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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

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1)面料选

择、(2)精炼、(3)烧毛、(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

(5)水洗、(6)丝光、(7)预定型、(8)染色、(9)皂

洗、(10)水洗、(11)三防整理。按重量百分比计

算，选择的面料中含有20％-30％的天然纤维素

纤维、20％-3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3％-5％的

弹力丝，其余为涤纶。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涤纶

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通过对精

炼、丝光、染色、固色和三防整理等工艺的改进，

可使得所生产的面料在强力和弹力方面的损失

率较小，并且所制备的面料具有良好的色牢度及

三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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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面料选择：按重量百分比计算，选择的面料中含有20％-30％的天然纤维素纤维、

20％-3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3％-5％的弹力丝，其余为涤纶；

(2)精炼：先对上一步骤所选择的面料采用碱氧冷轧堆工艺进行处理，所述碱氧冷轧堆

工艺是在室温下将面料浸轧精炼液并堆置12-24小时，浸轧后的带液率为80-120％；

(3)烧毛：采用气体烧毛机，火口为一正一反，火焰与布面的距离为3-4cm，火焰温度为

800-900℃；并采用蒸汽灭火，落布温度不高于50℃；烧毛评级为3-4级；

(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将经上一步骤处理的面料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再汽蒸；所述的

茶皂素工作液中含有茶皂素30-40g/L、精华素5-8g/L、氨基三甲叉膦酸四钠8-12g/L、苯并

三唑1-3g/L、蓖麻酸丁酯硫酸钠5-8g/L，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的带液率为80-90％；汽蒸温

度为100-102℃，时间为30-40s；

(5)水洗：将经过上一步骤汽蒸后的面料进行水洗，水洗在第1-3格中采用高温逆流蒸

洗、温度为85-90℃，4-5格中温逆流水洗、温度为75-80℃，6-7格采用逆流冷水水洗，然后再

烘干；

(6)丝光：将上一步骤所制备的面料浸渍丝光液，丝光液的温度为15-25℃，浸渍时间为

30-50s，并且丝光液中面料处于拉伸和扩幅状态，拉伸长度为1-3％，扩幅5-10％；浸渍丝光

液后在60-80℃的水中进行水洗，水洗时间为40-60s；所述丝光液中含有120-140g/L的氢氧

化纳溶液；

(7)预定型：定型温度为170-175℃，落布温度不高于50℃，纬斜小于3％；

(8)染色：先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色再进行水

洗、烘干；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后的带液为80-90％；在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90-100℃，时间

为5-10s；

所述分散染料染液中含有分散染料微胶囊3-5％o.w.f、分散匀染剂1-2g/L、烷基酚聚

氧烯醚磷酸酯1.5-3g/L、硫酸钠25-35g/L、渗透剂JFC4-6g/L；

再将烘干后的面料依次浸轧浓度为5-10％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磺酸钠溶液、活性

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色再进行水洗、皂洗、烘干；浸轧后的带液率均为80-90％；在

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100-105℃，固色时间为10-15s；

所述活性染料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1-5o.w.f％、分散剂10-20g/L、平平加O5-10g/L；所

述分散剂为羟基亚乙基二膦酸或季铵盐阳离子化合物；

(9)皂洗：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皂洗液中进行皂洗，温度为90-95℃；所述皂洗液中含

有0.5-1％的皂洗剂EA-265、5-8g/L的阴离子固色剂；

(10)水洗：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50-60℃的水中进行水洗并烘干，含水率不高于3％；

(11)三防整理：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三防整理液，并在定型设备上进行焙烘，等面

料冷却后落布；

(12)预缩：喷雾后织物含潮率为10-12％，承压辊蒸汽压力为0.10-0.15MPa，烘干烘筒

压力为0.1MPa，承压辊压力为2-3k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弹力丝为氨纶丝或T400弹力丝；所述的纤维素纤维为天然纤维素纤维或再生纤维素纤维；

所述的天然纤维素纤维为大麻纤维、亚麻纤维、苎麻纤维或棉纤维，所述再生纤维素纤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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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丝、丽赛或莫代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2)中，所述精炼液中含有60-150g/L的氢氧化钠溶液、30-70g/L的双氧水、6-14g/L的高

效精炼剂M-170D、6-14g/L的双氧水稳定剂M-1021、3-5g/L的过硫酸钠、2-5g/L的水质调理

剂M-1075A；所述氢氧化纳溶液的浓度为32％，所述双氧水的浓度为27.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8)中，所述的分散染料微胶囊的制备是将分散染料加入壳寡糖溶液，所加入的分散染料占

壳寡糖溶液的10-15％，并搅拌均匀得到预混合溶液，所使用的壳寡糖溶液的浓度为25-

30％；将预混合溶液加热至45-50℃，再加入预混合溶液质量百分比5-10％的芦荟提取物和

5-10％的透明质酸并搅拌均匀，之后加入浓度为3-4％的马来酰酐和异丙醚的共聚物的水

溶液，再以12000-15000rpm高速剪节乳化15-18min，再调节pH值为6.5-7，搅拌均匀后再置

于冰水浴中10-13min，再加入按照体积比加入5-8％的乙醇，并调节pH值为8-9，升温至60-

65℃进行搅拌，同时加入浓度为0.3g/L的有机硅季铵盐溶液和浓度为5-10％的2,6-二[(二

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再置于冰水浴中90-120min，过滤洗涤得到；所加入有机硅季铵盐

溶液的体积占预混合溶液的30-50％，所述的2,6-二[(二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占预混合

