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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毛巾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高柔

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具体方法如下：（1）将

马尾松纤维、罗布麻纤维和芦苇纤维混合粉碎，

恒温炒制，取出，加入硫酸镁溶液，搅拌，恒温蒸

汽处理，取出，冷却至室温，一次得纤维浆；（2）将

一次纤维浆烘干至含水率为29%~31%，加入处理

剂，搅拌，进行磁化处理，得二次纤维浆；（3）将二

次纤维浆恒温蒸汽处理，冷藏处理，取出，进行纺

纱、上浆、织造，得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纤维不易

变形，不易脱毛，使得毛巾光滑柔软，贴合皮肤，

不仅对皮肤无伤害无刺激，还具有极强的清洁能

力，抑菌防过敏，绿色纯天然，有效促进皮肤健

康，长时间使用后毛巾也不会出现发霉和异味刺

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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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方法如下：

（1）将11~13重量份的马尾松纤维、8~9重量份的罗布麻纤维和28~30重量份的芦苇纤维

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40~42℃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3~15min，取出，加入9~10重量份的

硫酸镁溶液，用转速为200~220r/min的搅拌器搅拌19~21min，在温度为120~130℃的条件下

恒温蒸汽处理22~24min，取出，冷却至室温，得一次纤维浆；

（2）将一次纤维浆置入温度为68~70℃的条件下烘干至含水率为29%~31%，加入12~14重

量份的处理剂，用转速为280~300r/min的搅拌器搅拌26~28min，进行磁化处理，得二次纤维

浆；

所述的处理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鲜洋槐花16~18份、糯米21~23份、罗汉果多

糖0.14~0.16份、沙棘多糖0.17~0.19份、银耳多糖0.14~0.16份、水180~200份；

（3）将二次纤维浆在温度为200~210℃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4~16min，在温度为1~2

℃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38~42min，取出，进行纺纱、上浆、织造，得高柔软防脱毛毛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

硫酸镁溶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2.5~2.7重量份的硫酸镁和0.12~0.14重量份的山药

多糖投入180~200重量份的水中搅拌至溶解，得硫酸镁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

磁化处理，在磁场强度为710~73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3~4min，暂停8~10min，在磁场强度为

1560~158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3min，在磁场强度为960~98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3min，

上述为一个循环，共循环处理4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

处理剂，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糯米置入温度为44~46℃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7~
19min，投入水中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5~87℃，加入鲜洋槐花混合打浆，置入温度为38~40℃

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20~140h，取出，过滤，取滤液，加入罗汉果多糖、沙棘多糖和银耳多

糖搅拌溶解，得处理剂。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高柔软防脱毛

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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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毛巾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毛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但是目前使用的毛巾不但存在脱毛严重的

现象，给使用者带来巨大的烦恼，而且还存在手感较硬的现象，根本无法对皮肤幼嫩的婴幼

儿进行很好的使用，甚至给婴幼儿皮肤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所以急需发明一种高柔软防

脱毛毛巾，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给毛巾产业的发展带来突破性进步，增加毛巾加工产业的

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0006] （1）将11~13重量份的马尾松纤维、8~9重量份的罗布麻纤维和28~30重量份的芦苇

纤维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40~42℃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3~15min，取出，加入9~10重量

份的硫酸镁溶液，用转速为200~220r/min的搅拌器搅拌19~21min，在温度为120~130℃的条

件下恒温蒸汽处理22~24min，取出，冷却至室温，得一次纤维浆；

[0007] （2）将一次纤维浆置入温度为68~70℃的条件下烘干至含水率为29%~31%，加入12~
14重量份的处理剂，用转速为280~300r/min的搅拌器搅拌26~28min，进行磁化处理，得二次

纤维浆；

[0008] 所述的处理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鲜洋槐花16~18份、糯米21~23份、罗汉

果多糖0.14~0.16份、沙棘多糖0.17~0.19份、银耳多糖0.14~0.16份、水180~200份；

[0009] （3）将二次纤维浆在温度为200~210℃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4~16min，在温度为

1~2℃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38~42min，取出，进行纺纱、上浆、织造，得高柔软防脱毛毛巾。

[0010]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1）所述的硫酸镁溶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2.5

