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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布料印染工艺技术领域，具体的

说是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该印染工艺中的混

纺布料由三层组成，且中间层由涤纶混纺丝和精

纺毛织纺丝纺织而成，外层由纯棉纺丝纺织而

成；中间层与外层之间设有纤维绳，且中间层在

纺织过程中将纤维绳排布在涤纶混纺丝和精纺

毛织纺丝；纤维绳由弹性纤维纺织而成，纤维绳

呈十字交叉方式纺织；通过将纯棉纺织丝纺织制

成混纺布料的外层，提高混纺布料的舒适性，以

及通过纤维绳增强中间层与外层之间的牢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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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印染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烧毛，将混纺布料平幅迅速地通过可燃性气体火焰以烧去混纺布料上的绒毛，同时

脱离火源的混纺布料迅速采取吹冷风方式，消除混纺布料表面的火星，否则会在混纺布料

上出现孔洞现象；

S2：退浆煮练，将烧毛后的混纺布料沉入淀粉酶溶液中，将混纺布料上淀粉浆料的溶解

去除掉，接着投入到烧碱溶液中进行煮练，以去除混纺布料上残留杂质；

S3：漂白，混纺布料经过清水过滤再投入到过氧化氢漂白剂，破坏混纺布料破坏织物色

素中的发色基团，使混纺布料失去颜色而起到漂白作用，同时氧化氢漂白剂具有退浆的作

用，进一步将混纺布料上淀粉浆料的溶解去除掉；

S4：丝光，混纺布料浸入烧碱溶液中反复浸轧，以提高混纺布料尺寸稳定性、断裂强度

和对染料与水分的吸附能力，同时降低混纺布料的缩水性和降低混纺布料断裂延伸度；

S5：染色，将混纺布料投入染色缸中，混纺布料在浸入染料前，对混纺布料进行自然静

置2-3天，使得紧绷的混纺布料之间组织变得疏松，同时，混纺布料在染色缸中浸染时，染料

保持同等温度，以及让混纺布料自由落入染色缸中，混纺布料捞出时水平风干收卷；

S6：固色，将染色后的混纺布料进过清水浸泡10-15秒钟，再投入带有盐水的槽中，以2-

3倍水稀释盐，同时分多次在盐水槽内加入盐，每次相隔5-7分钟，且温度保持在40-60℃，浸

泡时间为10-20分钟，最后水平捞出再过清水后烘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混纺布料在所述漂白和

丝光过程中使用到过氧化氢漂白剂和烧碱溶液，使得混纺布料呈碱性，而人体皮肤皮肤呈

弱酸性，且PH值在5.5-6.5之间，为此混纺布料在丝光后进行PH值调节，将丝光后的混纺布

料投入调节剂中，对混纺布料进行PH调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剂为下述组分

按重量百分比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纺布料由下列质

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纯棉纺丝                        40-70％；

涤纶混纺丝                      35-70％；

精纺毛织纺丝                    25-40％；

所述纯棉纺丝所使用的棉为长绒棉。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涤纶混纺丝由下列

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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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纤维                        57-62％；

活性炭纤维                      21-26％；

粘胶纤维                        13-17％。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精纺毛织纺丝由下

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粘胶纤维                        20-25％；

聚丙烯腈纤维                    15-25％；

兔毛                            45-60％；

所述兔毛为安哥拉兔毛兔毛。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纺布料由三层组

成，且中间层(1)由涤纶混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纺织而成，外层(2)由纯棉纺丝纺织而成；所

述中间层(1)与外层(2)之间设有纤维绳(3)，且中间层(1)在纺织过程中将纤维绳(3)排布

在涤纶混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所述纤维绳(3)由弹性纤维纺织而成，纤维绳(3)呈十字交

叉方式纺织；通过将纯棉纺织丝纺织制成混纺布料的外层(2)，提高混纺布料的舒适性，以

及通过纤维绳(3)增强中间层(1)与外层(2)之间的牢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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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布料印染工艺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混纺即混纺化纤织物，是化学纤维与其它棉毛、丝、麻等到天然纤维混合纺纱织成

