经过7个水槽，且7个水槽的温度依次为50℃、70℃、85℃、90℃、95℃、95℃；另

外本步骤中面料进布门幅165CM  ,出布门幅110M，布面PH值7.3。

[0023] ③、将经步骤②处理后的面料使用溢流染色机进行染色；溢流染色机染色让纬纱

还有一次充分收缩后产生弹性，突出织物凹凸的风格。控制成品的缩率，活性染料染铜氨纤

维，分散染料染涤纶T400，可染成双色效果，也可染单色。活性染料选用安诺其公司的L型活

性染料，40度染色，出布门幅98CM  ；

本步骤中对面料的染色包括分散染料染色阶段和活性染料套染阶段，即，先用分散染

料染色，分散染色后再对样，颜色合格后，水洗干净，再用活性染料套染（浴比1:15）；

分散染料染色阶段的操作方法为：

a、依次加入匀染剂、分散染料、硫胺或醋酸后机台运转十分钟（让布与染料在缸内接触

十分钟，充分接触），作业温度为30℃。

[0024] 、在高温下保温，保温的温度为130℃（以每分钟1.2℃的升温速度升至130℃），保

温时间为40分钟。

[0025] 、进行第一次水洗；温度为70℃，水洗时间为10分钟；  d、进行第二次水洗；温度为

50℃，水洗时间为10分钟。

[0026] 活性染料套染阶段的操作方法为：

e、加入浴中宝并运转5分钟，作业温度为30℃。

[0027] 、加入活性染料并运转15分钟，作业温度为30℃。

[0028] 、加入元明粉（30-60  (g／L)）并运转15分钟，作业温度为40度，为防止上染速度过

快，元明粉分两次加入，第一次加入1／3，第二次加入2／3。

[0029] 、加入纯碱（15-20  (g／L)）并运转15分钟，作业温度为40度，防止局部上染过快，产

生色花。

[0030] 、加入液碱并运转15分钟，作业温度为40度。

[0031] 、在低温下保温；作业温度为40℃，时间为35分钟。

[0032] 、进行第三次水洗，温度为50℃，水洗时间为10分钟。

[0033] 、进行第四次水洗，温度为85℃，水洗时间为15分钟。

[0034] 、进行第五次水洗，温度为70℃，水洗时间为10分钟。

[0035] ④、将经步骤③处理后的面料进行半成品定型；本步骤中作业温度为140℃，布料

行进速度为30m/min，门幅为100CM  。

[0036] ⑤、将经步骤④处理后的面料进行成品定型；本步骤中作业温度为130℃，布料行

进速度为35m/min，门幅为100CM  ；另外，需上吸湿快干HSD  1%，亲水软剂0.5%，增加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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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湿性和亲水性。

[0037] T400是一种新型的弹性纤维，不会因反复洗涤而丧失弹力。即使你做大幅度运动

或多次洗涤，衣裤依然保持原形不变，同时在运动时也会让你感到随身所欲，紧贴肌肤却不

会有束缚的感觉。解决了使用“莱卡”弹力纤维易出现弹力丧失的缺陷。面料良好的伸缩性

和还原性，优良的吸汗功能及抗绉滑糯，使穿着时皮肤感觉舒适，是制作男、女装裤料的首

选面料。不含氨纶，比含氨纶的弹力面料更加耐磨，不易变形。面料档次高，科技含量大，产

品附加值高。铜氨与T400双面提花面料经纬纱借助织物丰富的肌理，使人耳目一新，赋予织

物舒适性于时尚感，通过纱号、密度、组织变化，既突显了织物的凹凸立体效果和错落有致

的层次，又使织物具有富于变化的独特外观和双面效果，还解决了使用“莱卡”弹力纤维易

出现弹力丧失的缺陷。

[0038] 本发明是通过国内外销售市场进行广泛调研发后公司自主确定的研发项目，公司

的技术人员通过消化吸收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产品研发理念后独立自主进行设计和指

导生产的产品。

[0039]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含铜氨纤维的面料制备工艺的研发成功是一个突破，将铜氨

纤维和涤纶T400两种纤维的性能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了两种纤维的特性，让

消费者享用到最好最舒适的服装面料；

制作出来的产品通过经纬密度的变化和组织变化形成错落有致的凹凸感双面效果，使

织物实现了视觉、触觉和功能化的统一，赋予织物舒适性与时尚感，既突显了织物的凹凸立

体效果和错落有致的层次，又使织物具有富于变化的独特外观和双面效果，提高了织物档

次和视觉的美感及服用性能，两种纤维织成的面料质感更加密实、柔软，突出垂感性，从而

显得更加优雅、舒适、柔和。产品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

[0040] 以上对本发明做了详尽的描述，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领域技术的人士能够了解本

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的精神实质所

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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