~2.7重量份的硫酸镁和0.12~0.14重量份的山药多糖投入180~200重量份的水中搅拌至溶

解，得硫酸镁溶液。

[0011]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磁化处理，在磁场强度为710~730G的条件

下磁化处理3~4min，暂停8~10min，在磁场强度为1560~158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3min，在

磁场强度为960~98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3min，上述为一个循环，共循环处理4次。

[0012]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处理剂，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糯米置

入温度为44~46℃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7~19min，投入水中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5~87℃，

加入鲜洋槐花混合打浆，置入温度为38~40℃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20~140h，取出，过滤，

取滤液，加入罗汉果多糖、沙棘多糖和银耳多糖搅拌溶解，得处理剂。

[0013]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高柔软防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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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使用马尾

松纤维、罗布麻纤维和芦苇纤维三种纤维混合制备，并进行一系列的处理，有效促进三种纤

维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作用，有效提高纤维的柔韧性，增强纤维之间的凝聚能力，形成稳

定的网络结构，纤维不易变形、不易脱落，有效避免使用过程中脱毛现象给使用者带来的不

适和不便，提高毛巾的蓬松度，使得毛巾光滑柔软，贴合皮肤，不仅对皮肤无伤害无刺激，还

能有效吸附皮肤上的灰尘和污垢，具有极强的清洁能力，抑菌防过敏，绿色纯天然，有效促

进皮肤健康，长时间使用后毛巾也不会出现发霉和异味刺鼻的现象。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用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但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6] 实施例1

[0017] 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0018] （1）将11重量份的马尾松纤维、8重量份的罗布麻纤维和28重量份的芦苇纤维混合

粉碎，置入温度为40℃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3min，取出，加入9重量份的硫酸镁溶液，用

转速为200r/min的搅拌器搅拌19min，在温度为120℃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22min，取出，

冷却至室温，得一次纤维浆；

[0019] （2）将一次纤维浆置入温度为68℃的条件下烘干至含水率为29%~31%，加入12重量

份的处理剂，用转速为280r/min的搅拌器搅拌26min，进行磁化处理，得二次纤维浆；

[0020] 所述的处理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鲜洋槐花16份、糯米21份、罗汉果多糖

0.14份、沙棘多糖0.17份、银耳多糖0.14份、水180份；

[0021] （3）将二次纤维浆在温度为200℃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4min，在温度为1℃的条

件下恒温冷藏处理38min，取出，进行纺纱、上浆、织造，得高柔软防脱毛毛巾。

[0022]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1）所述的硫酸镁溶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2.5

重量份的硫酸镁和0.12重量份的山药多糖投入180重量份的水中搅拌至溶解，得硫酸镁溶

液。

[0023]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磁化处理，在磁场强度为710G的条件下磁

化处理3min，暂停8min，在磁场强度为156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min，在磁场强度为960G的

条件下磁化处理2min，上述为一个循环，共循环处理4次。

[0024]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处理剂，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糯米置

入温度为44℃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7min，投入水中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5℃，加入鲜洋槐

花混合打浆，置入温度为38℃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20h，取出，过滤，取滤液，加入罗汉果

多糖、沙棘多糖和银耳多糖搅拌溶解，得处理剂。

[0025]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高柔软防脱毛

毛巾。

[0026] 实施例2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0028] （1）将12重量份的马尾松纤维、8.5重量份的罗布麻纤维和29重量份的芦苇纤维混

合粉碎，置入温度为41℃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4min，取出，加入9.5重量份的硫酸镁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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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用转速为210r/min的搅拌器搅拌20min，在温度为125℃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23min，

取出，冷却至室温，得一次纤维浆；

[0029] （2）将一次纤维浆置入温度为69℃的条件下烘干至含水率为29%~31%，加入13重量

份的处理剂，用转速为290r/min的搅拌器搅拌27min，进行磁化处理，得二次纤维浆；

[0030] 所述的处理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鲜洋槐花17份、糯米22份、罗汉果多糖

0.15份、沙棘多糖0.18份、银耳多糖0.15份、水190份；

[0031] （3）将二次纤维浆在温度为205℃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5min，在温度为1.5℃的

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40min，取出，进行纺纱、上浆、织造，得高柔软防脱毛毛巾。