的纺织产品，既有涤纶的风格又有棉织物的长处，如涤棉布、涤毛华达呢等。混纺分为毛粘

混纺、羊兔毛绲纺、TR面料、高密NC布、3M防水摩丝布、天丝面料、柔赛丝、TNC面料、复合面料

等。

[0003]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纺织品的应用领域逐渐扩大，由于纺织品大多为单层结构，

并且单一原料纺织物往往功能单一；特别实现冬季，天气干燥，身体与衣物之间摩擦容易产

生静电，单一的纯棉布料衣物虽然可以解决摩擦起电的问题，但单一的纯棉布料经多次水

洗后，衣物会发生变形，衣物领口变大，袖口松弛，导致衣物不能再次穿戴。

[0004] 现有混纺布料的印染工艺中，印染成品后的混纺布料裁制得衣物面料质地硬，需

进过2-3次穿洗后，面料才能变得柔软，不能使穿戴者第一次穿戴时体验到衣物的舒适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以解决背景技术中所描述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

混纺布料印染工艺。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

艺，该印染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烧毛，将混纺布料平幅迅速地通过可燃性气体火焰以烧去混纺布料上的绒毛，

同时脱离火源的混纺布料迅速采取吹冷风方式，消除混纺布料表面的火星，否则会在混纺

布料上出现孔洞现象；

[0008] S2：退浆煮练，将烧毛后的混纺布料沉入淀粉酶溶液中，将混纺布料上淀粉浆料的

溶解去除掉，接着投入到烧碱溶液中进行煮练，以去除混纺布料上残留杂质；

[0009] S3：漂白，混纺布料经过清水过滤再投入到过氧化氢漂白剂，破坏混纺布料破坏织

物色素中的发色基团，使混纺布料失去颜色而起到漂白作用，同时氧化氢漂白剂具有退浆

的作用，进一步将混纺布料上淀粉浆料的溶解去除掉；

[0010] S4：丝光，混纺布料浸入烧碱溶液中反复浸轧，以提高混纺布料尺寸稳定性、断裂

强度和对染料与水分的吸附能力，同时降低混纺布料的缩水性和降低混纺布料断裂延伸

度；

[0011] S5：染色，将混纺布料投入染色缸中，混纺布料在浸入染料前，对混纺布料进行自

然静置2-3天，使得紧绷的混纺布料之间组织变得疏松，同时，混纺布料在染色缸中浸染时，

染料保持同等温度，以及让混纺布料自由落入染色缸中，混纺布料捞出时水平风干收卷；混

纺布料的水平风干收卷，而不是倾斜或者竖直风干，是为了避免混纺布料粘附染色液体后，

混纺布料的质量增大，混纺布料倾斜或者竖直方向受到自身的重力拉扯混纺布料本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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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混纺布料内部组织紧实，染色液体不能有效浸透混纺布料；以及染色后的混纺布料进行

风干，使得染色液体浸透混纺布料内部，使得混纺布料染色效果更佳；

[0012] S6：固色，将染色后的混纺布料进过清水浸泡10-15秒钟，再投入带有盐水的槽中，

以2-3倍水稀释盐，同时分多次在盐水槽内加入盐，每次相隔5-7分钟，且温度保持在40-60

℃，浸泡时间为10-20分钟，最后水平捞出再过清水后烘干；先将混纺布料投入清水浸泡，使

得混纺布料变得疏松，更有益于盐水浸透混纺布料，多次间接性的往盐水槽中添加盐，保持

盐水槽中盐的含量；以及混纺布料在清水浸泡，可洗去混纺布料表面粘附的固体染料。

[0013] 优选的，所述混纺布料在漂白和丝光过程中使用到过氧化氢漂白剂和烧碱溶液，

使得混纺布料呈碱性，而人体皮肤皮肤呈弱酸性，且PH值在5.5-6.5之间，为此混纺布料在

丝光后进行PH值调节，将丝光后的混纺布料投入调节剂中，对混纺布料进行PH调节。

[0014] 优选的，所述调节剂为下述组分按重量百分比组成：

[0015]

[0016] 所述调节剂成分中添加柔软剂，因此调节剂在调节混纺布料的酸碱度时，不仅可

以将混纺布料的PH值调节至5.5-6.5之间，还可以将混纺布料进行软化处理，提高混纺布料

的舒适性。

[0017] 优选的，所述混纺布料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0018] 纯棉纺丝                         40-70％；

