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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该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包括如下

组分：15～45重量﹪无机增稠剂、15～40重量﹪

合成高分子增稠剂、25～55重量﹪纤维素醚增稠

剂、0～5重量﹪聚C2－3烷二醇和0～2重量﹪分散

剂，以所述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总重量计。本发

明印花深度高、成本低、手感好、加工方便。本发

明复合糊料中不含海藻酸钠，综合印制效果与海

藻酸钠接近，可以取代海藻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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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它包括如下组分：

以所述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重量计，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不含海藻酸钠,所述无

机增稠剂为硅藻土、凹凸棒土、钠基膨润土、钙基膨润土、有机膨润土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物，所述合成高分子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酯增稠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丙烯酸酯增稠剂的相

对分子质量为5.0×106～3.0×107，耐电解质性能为40-70％(粘度保留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醚增稠剂包括羧

甲基纤维素钠、羧甲基淀粉钠或它们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C2－3烷二醇包括聚乙

二醇、聚丙二醇或它们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散剂包括抗盐分散

剂。

6.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制备方法，它包括：

将无机增稠剂与合成高分子增稠剂混合，再与纤维素醚增稠剂、聚C2－3烷二醇和分散剂

混合均匀。

7.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在棉、麻及其混纺织物的活性染

料印花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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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它主要适用于棉、麻及

其混纺织物的活性染料印花。

背景技术

[0002] 活性印花糊料中，海藻酸钠是传统而重要的印花糊料成分，其流变性近乎牛顿流

体，具有很好的透网性、印花深度和脱糊率，但是其自身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如容易霉变、印

制精细花型清晰度不高、制糊时间较长、价格较高等。

[0003] 市场上复合印花糊料主要是羧甲基纤维素(CMC)与海藻酸钠的复合物，该类复合

物较单独海藻酸钠糊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同时改善了CMC糊料脱糊率低的缺点。但是

该类糊料降低了成本，但并没有达到海藻酸钠的印制效果。

[0004] 如公开号CN  103741509A公开了一种活性印花糊料及其研制方法，主要内容是将

海藻酸钠与无机盐、羧甲基纤维素类增稠剂进行混合，该发明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海藻

酸钠的优点，还能利用无机盐的添加量降低成本，但不能同时保证印花清晰度、印花深度、

印制手感，综合性能提升不明显。如公开号CN  103924456A中公开了一种活性印花糊料包括

羧甲基淀粉、海藻酸钠、羟丙基瓜尔胶，纳米二氧化硅、蛋白浆料为助剂。该发明所用糊料，

种类较多、制备工艺复杂，改性淀粉的脱糊率不高直接影响手感，羟丙基瓜尔胶耐碱性不

高，影响印花深度，综合印制效果较海藻酸钠差。

[0005] 近年来的活性印花糊料研究始终停留在海藻酸钠的降低成本上，而改性纤维素醚

类或改性淀粉类糊料的印制效果较海藻酸钠还有较大差距。虽然印制清晰度有一定提高，

但要么印花深度不够，要么脱糊率不高，即没有达到印花深度及手感的统一，综合印制效果

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印花深度高、成

本低、手感好、加工方便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7]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它包括如下组分：

[0008]

以所述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总重量计。

[0009]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一种上述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制备方法，它包括：

[0010] 将无机增稠剂与合成高分子增稠剂混合，再与纤维素醚增稠剂、聚C2－3烷二醇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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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剂混合均匀。

[0011]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上述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在棉、麻及其混纺织物的活性

染料印花上的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

下组分：

[0013]

以所述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总重量计。

[001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无机增稠剂包括硅藻土、凹凸棒土、钠

基膨润土、钙基膨润土、有机膨润土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0015]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所述合成高分子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酯

增稠剂。

[0016] 在一个更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聚丙烯酸酯增稠剂的重均分子量范

围为5.0×106～3.0×107，耐电解质性能为40-70％(粘度保留率)。

[0017]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纤维素醚增稠剂包括羧甲基纤维素

钠、羧甲基淀粉钠或它们的混合物。

[0018] 在一个更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纤维素醚增稠剂的重均分子量为

12000－35000，优选为15000－30000。

[0019] 在一个更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纤维素醚增稠剂的取代度一般大于

0.5，优选大于0.8，更优选大于1.0。例如，本发明中所用的羧甲基纤维素钠的取代度一般大

于0.8，优选大于1.0，所述羧甲基淀粉钠取代度一般大于0.6，优选大于0.8。

[002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所述聚C2－3烷二醇包括聚乙二醇、聚丙

二醇或它们的混合物。聚C2－3烷二醇的平均分子量一般为1500－3500万，优选为1800－3200

万。聚C2－3烷二醇的具体实例包括聚丙二醇2000、聚丙二醇3000或其混合物。

[0021]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中所用的分散剂包括抗盐分散剂，如抗盐分散

剂SEMEN  TEKS  93。

[0022] 虽然不想受任何理论的束缚，但认为在纤维素醚增稠剂和合成高分子增稠剂的协

同作用下，印花过程中，无机增稠剂将染料分子以水溶液形式进行“包裹”，烘干及汽蒸过程

中，“包裹”在粘土中的水份蒸发使得染料分子释放并在汽蒸过程中和纤维结合，可达到提

高印花深度目的。本发明所用合成高分子增稠剂优选是丙烯酸(酯)通过反相乳液聚合工艺

而得，该类增稠剂具有无刺激气味、增稠效果好、分子量高、耐盐性好、印花得色深的特点，

所用分散剂具有耐盐、分散、润湿、渗透等功能，可以保证产品稳定性以及提高印花深度。本

发明获得的复合糊料具有高得色、低成本、手感好、性能稳定、使用方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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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的特点是复合糊料不含海藻酸钠，并且能够取代海藻酸钠。

