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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纱线染整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包括以下步骤：S1、

纱线前处理；S2、水洗干燥；S3、一次染色，在一次

染浴缸中加入1.5‑3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升温

至75℃，加入分散染料，再升温至85℃，将水洗干

燥后的纱线送入一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9‑

11)，保温染色45‑55min；S4、还原清洗；S5、二次

染色，浴比为1:(9‑11)，升温至75‑85℃，保温18‑

22min，再升温至90℃，保温染色30‑35min，二次

染液为活性染液；S6、皂洗；S7、脱水烘干，前处理

液包括重量份组分：3‑6份果胶酶、4‑8份α‑淀粉

酶、4‑7份双氧水、0.5‑1份硅酸钠、1‑3份渗透剂、

0.5‑1份椰油酰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65‑85份

去离子水，本申请具有有效提高涤棉混纺纱线的

染色均匀性，提升纱线品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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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纱线前处理，将纱线通过退绕机构输送至前处理液中浸润，前处理液pH为7-8.5，前

处理液温度为75-85℃，处理时间为30-50min；

S2、水洗干燥，将完成S1步骤前处理的纱线进行清洗，干燥；

S3、一次染色，在一次染浴缸中加入1.5-3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按照5℃/min的升温

速率将染液温度升至75℃，加入分散染料，以  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5℃，将水洗干燥

后的纱线送入一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9-11)，保温染色45-55min；

S4、还原清洗，将完成S3步骤一次染色的纱线送入还原清洗箱内，还原清洗液温度为

45-55℃，清洗时间15-22min；

S5、二次染色，将完成S4步骤还原清洗的纱线送入二次染浴缸中，浴比为1:(9-11)，按

照2℃/min的速度升温至75-85℃，保温18-22min，再以3℃/min的速度升温至90℃，保温染

色30-35min，二次染液为活性染液；

S6、皂洗，将完成S5步骤二次染色的纱线浸入皂洗液中，皂洗温度为80-95℃，皂洗时间

为12-15min；

S7、脱水烘干，对完成S6步骤皂洗的纱线进行脱水并烘干，从而完成纱线染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处理液包括

以下重量份组分：3-6份果胶酶、4-8份α-淀粉酶、4-7份双氧水、0.5-1份硅酸钠、1-3份渗透

剂、65-85份去离子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处理液还包

括0.5-1份椰油酰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剂为阴离

子型渗透剂OEP-9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步骤中纱线

浸润过程中使用超声波持续对纱线进行超声波震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2步骤中，纱

线干燥至含水率为2%-3.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步骤分散染

料匀染剂包括质量比为1:1的阴离子分散匀染剂、非离子型分散匀染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5步骤中活性

染液中选用KD型活性染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其特征在于：所述S6步骤皂洗液中

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皂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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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纱线染整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涤棉混纺织物因其色彩艳丽多样、服用性好，被广泛应用于服装以及家纺床品面

料。棉纤维吸湿性高、亲肤性好；涤纶强度高、弹性与羊毛接近，耐褶皱性优于其他纤维，因

此涤棉纤维混纺可以提高面料的回弹性和强度。但由于涤纶纤维分子链上没有特定的染色

基团，且涤纶疏水性很强，染色时染料分子与纤维不易结合，从而导致涤纶染色性较差。

[0003] 目前，对于涤棉混纺织物的染整加工主要采用二浴二步法进行染色，即在弱酸性

条件下对涤纶纤维部分进行染色，之后经清洗再将织物置于强碱性条件下进行活性染料上

染，但应用在涤棉混纺纱线的染色时染色均匀性无法很好的保证，很容易出现染花现象，造

成浪费。因此，需要开发出一种能够有效提高涤棉混纺纱线匀染性的染色工艺。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均匀性低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

工艺。

[0005]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纱线前处理，将纱线通过退绕机构输送至前处理液中浸润，前处理液pH为7-8.5，前

处理液温度为75-85℃，处理时间为30-50min；

S2、水洗干燥，将完成S1步骤前处理的纱线进行清洗，干燥；

S3、一次染色，在一次染浴缸中加入1.5-3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按照5℃/min的升温

速率将染液温度升至75℃，加入分散染料，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5℃，将水洗干燥

后的纱线送入一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9-11)，保温染色45-55min；

S4、还原清洗，将完成S3步骤一次染色的纱线送入还原清洗箱内，还原清洗液温度为

45-55℃，清洗时间15-22min；

S5、二次染色，将完成S4步骤还原清洗的纱线送入二次染浴缸中，浴比为1:(9-11)，按

照2℃/min的速度升温至75-85℃，保温18-22min，再以3℃/min的速度升温至90℃，保温染

色30-35min，二次染液为活性染液；

S6、皂洗，将完成S5步骤二次染色的纱线浸入皂洗液中，皂洗温度为80-95℃，皂洗时间

为12-15min；

S7、脱水烘干，对完成S6步骤皂洗的纱线进行脱水并烘干，从而完成纱线染色。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前处理将涤棉混纺纱线纤维表面的杂质和油污去除，特

