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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

及其使用的胶水，涉及人造皮草的领域，其制备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S1整经：对FDY涤纶和DTY涤

纶分别进行整经；S2经编织：以FDY涤纶为面丝、

DTY涤纶为底丝，编织获得三层的坯布，两侧为

DTY层、中间为FDY层；S3剖布：将坯布从中间剖

开，获得两张半成品面料；S4预定型：将半成品面

料在210-220℃的隧道炉内进行传送；S5染色：经

预定型后的半成品面料投入染缸中，加入染料，

在130-135℃条件进行浸泡染色40-90min，染色

完成后烘干进入下一步骤；S6初次后整理：对染

色后的半成品进行定型、热吹、刷毛、烫光；在后

整理步骤中，采用定型机对半成品的DTY层进行

定型，并对DTY层进行上胶，通过上述步骤能够获

得的质感良好且掉毛率低的仿兔毛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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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整经：对FDY涤纶和DTY涤纶分别进行整经；

S2，经编织：以FDY涤纶为面丝、DTY涤纶为底丝，编织获得三层的坯布，两侧为DTY层、中

间为FDY层；

S3，剖布：将坯布从中间剖开，获得两张半成品面料；

S4，预定型：将半成品面料在隧道炉内进行传送，隧道炉的加热温度为210-220℃；

S5，染色：经预定型后的半成品面料投入染缸中，加入染料，在130-135℃条件下进行浸

泡染色40-90min，染色完成后烘干进入下一步骤；

S6，初次后整理：对染色后的半成品进行定型、热吹、刷毛、烫光；

在后整理步骤中，采用定型机对半成品的DTY层进行定型，并对DTY层进行上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S7，浸泡改性：将半成品投入无染料的染缸中，投入抗静电剂、柔软剂、蓬松剂，在50-60

℃条件下浸泡20-40min；

S8，再次后整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6和步骤S8中，定

型温度为170-19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6和步骤S8中，热

吹温度为160-180℃，FDY层正对热吹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6和步骤S8中，烫

光温度为220-240℃，对FDY层的纤维进行拉直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FDY涤纶采用规格

为200D/30F收缩涤纶。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使用的胶水，其特征在于：按重量

份数计，原料包括以下组分，

水性丙烯酸树脂       30-40份；

无水乙醇             1-2份；

硅烷偶联剂           0.5-0.8份；

去离子水             25-30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胶水，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所述胶水的原料还包括

0.8-1.0份的KH-55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胶水，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联剂采用KH-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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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及其使用的胶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人造毛皮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

及其使用的胶水。

背景技术

[0002] 一直以来，兔毛产品的美观度备受推崇，目前爱护动物的风潮在全世界越来越高

涨，与此同时，不会牺牲动物的仿真皮草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0003] 公布号为CN106592086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仿兔毛绒纤维面料，该面料为经编

织物，包括底层和绒层，由面丝、中丝和底丝在双针床经编机上走针编织而成；其中，底层由

涤纶低弹丝编织而成，占面料重量的20-40%；绒层编织在底层上，由涤纶超无光扁平丝经编

而成，占面料重量的60-80%。

[0004] 上述技术方案仅提供了简单的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但是仿兔毛面料和传统仿

真皮草均存在易脱毛的缺陷需要进行解决。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

艺，具有不易脱毛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整经：对FDY涤纶和DTY涤纶分别进行整经；

S2，经编织：以FDY涤纶为面丝、DTY涤纶为底丝，编织获得三层的坯布，两侧为DTY层、中

间为FDY层；

S3，剖布：将坯布从中间剖开，获得两张半成品面料；

S4，预定型：将半成品面料在隧道炉内进行传送，隧道炉的加热温度为210-220℃；

S5，染色：经预定型后的半成品面料投入染缸中，加入染料，在130-135℃条件下进行浸

泡染色40-90min，染色完成后烘干进入下一步骤；

S6，初次后整理：对染色后的半成品进行定型、热吹、刷毛、烫光；

在后整理步骤中，采用定型机对半成品的DTY层进行定型，并对DTY层进行上胶。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FDY涤纶又称作全拉伸丝，其面料手感顺滑柔软，DTY涤纶