[0019] 涤纶混纺丝                       35-70％；

[0020] 精纺毛织纺丝                     25-40％；

[0021] 所述纯棉纺丝所使用的棉为长绒棉；长绒棉和短绒棉的区别在于长绒棉纺出来面

料要比短绒棉的柔软，而且长绒棉纤维比较长，长绒棉做出来的面料要比短绒棉细腻更好。

[0022] 优选的，所述涤纶混纺丝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0023] 涤纶纤维                         57-62％

[0024] 活性炭纤维                       21-26％；

[0025] 粘胶纤维                         13-17％；

[0026] 优选的，所述精纺毛织纺丝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0027] 粘胶纤维                         20-25％；

[0028] 聚丙烯腈纤维                     15-25％；

[0029] 兔毛                             45-60％；

[0030] 所述兔毛为安哥拉兔毛兔毛；安哥拉兔毛相比其他兔毛，蓬松状高，纤维细长而又

柔软，粗毛少，既可以用于粗纺，也可用于精纺。

[0031] 优选的，所述混纺布料由三层组成，且中间层由涤纶混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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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外层由纯棉纺丝纺织而成；所述中间层与外层之间设有纤维绳，且中间层在纺织过程

中将纤维绳排布在涤纶混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所述纤维绳由弹性纤维纺织而成，纤维绳

呈十字交叉方式纺织；通过将纯棉纺织丝纺织制成混纺布料的外层，提高混纺布料的舒适

性，以及通过纤维绳增强中间层与外层之间的牢固性；使用时，中间层的涤纶纺丝和精纺毛

织纺丝在纺织时，涤纶纺丝的绒毛和精纺毛织纺的绒毛丝纺上的绒毛相互交织在一起，同

时纤维绳的十字交叉方式，纤维绳之间留有空隙，使得涤纶纺丝的绒毛和精纺毛织纺丝纺

上的绒毛插入空隙中，从而增大了中间层与纤维绳之间的摩擦力，继而增强了中间层的紧

实性；以及由纯棉纺丝纺织的外层，一方面纯棉纺丝纺织的外层在贴附人体皮肤时，提高人

们穿戴衣物的舒适性，同时可以避免由混纺布料产生静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纯棉纺丝

是由长绒棉制成，长绒棉的纤维长，可以穿过纤维绳上空隙并与中间层的绒毛相互交织在

一起，进一步增强中间层与外层之间的牢固性，同时中间层的部分绒毛穿过外层，在烧毛过

程中，中间层的绒毛与外层的绒毛烧结在一起，再次增强了外层与中间层之间的牢固性；

[003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3] 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通过在调节剂中添加柔软剂，调节剂在

调节混纺布料的酸碱度时，不仅可以将混纺布料的PH值调节至5.5-6.5之间，还可以将混纺

布料进行软化处理，提高混纺布料的舒适性。

[0034]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通过将纯棉纺丝纺织的外层，一方面纯

棉纺丝纺织的外层在贴附人体皮肤时，提高人们穿戴衣物的舒适性，同时可以避免由混纺

布料产生静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纯棉纺丝是由长绒棉制成，长绒棉的纤维长，可以穿过

纤维绳上空隙并与中间层的绒毛相互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中间层与外层之间的牢固

性。

附图说明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中印染工艺的流程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中混纺布料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是图2中的A处局部放大图；

[0039] 图中：中间层1、外层2、纤维绳3。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41]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混纺布料印染工艺，该印染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

[0042] S1：烧毛，将混纺布料平幅迅速地通过可燃性气体火焰以烧去混纺布料上的绒毛，

同时脱离火源的混纺布料迅速采取吹冷风方式，消除混纺布料表面的火星，否则会在混纺

布料上出现孔洞现象；

[0043] S2：退浆煮练，将烧毛后的混纺布料沉入淀粉酶溶液中，将混纺布料上淀粉浆料的

溶解去除掉，接着投入到烧碱溶液中进行煮练，以去除混纺布料上残留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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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S3：漂白，混纺布料经过清水过滤再投入到过氧化氢漂白剂，破坏混纺布料破坏织

