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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纺织品染色技术领域，特别地，

涉及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

染色工艺，通过在常规染色工艺的基础上，通过

精心筛选的染色浆液，各组分互相配合发挥作

用，有效改善了硅油破乳回沾的现象，极大避免

了染色时易形成“色脏”的问题，将布料彩蓝色染

色工艺的成功率由不足30％提高至95％以上，极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08374288 B

2021.03.02

CN
 1
08
37
42
88
 B



1.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接布：将待染色的多支布缝接在一起后，送入退浆处准备退浆；

(2)退浆：以含有氢氧化钠、高效除油剂和精炼剂的混合液为退浆液，控制退浆温度93-

95℃，水洗温度80-85℃，由退浆机进行退浆处理；

(3)预定：将退浆处理后的布料进行定性处理，控制温度200-201℃，控制速度50-52m/

min，作业后送入染色处，备用；

(4)染色：按照预定的颜色加入染色浆液，控制喷嘴花篮为100，喷压1.0-1.1kg，带布轮

280-300min，水位2000-2100L，于130℃进行染色，常温水洗出缸，送扩布处开幅；

所述染色浆液包括如下含量组分：分散嫩黄0.01-0.02％，分散宝蓝1.2-1.3％，鳌合分

散剂0.1-0.2g/L，酸性匀染剂1.5-1.6g/L，强力分散剂SD-1010.5-0.6g/L，pH5.0-5.5冰醋

酸0.3-0.4g/L，导染剂1-1.5g/L，高效除油剂2-3g/L；

(5)扩布：将染色后的布料展开，平铺在车内，进行扩布；

(6)无张力烘干：将处理后的弹力布进行无张力烘干，于120-122℃下均匀的烘干，控制

烘干速度50-52m/min，作业后送到定型处；

(7)成定：将烘干后的布料进行定型处理，作业后将多支布分开打卷，包装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所述退浆液中，所述氢氧化钠的浓度为40-41g/L，所述高效除油剂的浓度为2-3g/L，

所述精炼剂的浓度为4-5g/L。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所述高效除油剂包括高浓化纤除油剂G00N206A；所述精炼剂包括精炼剂TF-18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中，所述鳌合分散剂包括螯合分散剂710-100，所述导染剂包括HA-837，所述高效除油剂

包括高浓化纤除油剂G00N206A。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5)中，所述扩布步骤控制速度为80-82m/min。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7)中，所述成定步骤的条件为：于170-172℃下控制速度50-52m/min，控制门幅148-149CM，

控制FA-400无氟防水剂的浓度为40-41g/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6)中，还包括在所述无张力烘干步骤后检验布面是否有瑕疵的中检步骤，和/或，所述步骤

(7)中，还包括在所述定型步骤后，检验布面情况的成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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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品染色技术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

染色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纺织及服装行业向着时尚化不断发展，对于各种纺织品的染色工艺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衣物或布料的染色，是编织及服装领域的重要加工工序，对于服装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

[0003] 目前，一般布料的染色通常需要在染色过程中进行定前洗水的，这主要是因为一

般的布坯会含有一定量的硅润滑油，如果不去除硅油，那么在后续高温染色胚定时，硅油会

发生交联，会吸附在布料上，在染色时会严重阻碍酸性料上染，从而形成染花，即通常所说

的“色脏”。所以，一般的染色工艺前会在退浆步骤中加入高效除油剂进行处理。但是，一般

工艺中，经常会发生洗下的硅油破乳回沾，尤其是对于亮丽色彩的染色而言，其染色成功率

更低，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效率及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彩蓝