又称作涤纶低弹丝，具有稳定性高的特点，以FDY涤纶为面丝为仿兔毛提供了良好手感和顺

滑度的基础，而DTY涤纶作为底丝由于其良好的稳定性，使得DTY层具有良好的幅宽稳定性。

且涤纶丝的特性是可以抵受化学物质及经常洗涤，减少了面料的退色及脱色现象，且其防

火性极高。

[0008] 经过整经和经编织后获得三层的坯布，再通过将坯布从中间剖开获得两张半成品

面料的方式，使得在生产制备过程中，能够有效利用FDY涤纶长丝的特性更加高效地去获得

半成品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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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FDY涤纶由于制备工艺的原因，表面的纺织油含量较高，使得FDY层较为软塌。而在

预定型过程中，通过210-220℃的加热，能够除去使得油剂挥发，降低表面含油量，使得FDY

层更加阔挺，起到预定型的作用。

[0010] 通过在130-135℃条件下进行浸染40-90min，能够有效提高上色率和色牢度，其浸

染时间能够根据颜色深浅进行选择。

[0011] 在初次后整理步骤中，通过定型机对DTY层进行加热定型，以进一步保证DTY层的

幅宽稳定性，通过对DTY层进行上胶，使得FDY涤纶的根部能够在编织的基础上，进一被牢牢

固定于DTY层上，降低掉毛率。

[0012] 兔毛具有良好的绒感的特性，由于FDY具有一定的热缩性，经过热吹处理后则能够

使其在长度上产生相近的收缩，使得FDY层消除剖布形成的切削感，更加具备自然感，并获

得兔毛具有绒感的特性。

[0013] 再经过后续的刷毛和烫光对FDY层进行整理，最终获得美观度和质感良好的仿兔

毛面料，具有色牢度高、掉毛率低且环保阻燃等优点。

[0014] 进一步地，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还包括以下步骤：

S7，浸泡改性：将半成品投入无染料的染缸中，投入抗静电剂、柔软剂、蓬松剂，在50-60

℃条件下浸泡20-40min；

S8，再次后整理。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抗静电剂、柔软剂以及蓬松剂的浸泡添加，能够进一

步提高FDY层的质感和美观度，且进一步向兔毛的质感和美观度靠近，提高仿真度。

[0016] 进一步地，步骤S6和步骤S8中，定型温度为170-190℃。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170-190℃条件下，能够对DTY层进行充分定型，且使得

胶水更易进行渗透，保证FDY涤纶长丝的根部能够在和DTY涤纶编织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固

定，以降低掉毛率。

[0018] 进一步地，步骤S6和步骤S8中，热吹温度为160-180℃，FDY层正对热吹方向。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160-180℃条件下对FDY层进行热吹，能够使得FDY层的

涤纶纤维充分进行热缩，保证面料的绒感和自然度。

[0020] 进一步地，步骤S6和步骤S8中，烫光温度为220-240℃，对FDY层的纤维进行拉直处

理。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使得FDY层的纤维更加柔顺，且不会卷曲，进一步使

其质感和美观度靠近兔毛产品。

[0022] 进一步地，所述FDY涤纶采用规格为200D/30F收缩涤纶。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200D/30F高收缩涤纶能够为面料的FDY层提供良好的柔

顺度和质感，且具有良好的收缩率，一方面使得FDY层具备良好的绒感，另一方面则便于在

收缩前的剖布操作，提高了加工效率和加工便捷度。

[002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所使用的胶水，重量份数

计，原料包括以下组分：

水性丙烯酸树脂       30-40份；

无水乙醇             1-2份；

硅烷偶联剂          0.5-0.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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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离子水             25-30份。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以水性丙烯酸树脂作为胶水的基体，具有耐高温，粘合度

良好的特点，且具有价格低和环保的优点。

[0026] 无水乙醇能够对水性丙烯酸树脂进行润湿，无水乙醇分子的亲油基团能够与水性

丙烯酸树脂粒子结合并包裹于树脂粒子的表面，使得无水乙醇分子的亲水基向外，从而进

一步提高水性丙烯酸树脂与水分子的结合能力，从而保证水性丙烯酸树脂的渗透性。

[0027] 硅烷偶联剂则能够提高水性丙烯酸树脂和FDY涤纶纤维的根部、TDY层之间的粘合

度，以进一步降低FDY层的掉毛率。

[0028] 进一步地，所述胶水的原料还包括0.8-1.0份的KH-550。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偶联剂KH-550即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是一种优异的