[0024] 本发明活性印花复合糊料的制备方法例如包括如下步骤：

[0025] 将无机增稠剂加入到锥形搅拌器中，搅拌，加入合成高分子增稠剂，继续搅拌

45min～60min，加入羧甲基纤维素钠、羧甲基淀粉钠中的一种或两种复合物，搅拌30min～

60min后，加入聚丙二醇，继续搅拌30min，最后加入分散剂，搅拌均匀，即得复合糊料。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印花深度高、印花织物手感好、成

本更低。

[0027] 实施例

[0028] 本发明各实施例中制得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及对比复合糊料印花性能通过以下

试验验证

[0029] 印花试验

[0030] 1.面料：人棉(市售)

[0031] 2.配方：

[0032]

原料 比例

复合糊料 X％

小苏打 3％

防染盐S 1％

尿素 10％

活性染料 3％

水 Y％

合计 100％

[0033] 3.印花工艺：

[0034] 印花→烘干→汽蒸(105℃×8min)→冷水洗→温水洗(80℃)→皂洗(95℃，SW 

conc.，2g/L)→温水洗→冷水洗→冷水洗→烘干。

[0035] 4.性能测试

[0036] 4.1粘度测试

[0037] 使用Brookfield  DV-II+Pro粘度计，6#转子，转速20rpm，25℃条件下测定。

[0038] 4.2印花粘度指数(PVI值)

[0039] 两剪切速率相差10倍的表观粘度之比值。PVI值＝η(60)/η(6)。

[0040] 4.3表观印花深度(K/S值)

[0041] 使用Datacolor  400测色仪测定印花织物的表观得色量。K/S值越大，说明表观得

色量越高。

[0042] 4.4印制轮廓清晰度和线条精细度

[0043] 目测。

[0044] 4.5脱糊率

[0045] 脱糊率＝(W1-W2)/(W1-W0)×100％

[0046] 式中W0、W1、W2分别表示印花前织物干重、印花后织物干重、脱糊后织物干重。

[0047] 4.6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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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手摸法。5人一组，分别摸印花织物，评定柔软性，5级最好，1级最差。5人的平均级

数为评定结果。

[0049] 实施例1：

[0050] 本实施例所采用的配方包括如下的原料：

[0051]

[0052] 本实施例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按如下步骤制备：

[0053] 将20重量份硅藻土(购自灵寿县巨石矿产品加工厂)加入到锥形搅拌器中，搅拌，

加入29重量份丙烯酸酯增稠剂400R(购自爱森中国絮凝剂有限公司)，继续搅拌45min，加入

50重量份羧甲基纤维素钠，搅拌30min后，加入0.5重量份聚丙二醇2000，继续搅拌30min，最

后加入0.5重量份抗盐分散剂SEMEN  TEKS  93(购自德国米勒化学)，搅拌均匀，即得复合糊

料。

[0054] 实施例2：

[0055] 本实施例所采用的配方包括以下原料：

[0056]

[0057] 本实施例活性印花复合糊料按如下步骤制备：

[0058] 将30重量份凹凸棒土(购自灵寿县巨石矿产品加工厂)加入到锥形搅拌器中，搅

拌，加入35重量份聚丙烯酸酯增稠剂KG-4201(购自常熟市辐照技术应用厂)，继续搅拌

50min，加入30重量份羧甲基纤维素钠，搅拌45min后，加入4重量份聚丙二醇3000，继续搅拌

30min，最后加入1重量份抗盐分散剂SEMEN  TEKS  93(购自德国米勒化学)，搅拌均匀，即得

复合糊料。

[0059] 实施例3：

[0060] 本实施例所采用的配方包括以下的原料：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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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本实施例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按如下步骤制备：

[0063] 将40重量份钠基膨润土加入到锥形搅拌器中，搅拌，加入20重量份聚丙烯酸酯增

稠剂EM-620(佛山奕美化工有限公司)，继续搅拌60min，加入36重量份羧甲基淀粉钠，搅拌

50min后，加入2重量份聚丙二醇2000，继续搅拌30min，最后加入2重量份抗盐分散剂SEMEN 

TEKS  93(德国米勒化学)，搅拌均匀，即得复合糊料。

[0064] 实施例4：

[0065] 本实施例所采用的配方包括以下的原料：

[0066]

[0067] 本实施例的活性印花复合糊料按如下步骤制备：

[0068] 将20重量份钙基膨润土和18重量份有机膨润土加入到锥形搅拌器中，搅拌，加入

20重量份聚丙烯酸酯增稠剂400R(爱森中国絮凝剂有限公司)，继续搅拌60min，加入40重量

份羧甲基淀粉钠，搅拌50min后，加入1重量份聚丙二醇2000及加入0.5重量份聚丙二醇

3000，继续搅拌30min，最后加入0.5重量份抗盐分散剂SEMEN  TEKS  93(德国米勒化学)，搅

拌均匀，即得复合糊料。

[0069] 以实施例为复合印花糊料印制效果见表1。(增加实施例2－4的测试数据)

[0070] 表1不同糊料印花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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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从表1结果看出，本发明复合糊料印花深度明显高于海藻酸钠和CMC，综合印制效

果明显超过海藻酸钠以及CMC。

[0073] 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熟

悉该项技术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范围内所作的更动与润饰，均应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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