[0032]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1）所述的硫酸镁溶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2.6

重量份的硫酸镁和0.13重量份的山药多糖投入190重量份的水中搅拌至溶解，得硫酸镁溶

液。

[0033]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磁化处理，在磁场强度为720G的条件下磁

化处理3.5min，暂停9min，在磁场强度为157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5min，在磁场强度为

97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5min，上述为一个循环，共循环处理4次。

[0034]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处理剂，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糯米置

入温度为45℃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7~19min，投入水中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6℃，加入鲜

洋槐花混合打浆，置入温度为39℃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30h，取出，过滤，取滤液，加入罗

汉果多糖、沙棘多糖和银耳多糖搅拌溶解，得处理剂。

[0035]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高柔软防脱毛

毛巾。

[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0038] （1）将13重量份的马尾松纤维、9重量份的罗布麻纤维和30重量份的芦苇纤维混合

粉碎，置入温度为42℃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5min，取出，加入10重量份的硫酸镁溶液，用

转速为220r/min的搅拌器搅拌21min，在温度为130℃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24min，取出，

冷却至室温，得一次纤维浆；

[0039] （2）将一次纤维浆置入温度为70℃的条件下烘干至含水率为29%~31%，加入14重量

份的处理剂，用转速为300r/min的搅拌器搅拌28min，进行磁化处理，得二次纤维浆；

[0040] 所述的处理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鲜洋槐花18份、糯米23份、罗汉果多糖

0.16份、沙棘多糖0.19份、银耳多糖0.16份、水200份；

[0041] （3）将二次纤维浆在温度为210℃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min，在温度为2℃的条

件下恒温冷藏处理42min，取出，进行纺纱、上浆、织造，得高柔软防脱毛毛巾。

[0042]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1）所述的硫酸镁溶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2.7

重量份的硫酸镁和0.14重量份的山药多糖投入200重量份的水中搅拌至溶解，得硫酸镁溶

液。

[0043]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磁化处理，在磁场强度为730G的条件下磁

化处理4min，暂停10min，在磁场强度为1580G的条件下磁化处理3min，在磁场强度为980G的

条件下磁化处理3min，上述为一个循环，共循环处理4次。

[0044]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步骤（2）所述的处理剂，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糯米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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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温度为46℃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9min，投入水中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7℃，加入鲜洋槐

花混合打浆，置入温度为40℃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40h，取出，过滤，取滤液，加入罗汉果

多糖、沙棘多糖和银耳多糖搅拌溶解，得处理剂。

[0045]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高柔软防脱毛

毛巾。

[0046] 对比例1

[0047] 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将步骤（1）所述的马

尾松纤维和罗布麻纤维均用芦苇纤维代替，其他条件均相同。

[0048] 对比例2

[0049] 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1）不加入所述

的硫酸镁溶液进行搅拌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50] 对比例3

[0051] 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将步骤（2）不进行所

述的磁化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52] 对比例4

[0053] 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2）不加入所述

的处理剂进行搅拌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54] 对比例5

[0055] 一种高柔软防脱毛毛巾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3）不进行蒸汽

和冷藏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56] 对采用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方法制备的毛巾进行性能的检测，检测其蓬松度（蓬

松度测试方法：参照GB/T3820—1997的测试方法，测毛巾未洗及洗5次后的厚度，试验条件：

样品在松弛状态下，置于试验用大气标准状态下16h以上；压脚面积为2000mm2，加压压力为

25cN，加压时间10s；洗涤按照Y(B)089A型全自动缩水率试验机程序10洗涤；每块毛巾均测

试30次求平均值，得毛巾蓬松度）和脱毛率（脱毛率试验方法：参照FZ/T62006-2004附录二

执行，首先将整条毛巾放置在(105±5)℃条件下烘2h，密封冷却称重，再采用GB/T8629中

10A程序洗涤，总装料1kg，滚筒烘干，烘干后抖去落毛，剪去毛巾上缠绕的落头、线头，最后

将烘干的毛巾在(105±5)℃下烘2h，密封冷却称重），结果如表1：

[0057] 表1 实施例和对比例毛巾的实验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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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从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毛巾蓬松度明显高于市售纯棉毛

巾，具有极高的柔软度，且脱毛率极低，具有极好的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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