粘结促进剂，应用于丙烯酸涂料中能够有效增强其粘稠度，由于水性丙烯酸树脂的粘度较

低，可能会造成在涂覆过程中流平过快而造成涂膜不均匀，无法将掉毛率控制在最佳状态，

而通过添加偶联剂KH-550则能够很好的调节粘度，从而调节流平性，以克服水性丙烯酸树

脂的上述缺点，保证了水性丙烯酸树脂的粘结效果。

[0030] 进一步地，按重量份数计，所述硅烷偶联剂采用KH-560。

[003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偶联剂KH-560即γ―(2,3-环氧丙氧)  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能够提高水性丙烯酸树脂和FDY涤纶纤维的根部、TDY层之间的粘合度，以进一步降低

FDY层的掉毛率。

[0032] 同样的，偶联剂KH-550要发挥出相应的偶联作用，就必须让其水解形成硅羟基，然

而KH-550中的氨基与水性丙烯酸树脂中的双键极易发生反应，对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KH-560中的环氧基则能够和KH-550的氨基反应形成交联网络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胶水对

FDY涤纶纤维根部的固定效果，以进一步降低掉毛率。

[0033] 再者，水性丙烯酸树脂在经过无水乙醇润湿后，树脂粒子被包裹于无水乙醇内，也

使得KH-550水解产生的氨基不会直接与树脂粒子接触，而KH-550和KH-560由于相容度高，

使得KH-550产生的氨基优先和KH-560的环氧基反应。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  FDY涤纶又称作全拉伸丝，其面料手感顺滑柔软，DTY涤纶又称作涤纶低弹丝，具有

稳定性高的特点，以FDY涤纶为面丝为仿兔毛提供了良好手感和顺滑度的基础，而DTY涤纶

作为底丝由于其良好的稳定性，使得DTY层具有良好的幅宽稳定性。且涤纶丝的特性是可以

抵受化学物质及经常洗涤，减少了面料的退色及脱色现象，且其防火性极高。

[0035] 2.  经过整经和经编织后获得三层的坯布，再通过将坯布从中间剖开获得两张半

成品面料的方式，使得在生产制备过程中，能够有效利用FDY涤纶长丝的特性更加高效地去

获得半成品面料。

[0036] 3.  FDY涤纶由于制备工艺的原因，表面的纺织油含量较高，使得FDY层较为软塌。

而在预定型过程中，通过210-220℃的加热，能够除去使得油剂挥发，降低表面含油量，使得

FDY层更加阔挺，起到预定型的作用。

[0037] 4.  在初次后整理步骤中，通过定型机对DTY层进行加热定型，以进一步保证DTY层

的幅宽稳定性，通过对DTY层进行上胶，使得FDY涤纶的根部能够在编织的基础上，进一被牢

牢固定于DTY层上，降低掉毛率。兔毛具有良好的绒感的特性，由于FDY具有一定的热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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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热吹处理后则能够使其在长度上产生相近的收缩，使得FDY层消除剖布形成的切削感，

更加具备自然感，并获得兔毛具有绒感的特性。

[0038] 5.  在170-190℃条件下，能够对DTY层进行充分定型，且使得胶水更易进行渗透，

保证FDY涤纶长丝的根部能够在和DTY涤纶编织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固定，以降低掉毛率。

[0039] 6.  200D/30F高收缩涤纶能够为面料的FDY层提供良好的柔顺度和质感，且具有良

好的收缩率，一方面使得FDY层具备良好的绒感，另一方面则便于在收缩前的剖布操作，提

高了加工效率和加工便捷度。

[0040] 7.  无水乙醇能够对水性丙烯酸树脂进行润湿，无水乙醇分子的亲油基团能够与

水性丙烯酸树脂粒子结合并包裹于树脂粒子的表面，使得无水乙醇分子的亲水基向外，从

而进一步提高水性丙烯酸树脂与水分子的结合能力，从而保证水性丙烯酸树脂的渗透性。

硅烷偶联剂则能够提高水性丙烯酸树脂和FDY涤纶纤维的根部、TDY层之间的粘合度，以进

一步降低FDY层的掉毛率。

[0041] 8.  偶联剂KH-550即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是一种优异的粘结促进剂，应用于