别是棉纤维表面的残留浆料等去除干净，并在前处理液作用下使得纤维内部编的蓬松，提

高后续上染率和上染均匀性；通过分散染液对纱线进行一次染色，分散染料分子较小，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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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染料匀染剂的作用下，可以均匀分散于染液中，通过分子扩散、吸附作用，与涤纶纤维结

合，实现涤纶纤维的预先染色；通过还原清洗将涤纶纤维表层的浮色洗去，并使得已经上染

的染料分子与纤维进一步结合，提高涤纶纤维的色牢度；二次染色通过活性染料对棉纤维

进行浸染着色，活性染料对棉纤维的上染速率要高于对涤纶纤维的上染速率，且由于涤纶

纤维已经通过分散染料进行着色，此时涤纶纤维上的上染位点已经被分散染料占据，因此，

二次染色就能较为均匀单一的实现棉纤维着色，最终达到对涤棉混纺纱线的整体染色均匀

性。

[0007] 优选的，所述前处理液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3-6份果胶酶、4-8份α-淀粉酶、4-7份

双氧水、0.5-1份硅酸钠、1-3份渗透剂、65-85份去离子水。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果胶酶对面纤维表面浆料中的果胶进行高效专一的分

解，α-淀粉酶可以促使浆料中淀粉的分解，通过果胶酶与α-淀粉酶的共同作用，可以在不损

伤纤维的前提下，起到高效协同的退浆效果；双氧水氧化性强，在前处理液中分解形成具有

高效漂白能力的HO2-离子团，可以进一步提高纤维的白度；硅酸钠溶于水后，在硅酸根离子

的水解作用下形成氢氧根离子，从而呈现出碱性，硅酸根离子水解作用可以加速双氧水的

分解，从而减少双氧水发生过度漂白而导致纤维损伤。同时硅酸根离子可以吸附整理液中

的重金属离子，减少重金属离子对双氧水分子的催化分解，从而起到稳定效果。

[0009] 优选的，所述前处理液还包括0.5-1份椰油酰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椰油酰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是一种两性离子表面活性

剂，在酸性及碱性条件下均具有优良的稳定性，与阴、阳离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配伍性

好，与硅酸钠可以起到协同效应，从而提高对双氧水分解过程的稳定效果。

[0011] 优选的，所述渗透剂为阴离子型渗透剂OEP-98。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阴离子型渗透剂OEP-98在碱性条件下具有较强的脱脂、

乳化、分散、渗透及净洗力，并对双氧水具有较好的稳定作用，提高了对纤维的净洗效果，有

助于提高后续染色均匀性和色牢度的提升。

[0013] 优选的，所述S1步骤中纱线浸润过程中使用超声波持续对纱线进行超声波震荡。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超声波震荡可以促进纱线纤维表面浆料技污渍的脱除，

提高了前处理液有效组分对纤维的渗透面积和渗透效率，提高前处理过程的整体效率。

[0015] 优选的，所述S2步骤中，纱线干燥至含水率为2％-3.5％。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控制纱线的含水率，可以使得纱线纤维内部纤维之间保

持较佳的空隙，有助于提高纤维染色位点分布的均匀性，从而有助于提高后续染色均匀性。

[0017] 优选的，所述S3步骤分散染料匀染剂包括质量比为1:1的阴离子分散匀染剂、非离

子型分散匀染剂。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阴离子分散匀染剂与非离子分散匀染剂较小复配，可以

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且二者可以与染料形成双电层胶粒，对染料晶粒具有保护作用，提高

了染料的分散稳定性，也起到缓染、移染功能，进一步提高了匀染性。

[0019] 优选的，所述S5步骤中活性染液中选用KD型活性染料。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KD型活性染料的染料母体为直接染料，活性基团为一氯

均三嗪基，对包括棉纤维在内的纤维素纤维具有较高的上染速率，对纤维的亲和力较大，在

碱性介质中染色和固色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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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优选的，所述S6步骤皂洗液中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皂洗剂。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活性染料溶解型皂洗剂绿色环保，其含有特殊的高分子

溶解成分，对未反应染料及水解染料具有较好的溶解效果，从而有助于减少纤维表面的浮

色，减少色泽偏差，提高染色均匀性；同时，当进行深色染色时，活性染料溶解型皂洗剂可以

有效减少染色后的清洗次数，降低水资源消耗，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清洁环保性。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由于本申请采用分散染料-活性染料的二步染色步骤，先通过分散染料对涤纶纤维