物色素中的发色基团，使混纺布料失去颜色而起到漂白作用，同时氧化氢漂白剂具有退浆

的作用，进一步将混纺布料上淀粉浆料的溶解去除掉；

[0045] S4：丝光，混纺布料浸入烧碱溶液中反复浸轧，以提高混纺布料尺寸稳定性、断裂

强度和对染料与水分的吸附能力，同时降低混纺布料的缩水性和降低混纺布料断裂延伸

度；

[0046] S5：染色，将混纺布料投入染色缸中，混纺布料在浸入染料前，对混纺布料进行自

然静置2-3天，使得紧绷的混纺布料之间组织变得疏松，同时，混纺布料在染色缸中浸染时，

染料保持同等温度，以及让混纺布料自由落入染色缸中，混纺布料捞出时水平风干收卷；混

纺布料的水平风干收卷，而不是倾斜或者竖直风干，是为了避免混纺布料粘附染色液体后，

混纺布料的质量增大，混纺布料倾斜或者竖直方向受到自身的重力拉扯混纺布料本身，导

致混纺布料内部组织紧实，染色液体不能有效浸透混纺布料；以及染色后的混纺布料进行

风干，使得染色液体浸透混纺布料内部，使得混纺布料染色效果更佳；

[0047] S6：固色，将染色后的混纺布料进过清水浸泡10-15秒钟，再投入带有盐水的槽中，

以2-3倍水稀释盐，同时分多次在盐水槽内加入盐，每次相隔5-7分钟，且温度保持在40-60

℃，浸泡时间为10-20分钟，最后水平捞出再过清水后烘干；先将混纺布料投入清水浸泡，使

得混纺布料变得疏松，更有益于盐水浸透混纺布料，多次间接性的往盐水槽中添加盐，保持

盐水槽中盐的含量；以及混纺布料在清水浸泡，可洗去混纺布料表面粘附的固体染料。

[004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混纺布料在漂白和丝光过程中使用到过氧化氢

漂白剂和烧碱溶液，使得混纺布料呈碱性，而人体皮肤皮肤呈弱酸性，且PH值在5.5-6.5之

间，为此混纺布料在丝光后进行PH值调节，将丝光后的混纺布料投入调节剂中，对混纺布料

进行PH调节。

[004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调节剂为下述组分按重量百分比组成：

[0050]

[0051] 所述调节剂成分中添加柔软剂，因此调节剂在调节混纺布料的酸碱度时，不仅可

以将混纺布料的PH值调节至5.5-6.5之间，还可以将混纺布料进行软化处理，提高混纺布料

的舒适性。

[005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混纺布料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0053] 纯棉纺丝                         40-70％；

[0054] 涤纶混纺丝                       35-70％；

[0055] 精纺毛织纺丝                     25-40％；

[0056] 所述纯棉纺丝所使用的棉为长绒棉；长绒棉和短绒棉的区别在于长绒棉纺出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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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要比短绒棉的柔软，而且长绒棉纤维比较长，长绒棉做出来的面料要比短绒棉细腻更好。

[005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涤纶混纺丝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0058] 涤纶纤维                         57-62％

[0059] 活性炭纤维                       21-26％；

[0060] 粘胶纤维                         13-17％；

[006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精纺毛织纺丝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

[0062] 粘胶纤维                        20-25％；

[0063] 聚丙烯腈纤维                    15-25％；

[0064] 兔毛                            45-60％；

[0065] 所述兔毛为安哥拉兔毛兔毛；安哥拉兔毛相比其他兔毛，蓬松状高，纤维细长而又

柔软，粗毛少，既可以用于粗纺，也可用于精纺。

[006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混纺布料由三层组成，且中间层1由涤纶混纺丝

和精纺毛织纺丝纺织而成，外层2由纯棉纺丝纺织而成；所述中间层1与外层2之间设有纤维

绳3，且中间层1在纺织过程中将纤维绳3排布在涤纶混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所述纤维绳3

由弹性纤维纺织而成，纤维绳3呈十字交叉方式纺织；通过将纯棉纺织丝纺织制成混纺布料

的外层2，提高混纺布料的舒适性，以及通过纤维绳3增强中间层1与外层2之间的牢固性；使

用时，中间层1的涤纶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在纺织时，涤纶纺丝的绒毛和精纺毛织纺的绒毛

丝纺上的绒毛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纤维绳3的十字交叉方式，纤维绳3之间留有空隙，使得