丙烯酸涂料中能够有效增强其粘稠度，由于水性丙烯酸树脂的粘度较低，可能会造成在涂

覆过程中流平过快而造成涂膜不均匀，无法将掉毛率控制在最佳状态，而通过添加偶联剂

KH-550则能够很好的调节粘度，从而调节流平性，以克服水性丙烯酸树脂的上述缺点，保证

了水性丙烯酸树脂的粘结效果。

[0042] 9.  偶联剂KH-560即γ―(2,3-环氧丙氧)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能够提高水性丙烯

酸树脂和FDY涤纶纤维的根部、TDY层之间的粘合度，以进一步降低FDY层的掉毛率。同样的，

偶联剂KH-550要发挥出相应的偶联作用，就必须让其水解形成硅羟基，然而KH-550中的氨

基与水性丙烯酸树脂中的双键极易发生反应，对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KH-560中的环氧

基则能够和KH-550的氨基反应形成交联网络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胶水对FDY涤纶纤维根

部的固定效果，以进一步降低掉毛率。再者，水性丙烯酸树脂在经过无水乙醇润湿后，树脂

粒子被包裹于无水乙醇内，也使得KH-550水解产生的氨基不会直接与树脂粒子接触，而KH-

550和KH-560由于相容度高，使得KH-550产生的氨基优先和KH-560的环氧基反应。

附图说明

[0043]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实施例

[0045] 实施例1

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S1，整经：对FDY涤纶和DTY涤纶分别进行整经；

S2，经编织：以FDY涤纶为面丝、DTY涤纶为底丝，编织获得三层的坯布，两侧为DTY层、中

间为FDY层，FDY涤纶穿插编织于两层DTY层之间；

S3，剖布：将坯布从中间剖开，即切断连接两侧DTY层的FDY涤纶，获得两张半成品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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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预定型：将半成品面料在隧道炉内进行传送，隧道炉的加热温度为210-220℃；

S5，染色：经预定型后的半成品面料投入染缸中，加入染料，在130-135℃条件下进行浸

泡染色40-90min（根据所染颜色的深浅进行选择，颜色越深的布料染色的时间越久，本实施

例具体选用米色的染料，染色时间为40min），染色完成后烘干进入下一步骤；

S6，初次后整理：对染色后的半成品进行定型、热吹、刷毛、烫光；

S7，浸泡改性：将半成品投入无染料的染缸中，投入抗静电剂（本实施例具体选用抗静

电剂FK-311）、柔软剂（本实施例具体选用柔软剂TF-404A）、蓬松剂（本实施例具体选用蓬松

剂Goon1202），在50-60℃条件下浸泡20-40min，浸泡后烘干进入下一步骤；

S8，再次后整理，获得成品。

[0046] 其中，在S6和S8的两次后整理步骤中，定型采用定型机对DTY层进行热定型，定型

温度为170-190℃，同时对DTY层的底层进行上浆（辊涂胶水）。

[0047] 热吹温度为160-180℃，且热吹方向为正对FDY层，以使得FDY层的涤纶纤维充分进

行热缩，而FDY层具体采用规格为200D/30F的高收缩涤纶，其收缩率在30%左右，通过热缩使

得FDY层具备良好的绒感，且在热吹过程中能够使得DTY层上的胶水充分凝固和渗透。

[0048] 梳毛则采用机器对FDY层进行梳理，使其表层更加整齐顺滑，以备后续的进一步加

工处理。梳毛工序则是从FDY纤维的根部开始进行梳理，以保证梳理效果，同时还能够去除

粘附率较低的FDY纤维，以保证成品的掉毛率下降。

[0049] 最后则对FDY层进行烫光，烫光温度为220-240℃，该过程能够对FDY层的涤纶纤维

进行拉直处理，避免FDY涤纶存在卷曲的情况。

[0050] 而之所以重复两次后整理步骤，主要原因为在初次后整理步骤过程中，FDY高收缩

涤纶纤维会产生较大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品性能的不稳定性，而通过重复两次后

整理步骤，则能够获得性能稳定且低掉毛率的仿兔毛面料。

[0051] 其中，按重量份数计，胶水原料包括以下组分：水性丙烯酸树脂35份、无水乙醇1

份、偶联剂KH-560  0.6份、偶联剂KH-550  0.9份、去离子水25份。

[0052] 实施例2

一种仿兔毛面料的制备工艺，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S1，整经：对FDY涤纶和DTY涤纶分别进行整经；