染色不稳定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包括

如下步骤：

[0006] (1)接布：将待染色的多支布缝接在一起后，送入退浆处准备退浆；

[0007] (2)退浆：以含有氢氧化钠、高效除油剂和精炼剂的混合液为退浆液，控制退浆温

度93-95℃，水洗温度80-85℃，由退浆机进行退浆处理；

[0008] (3)预定：将退浆处理后的布料进行定性处理，作业后送入染色处，备用；

[0009] (4)染色：按照预定的颜色加入染色浆液，控制喷嘴花篮为100，喷压1.0-1.1kg，带

布轮280-300min，水位2000-2100L，于130℃进行染色，常温水洗出缸，送扩布处开幅；

[0010] 所述染色浆液包括颜色色素，以及鳌合分散剂、强力分散剂、强力分散剂、冰醋酸、

导染剂和高效除油剂；

[0011] (5)扩布：将染色后的布料展开，平铺在车内，进行扩布；

[0012] (6)无张力烘干：将处理后的弹力布进行无张力烘干，作业后送到定型处；

[0013] (7)成定：将烘干后的布料进行定型处理，作业后将多支布分开打卷，包装即得。

[0014] 所述步骤(2)中，所述退浆液中，所述氢氧化钠的浓度为40-41g/L，所述高效除油

剂的浓度为2-3g/L，所述精炼剂的浓度为4-5g/L。

[0015] 所述步骤(2)中，所述高效除油剂包括高浓化纤除油剂G00N206A；所述精炼剂包括

精炼剂TF-188。

[0016] 所述步骤(3)中，所述步骤(4)中，所述定性处理步骤的条件为：控制温度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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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速度50-52m/min，门幅150-151cm。

[0017] 所述步骤(4)中，所述染色浆液包括如下含量组分：分散嫩黄0.01-0.02％，分散宝

蓝1.2-1.3％，鳌合分散剂0.1-0.2g/L，分散均染剂DT-33  1.5-1.6g/L，强力分散剂SD-101 

0.5-0.6G/L，pH5.0-5.5冰醋酸0.3-0.4g/L，导染剂1-1.5g/L，高效除油剂2-3g/L。

[0018] 所述步骤(4)中，所述鳌合分散剂包括螯合分散剂710-100，所述强力分散剂包括

强力分散剂SD-101，所述导染剂包括HA-837，所述高效除油剂包括高浓化纤除油剂

G00N206A。

[0019] 所述步骤(5)中，所述扩布步骤控制速度为80-82m/min。

[0020] 所述步骤(6)中，所述无张力烘干步骤的条件为：于120-122℃下均匀的烘干，整个

过程不带张力，控制烘干速度50-52m/min。

[0021] 所述步骤(7)中，所述成定步骤的条件为：于170-172℃下控制速度50-52m/min，控

制门幅148-149CM，控制FA-400无氟放水剂的浓度为40-41g/L。

[0022] 所述步骤(6)中，还包括在所述无张力烘干步骤后检验布面是否有瑕疵的中检步

骤，和/或，所述步骤(7)中，还包括在所述定型步骤后，检验布面情况的成检步骤。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通过在常规染色工艺的

基础上，通过精心筛选的染色浆液，各组分互相配合发挥作用，有效改善了硅油破乳回沾的

现象，极大避免了染色时易形成“色脏”的问题，将布料彩蓝色染色工艺的成功率由不足

30％提高至95％以上，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实施例所述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7] (1)接布：将多支待染色的弹力布缝接在一起后送入退浆处退浆，控制其传输速度

为60-61m/min；

[0028] (2)退浆：以含有氢氧化钠、高效除油剂和精炼剂的混合浆液为第一退浆液，控制

所述氢氧化钠的浓度为40g/L，所述高效除油剂(高浓化纤除油剂G00N206A)的浓度为3g/L，

所述精炼剂(精炼剂TF-188)的浓度为4g/L，控制退浆温度93℃，由退浆机退浆，控制水洗温

度80℃，作业OK后送到染缸处，备用；

[0029] (3)预定：为了避免后工序出现不必要的异常，本步骤将来胚定性，控制定性条件

为：200℃，控制速度50m/min，门幅150-151cm，作业后送入染色处；

[0030] (4)染色：以100D四面弹涤纶布染色为彩兰色，控制喷嘴(花篮100)，控制喷压

1.0KG，带布轮300min，水位2000L，在染色浆液存在下，升温至130℃染色后，常温水洗出缸，

送扩布处开幅；

[0031] 以所述染色浆液的总量计，包括如下组分：分散嫩黄0.01％，分散宝蓝1.3％，鳌合

分散剂(螯合分散剂710-100)0.1g/L，分散匀染剂DT-33  1.6g/L，强力分散剂SD-101  0.5g/

L，冰醋酸0.3g/L(PH5 .0-5 .5)，导染剂HA-837  1 .5g/L，高效除油剂(高浓化纤除油剂

G00N206A)2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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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5)扩布：将染色后的布展开，平铺在车内，控制速度80m/min，作业后送下工序；