进行一步染色，在保持涤纶染色色牢度的同时，提升涤纶的染色均匀性，再通过活性染料对

棉纤维进行染色，实现二步法单一着色，有效提高了涤棉混纺纱线的染色均匀性，提升了染

色质量和染色效果。

[0024] 2、本申请在涤棉混纺纱线的前处理步骤中，通过添加果胶酶与α-淀粉酶形成共同

作用，在不损伤纤维的前提下，达到更为高效协同的退浆效果，并通过双氧水和硅酸钠的协

同作用提高纤维的漂白效果。

[0025] 3、本申请采用KD型活性染料，显著提升了棉纤维的上染速率，减少染色时间，从而

尽可能降低染色色差，提高了二步法染色均匀性。

[0026] 4、本申请采用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皂洗剂，显著提升了对未反应染料及水解染料

的溶解效果，有效减少纤维表面的浮色，降低色差，提高染色均匀性，同时也减少水洗次数，

节约生产耗水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实施例

[0029] 实施例1

参照图1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纱线前处理，将纱线通过退绕机构输送至前处理液中浸润，前处理液包括3份果胶

酶、4份α-淀粉酶、4份双氧水、0.5份硅酸钠、1份阴离子型渗透剂OEP-98、0.5份椰油酰胺丙

基羟基磺基甜菜碱、65份去离子水，pH为7，前处理液温度为75℃，处理时间为30min；纱线浸

润过程中使用超声波持续对纱线进行超声波震荡；

S2、水洗干燥，将完成S1步骤前处理的纱线进行清洗，纱线干燥至含水率为2％；

S3、一次染色，在一次染浴缸中加入1.5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分散染料匀染剂包括质

量比为1:1的阴离子分散匀染剂、非离子型分散匀染剂，按照5℃/min的升温速率将染液温

度升至75℃，加入分散染料，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5℃，将水洗干燥后的纱线送入

一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9，保温染色45min；

S4、还原清洗，将完成S3步骤一次染色的纱线送入还原清洗箱内，还原清洗液温度为45

℃，清洗时间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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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二次染色，将完成S4步骤还原清洗的纱线送入二次染浴缸中，浴比为1:9，按照2℃/

min的速度升温至75℃，保温18min，再以3℃/min的速度升温至90℃，保温染色30min，二次

染液为活性染液，活性染料为KD型活性染料；

S6、皂洗，将完成S5步骤二次染色的纱线浸入皂洗液中，皂洗液中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

皂洗剂，皂洗温度为80℃，皂洗时间为12min；

S7、脱水烘干，对完成S6步骤皂洗的纱线进行脱水并烘干，从而完成纱线染色。

[0030] 实施例2

参照图1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纱线前处理，将纱线通过退绕机构输送至前处理液中浸润，前处理液包括4份果胶

酶、6份α-淀粉酶、5份双氧水、0.7份硅酸钠、1.5份阴离子型渗透剂OEP-98、0.7份椰油酰胺

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70份去离子水，pH为7.5，前处理液温度为80℃，处理时间为35min；纱

线浸润过程中使用超声波持续对纱线进行超声波震荡；

S2、水洗干燥，将完成S1步骤前处理的纱线进行清洗，纱线干燥至含水率为2.5％；

S3、一次染色，在一次染浴缸中加入2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分散染料匀染剂包括质量

比为1:1的阴离子分散匀染剂、非离子型分散匀染剂，按照5℃/min的升温速率将染液温度

升至75℃，加入分散染料，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5℃，将水洗干燥后的纱线送入一

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10，保温染色50min；

S4、还原清洗，将完成S3步骤一次染色的纱线送入还原清洗箱内，还原清洗液温度为50

℃，清洗时间17min；

S5、二次染色，将完成S4步骤还原清洗的纱线送入二次染浴缸中，浴比为1:10，按照2

℃/min的速度升温至80℃，保温19min，再以3℃/min的速度升温至90℃，保温染色32min，二

次染液为活性染液，活性染料为KD型活性染料；

S6、皂洗，将完成S5步骤二次染色的纱线浸入皂洗液中，皂洗液中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

皂洗剂，皂洗温度为85℃，皂洗时间为13min；

S7、脱水烘干，对完成S6步骤皂洗的纱线进行脱水并烘干，从而完成纱线染色。

[0031] 实施例3

参照图1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纱线前处理，将纱线通过退绕机构输送至前处理液中浸润，前处理液包括5份果胶