S2，经编织：以FDY涤纶为面丝、DTY涤纶为底丝，编织获得三层的坯布，两侧为DTY层、中

间为FDY层；

S3，剖布：将坯布从中间剖开，获得两张半成品面料；

S4，预定型：将半成品面料在隧道炉内进行传送，隧道炉的加热温度为210-220℃；

S5，染色：经预定型后的半成品面料投入染缸中，加入染料，在130-135℃条件下进行浸

泡染色40-90min（根据所染颜色的深浅进行选择，颜色越深的布料染色的时间越久，本实施

例具体选用米色的染料，染色时间为40min），染色完成后烘干进入下一步骤；

S6，后整理：对染色后的半成品进行定型、热吹、刷毛、烫光；

S7，浸泡改性：将半成品投入无染料的染缸中，投入抗静电剂（本实施例具体选用抗静

电剂FK-311）、柔软剂（本实施例具体选用柔软剂TF-404A）、蓬松剂（本实施例具体选用蓬松

剂Goon1202），在50-60℃条件下浸泡20-40min，浸泡后烘干获得成品。

[0053] 其中，在S6后整理步骤中，定型采用定型机对DTY层进行热定型，定型温度为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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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同时对DTY层的底层进行上浆（辊涂胶水）。

[0054] 热吹温度为160-180℃，且热吹方向为正对FDY层，以使得FDY层的涤纶纤维充分进

行热缩，而FDY层具体采用规格为200D/30F的高收缩涤纶，其收缩率在30%左右，通过热缩使

得FDY层具备良好的绒感，且在热吹过程中能够使得DTY层上的胶水充分凝固和渗透。

[0055] 梳毛则采用机器对FDY层进行梳理，使其表层更加整齐顺滑，以备后续的进一步加

工处理。其中，梳毛工序则是从FDY纤维的根部开始进行梳理，以保证梳理效果，同时还能够

去除粘附率较低的FDY纤维，以保证成品的掉毛率下降。

[0056] 最后则对FDY层进行烫光，烫光温度为220-240℃，该过程能够对FDY层的涤纶纤维

进行拉直处理，避免FDY涤纶存在卷曲的情况。

[0057] 其中，按重量份数计，胶水原料包括以下组分：水性丙烯酸树脂35份、无水乙醇1

份、偶联剂KH-560  0.6份、偶联剂KH-550  0.9份、去离子水25份。

[0058] 实施例3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胶水原料包括以下组分：水性丙烯酸树脂35份、

无水乙醇1份、偶联剂KH-151  0.6份、偶联剂KH-550  0.9份、去离子水25份。

[0059] 实施例4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胶水原料包括以下组分：水性丙烯酸树脂35份、

无水乙醇1份、偶联剂KH-560  0.6份、偶联剂KH-151  0.9份、去离子水25份。

[0060] 实施例5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胶水原料包括以下组分：水性丙烯酸树脂35份、

偶联剂KH-560  0.6份、偶联剂KH-550  0.9份、去离子水25份。

[0061] 掉毛率检测试验

参照GB/T  25880-2010《毛皮掉毛测试方法  掉毛测试仪法》对各组试样进行掉毛率计

算，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0062] 表1、掉毛率测试结果

  掉毛率（%）

实施例1 0.014

实施例2 0.027

实施例3 0.025

实施例4 0.022

实施例5 0.019

从表1可以看出，对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2可见，经过两次后整理，能够显著降低掉毛率。

[0063] 对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3、4可见，偶联剂KH-560和偶联剂KH-550在联用时能够提高

胶水对FDY涤纶面层的粘附率，进而降低掉毛率。

[0064] 对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5可见，无水乙醇的添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掉毛率。

[0065] 面料感官评测

采用市面纯兔毛产品作为对比例，对本发明实施例1和对比例进行盲测实验。主要感官

检测项目：柔软度、顺滑度、整体美观度，每项评分标准满分为10分，参加实验人数共30人，

并统计每个样品的喜好人数，统计结果记录于表2。

[0066] 表2、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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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目 实施例1 对比例

柔软度 9.5 9.7

顺滑度 9.7 9.6

整体美观度 9.5 9.6

总分 28.7 28.9

喜好人数 12 18

从表2可知，本发明和纯正兔毛面料相比，同样具有较好的柔软度、顺滑度、整体美观

度，甚至在顺滑度上有所超越，在人造皮草领域中具有一定优势，且在群众的盲测喜爱选择

中，同样能够获得较高的喜爱度。

[0067]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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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11088593 A

9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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