涤纶纺丝的绒毛和精纺毛织纺丝纺上的绒毛插入空隙中，从而增大了中间层1与纤维绳3之

间的摩擦力，继而增强了中间层1的紧实性；以及由纯棉纺丝纺织的外层2，一方面纯棉纺丝

纺织的外层2在贴附人体皮肤时，提高人们穿戴衣物的舒适性，同时可以避免由混纺布料产

生静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纯棉纺丝是由长绒棉制成，长绒棉的纤维长，可以穿过纤维绳

3上空隙并与中间层1的绒毛相互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中间层1与外层2之间的牢固性，

同时中间层1的部分绒毛穿过外层2，在烧毛过程中，中间层1的绒毛与外层2的绒毛烧结在

一起，再次增强了外层2与中间层1之间的牢固性。

[0067] 使用时，中间层1的涤纶纺丝和精纺毛织纺丝在纺织时，涤纶纺丝的绒毛和精纺毛

织纺的绒毛丝纺上的绒毛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纤维绳3的十字交叉方式，纤维绳3之间留

有空隙，使得涤纶纺丝的绒毛和精纺毛织纺丝纺上的绒毛插入空隙中，从而增大了中间层1

与纤维绳3之间的摩擦力，继而增强了中间层1的紧实性；以及由纯棉纺丝纺织的外层2，一

方面纯棉纺丝纺织的外层2在贴附人体皮肤时，提高人们穿戴衣物的舒适性，同时可以避免

由混纺布料产生静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纯棉纺丝是由长绒棉制成，长绒棉的纤维长，可

以穿过纤维绳3上空隙并与中间层1的绒毛相互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中间层1与外层2之

间的牢固性，同时中间层1的部分绒毛穿过外层2，在烧毛过程中，中间层1的绒毛与外层2的

绒毛烧结在一起，再次增强了外层2与中间层1之间的牢固性。

[0068] 实施例1

[0069] 一种混纺布料，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纯棉纺丝50％；涤纶混纺丝40％；

精纺毛织纺丝30％；其中涤纶纤维60％；活性炭纤维24％；粘胶纤维15％；粘胶纤维22％；聚

丙烯腈纤维20％；兔毛50％；

[0070] 将混纺布料在丝光后，在混纺布料的端部剪去三张面积相同的布料，然后将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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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分别投入到装有调节剂的实验杯中并浸泡10分钟捞出，用手搓揉布料，感受布料的绒

软程度，且实验杯内的调节剂为下述组分按重量百分比组成：

[0071]

[0072] 实施例2

[0073] 一种混纺布料，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纯棉纺丝50％；涤纶混纺丝40％；

精纺毛织纺丝30％；其中涤纶纤维60％；活性炭纤维24％；粘胶纤维15％；粘胶纤维22％；聚

丙烯腈纤维20％；兔毛50％；

[0074] 将混纺布料在丝光后，在混纺布料的端部剪去三张面积相同的布料，然后将三张

布料分别投入到装有调节剂的实验杯中并浸泡10分钟捞出，用手搓揉布料，感受布料的绒

软程度，且实验杯内的调节剂为下述组分按重量百分比组成：

[0075]

[0076] 实施例3

[0077] 一种混纺布料，由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纯棉纺丝50％；涤纶混纺丝40％；

精纺毛织纺丝30％；其中涤纶纤维60％；活性炭纤维24％；粘胶纤维15％；粘胶纤维22％；聚

丙烯腈纤维20％；兔毛50％；

[0078] 将混纺布料在丝光后，在混纺布料的端部剪去三张面积相同的布料，然后将三张

布料分别投入到装有调节剂的实验杯中并浸泡10分钟捞出，用手搓揉布料，感受布料的绒

软程度，且实验杯内的调节剂为下述组分按重量百分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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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所得实施例1-3中布料的柔软程度为实施例1-3中相比较而言，且混纺布料的绒软

程度划分为柔软、适中和坚硬三种，实施例1-3中混纺布料的柔软程度记录结果如表格一所

示：

[0081] 表格一

[0082]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柔软程度 坚硬 适中 柔软

[0083] 通过使用控制变量法，在不改变混纺布料的成分前提下，通过逐渐增加调节剂中

柔软剂和渗透剂的添加量，可使得混纺布料质地变得柔软舒适。

[008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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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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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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