[0033] (6)无张力烘干机：将布均匀的烘干，整个过程不带张力，控制速度50m/min，控制

温度120℃，作业后送到中检处检查布面有无瑕疵，并控制速度30m/min，作业完送到定型

处；

[0034] (7)成定：经过定型的布有良好的手感及稳定的尺寸，控制器条件为条件：控制定

型温度170℃，定型速度50m/min，门幅148-149cm，所述FA-400无氟放水剂浓度为40g/L，作

业后送至成检，以检测其成品布匹情况，随后于30m/min进行包装。

[0035] 经过成品检测及跟踪，本实施例工艺对布料进行彩蓝色染色，成品布料染色均匀，

染色成功率在95％以上，可有效避免出现“色脏”现象，提高了生产效率。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所述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接布：将多支待染色的弹力布缝接在一起后送入退浆处退浆，控制其传输速度

为60-61m/min；

[0039] (2)退浆：以含有氢氧化钠、高效除油剂和精炼剂的混合浆液为第一退浆液，控制

所述氢氧化钠的浓度为41g/L，所述高效除油剂(高浓化纤除油剂G00N206A)的浓度为2g/L，

所述精炼剂(精炼剂TF-188)的浓度为5g/L，控制退浆温度95℃，由退浆机退浆，控制水洗温

度85℃，作业OK后送到染缸处，备用；

[0040] (3)预定：为了避免后工序出现不必要的异常，本步骤将布胚定性，控制定性条件

为：201℃，控制速度52m/min，门幅150-151cm，作业后送入染色处；

[0041] (4)染色：以100D四面弹涤纶布染色为彩兰色，控制喷嘴(花篮100)，控制喷压

1.1KG，带布轮280min，水位2100L，在染色浆液存在下，升温至130℃染色后，常温水洗出缸，

送扩布处开幅；

[0042] 以所述染色浆液的总量计，包括如下组分：分散嫩黄0.02％，分散宝蓝1.2％，鳌合

分散剂(螯合分散剂710-100)0.2g/L，分散匀染剂DT-33  1.5g/L，强力分散剂SD-101  0.6g/

L，冰醋酸0 .4g/L(PH5 .0-5 .5)，导染剂HA-837  1g/L，高效除油剂(高浓化纤除油剂

G00N206A)3g/L；

[0043] (6)扩布：将染色后的布展开，平铺在车内，控制速度82m/min，作业后送下工序；

[0044] (7)无张力烘干机：将布均匀的烘干，整个过程不带张力，控制速度52m/min，控制

温度122℃，作业后送到中检处检查布面有无瑕疵，并控制速度32m/min，作业完送到定型

处；

[0045] (8)成定：经过定型的布有良好的手感及稳定的尺寸，控制器条件为条件：控制定

型温度172℃，定型速度52m/min，门幅148-149cm，所述FA-400无氟放水剂浓度为41g/L，作

业后送至成检，以检测其成品布匹情况，随后于30m/min进行包装。

[0046] 经过成品检测及跟踪，本实施例工艺对布料进行彩蓝色染色，成品布料染色均匀，

染色成功率在95％以上，可有效避免出现“色脏”现象，提高了生产效率。

[0047] 对比例1

[0048] 本实施例所述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采用现有技术方案进行染

色，其与实施例1的工艺方案及参数相同，其区别仅在于，所述步骤(4)中，染色浆液以其总

量计，包括如下组分：分散嫩黄0.01％，分散宝蓝1.3％，鳌合分散剂(螯合分散剂7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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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g/L，分散匀染剂DT-33  1 .6g/L，强力分散剂SD-101  0 .5g/L，冰醋酸0.5g/L(PH4 .0-

4.5)。

[0049] 经过成品检测及跟踪，本实施例工艺对布料进行彩蓝色染色，成品布料染色出现

“色脏”现象的概率极大，染色成功率仅不足30％，极大的影响了弹力布染色的效率。

[0050] 对比例2

[0051] 本实施例所述有效改善彩蓝染色稳定性的染色工艺，采用现有技术方案进行染

色，其与实施例2的工艺方案及参数相同，其区别仅在于，所述步骤(4)中，染色浆液以其总

量计，包括如下组分：分散嫩黄0.02％，分散宝蓝1.2％，鳌合分散剂(螯合分散剂710-100)

0 .2g/L，分散匀染剂DT-33  1 .5g/L，强力分散剂SD-101  0 .6g/L，冰醋酸0.6g/L(PH4 .0-

4.5)。

[0052] 经过成品检测及跟踪，本实施例工艺对布料进行彩蓝色染色，成品布料染色出现

“色脏”现象的概率极大，染色成功率仅不足30％，极大的影响了弹力布染色的效率。

[0053]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

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

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

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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