酶、7份α-淀粉酶、6份双氧水、0.9份硅酸钠、2份阴离子型渗透剂OEP-98、0.9份椰油酰胺丙

基羟基磺基甜菜碱、80份去离子水，pH为8，前处理液温度为80℃，处理时间为45min；纱线浸

润过程中使用超声波持续对纱线进行超声波震荡；

S2、水洗干燥，将完成S1步骤前处理的纱线进行清洗，纱线干燥至含水率为3％；

S3、一次染色，在一次染浴缸中加入2.5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分散染料匀染剂包括质

量比为1:1的阴离子分散匀染剂、非离子型分散匀染剂，按照5℃/min的升温速率将染液温

度升至75℃，加入分散染料，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5℃，将水洗干燥后的纱线送入

一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10.5，保温染色50min；

S4、还原清洗，将完成S3步骤一次染色的纱线送入还原清洗箱内，还原清洗液温度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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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时间19min；

S5、二次染色，将完成S4步骤还原清洗的纱线送入二次染浴缸中，浴比为1:10.5，按照2

℃/min的速度升温至80℃，保温20min，再以3℃/min的速度升温至90℃，保温染色33min，二

次染液为活性染液，活性染料为KD型活性染料；

S6、皂洗，将完成S5步骤二次染色的纱线浸入皂洗液中，皂洗液中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

皂洗剂，皂洗温度为90℃，皂洗时间为14min；

S7、脱水烘干，对完成S6步骤皂洗的纱线进行脱水并烘干，从而完成纱线染色。

[0032] 实施例4

参照图1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纱线前处理，将纱线通过退绕机构输送至前处理液中浸润，前处理液包括6份果胶

酶、8份α-淀粉酶、7份双氧水、1份硅酸钠、3份阴离子型渗透剂OEP-98、1份椰油酰胺丙基羟

基磺基甜菜碱、85份去离子水，pH为8.5，前处理液温度为85℃，处理时间为50min；纱线浸润

过程中使用超声波持续对纱线进行超声波震荡；

S2、水洗干燥，将完成S1步骤前处理的纱线进行清洗，纱线干燥至含水率为3.5％；

S3、一次染色，在一次染浴缸中加入3g/L的分散染料匀染剂，分散染料匀染剂包括质量

比为1:1的阴离子分散匀染剂、非离子型分散匀染剂，按照5℃/min的升温速率将染液温度

升至75℃，加入分散染料，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5℃，将水洗干燥后的纱线送入一

次染液中浸染，浴比为1:11，保温染色55min；

S4、还原清洗，将完成S3步骤一次染色的纱线送入还原清洗箱内，还原清洗液温度为55

℃，清洗时间22min；

S5、二次染色，将完成S4步骤还原清洗的纱线送入二次染浴缸中，浴比为1:11，按照2

℃/min的速度升温至85℃，保温22min，再以3℃/min的速度升温至90℃，保温染色35min，二

次染液为活性染液，活性染料为KD型活性染料；

S6、皂洗，将完成S5步骤二次染色的纱线浸入皂洗液中，皂洗液中选用活性染料溶解型

皂洗剂，皂洗温度为95℃，皂洗时间为15min；

S7、脱水烘干，对完成S6步骤皂洗的纱线进行脱水并烘干，从而完成纱线染色。

[0033] 对比例

对比例1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前处理染液中未添加渗透剂。

[0034] 对比例2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前处理染液中未添加椰油酰胺丙

基羟基磺基甜菜碱。

[0035] 对比例3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前处理中不进行超声波震荡。

[0036] 对比例4

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一次染色时，未添加阴离子分散匀

染剂。

[0037] 对比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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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涤棉混纺纱线染色工艺，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一次染色时，未添加非离子型分散

匀染剂。

[0038] 性能检测

表1实施例1-4和对比例1-5试样的相关指标的检测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4的试样在外观、手感、色差及水洗牢度各项指标检测结果都

处于较优的水平，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对与涤棉混纺纱线的染色均匀性、上染色牢度均

具备较好的效果。

[0039] 从表1的对比例1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纱线前处理过程中，渗透剂对于纤维的去污

净化效果对于后续纱线染色效果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进一步说明了本申请生产工艺的

优势；对比例2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前处理液中未添加椰油酰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对于纱

线耐水洗牢度影响不明显，但对于外观、手感、色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说明缺少了椰油酰

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与硅酸钠可以起到协同效应，降低了纱线纤维与染料结合的均匀

性，影响了染色效果；对比例3检测结果说明超声波震荡对于纱线前处理中提高纱线的洁净

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从而对纱线后续染色色差有一定的影响；对比例4和对比例5的检测结

果显示单独使用阴离子分散匀染剂或非离子型分散匀染剂，缺少了二者的复配协同效果，

从而影响了纱线的匀染性，降低了纱线染色的均匀性。

[0040]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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