溶液的30-5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用

非水介质为低粘度、高沸点、低表面张力的有机溶剂，特征为既不和水互溶，也不能溶解活

性染料的易回收溶剂：

非水介质的粘度为<50mm2/s；

非水介质的沸点为150-300℃；

非水介质的表面张力为15-25dyn/cm(2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三防整理液中含有柔软剂3305：5-20g/L、耐氯洗增进剂：20-40g/L、整理剂CP-SLA：10-

30g/L、整理剂EASY：5-10g/L整理剂HPC-6：10-30g/L、易去污整理剂：CP-R：10-30g/L、代用

酸：1-2g/L、树脂整理剂10-20g/L、氯化钙1-2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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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面料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

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织物种类较多，主要有棉、苎麻、大麻、亚麻、

涤粘、涤粘天丝、涤粘莫代尔、涤天丝竹、涤/改性涤纶/粘胶等。涤纶包括常规涤纶、阳离子

可染涤纶和以涤纶为载体的竹炭纤维、咖啡丝、热感丝、冰凉丝等，其混纺织物互补性很强。

当涤纶含量高于50％时，这种混纺织物能保持涤纶的坚牢、抗皱和尺寸稳定性，具有硬挺、

挺括的特点；粘胶纤维的加入，改善了织物的透气性，提高了织物的吸湿性和抗静电性；天

丝(莱赛尔)具有优良的吸湿性、柔滑飘逸性、舒适性等，克服了普通粘胶纤维强力低，尤其

是湿强低的缺陷；莫代尔具有棉的柔软、丝的光泽、麻的滑爽，而且其吸水、透气性都优于

棉，具有较高的上染率，织物颜色明亮、饱满；竹纤维具有良好的透气性、瞬间吸水性、耐磨

性和染色性等特性，同时又具有天然抗菌、抑菌、除螨、防臭和抗紫外线功能；竹炭丝、咖啡

丝、热感丝、冰凉丝等新型纤维的应用，使混纺织物具有多种功能性。涤纶与再生纤维素纤

维混纺织物的特点是织物平整光洁、色彩鲜艳、毛型感强、手感弹性好、吸湿性好、价格适

中，是兼有毛织物和化纤织物优点的仿毛织物，既是西装面料，也是便装裤和西裤的主要面

料。

[0003] 对于纬弹类的涤纶/纤维素纤维混纺面料在进行染色及后整理时会使得整个面料

的强力损失较大，及色牢度不高等缺点，还会使用面料纬向弹力损失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可使得涤纶

与纤维素纤维混纺面料在经过染色及后整理面料的强力损失率小。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面料选择：按重量百分比计算，选择的面料中含有20％-30％的天然纤维素纤

维、20％-3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3％-5％的弹力丝，其余为涤纶；

[0008] (2)精炼：先对上一步骤所选择的面料采用碱氧冷轧堆工艺进行处理，所述碱氧冷

轧堆工艺是在室温下将面料浸轧精炼液并堆置12-24小时，浸轧后的带液率为80-120％；

[0009] (3)烧毛：采用气体烧毛机，火口为一正一反，火焰与布面的距离为3-4cm，火焰温

度为800-900℃；并采用蒸汽灭火，落布温度不高于50℃；烧毛评级为3-4级；

[0010] (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将经上一步骤处理的面料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再汽蒸；所

述的茶皂素工作液中含有茶皂素30-40g/L、精华素5-8g/L、氨基三甲叉膦酸四钠8-12g/L、

苯并三唑1-3g/L、蓖麻酸丁酯硫酸钠5-8g/L，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的带液率为80-90％；汽

蒸温度为100-102℃，时间为30-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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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5)水洗：将经过上一步骤汽蒸后的面料进行水洗，水洗在第1-3格中采用高温逆

流蒸洗、温度为85-90℃，4-5格中温逆流水洗、温度为75-80℃，6-7格采用逆流冷水水洗，然

后再烘干；

[0012] (6)丝光：将上一步骤所制备的面料浸渍丝光液，丝光液的温度为15-25℃，浸渍时

间为30-50s，并且丝光液中面料处于拉伸和扩幅状态，拉伸长度为1-3％，扩幅5-10％；浸渍

丝光液后在60-80℃的水中进行水洗，水洗时间为40-60s；所述丝光液中含有120-140g/L的

氢氧化纳溶液；

[0013] (7)预定型：定型温度为170-175℃，落布温度不高于50℃，纬斜小于3％；

[0014] (8)染色：先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色再进行

水洗、烘干；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后的带液为80-90％；在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90-100℃，时

间为5-10s；

[0015] 所述分散染料染液中含有分散染料微胶囊3-5％o.w.f、分散匀染剂1-2g/L、烷基

酚聚氧烯醚磷酸酯1.5-3g/L、硫酸钠25-35g/L、渗透剂JFC4-6g/L；

[0016] 再将烘干后的面料依次浸轧浓度为5-10％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磺酸钠溶液、

活性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色再进行水洗、皂洗、烘干；浸轧后的带液率均为80-

90％；在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100-105℃，固色时间为10-15s；

[0017] 所述活性染料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1-5o.w.f％、分散剂10-20g/L、平平加O5-10g/

L；所述分散剂为羟基亚乙基二膦酸或季铵盐阳离子化合物；

[0018] (9)皂洗：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皂洗液中进行皂洗，温度为90-95℃；所述皂洗液

中含有0.5-1％的皂洗剂EA-265、5-8g/L的阴离子固色剂；

[0019] (10)水洗：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50-60℃的水中进行水洗并烘干，含水率不高于

3％；

[0020] (11)三防整理：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三防整理液，并在定型设备上进行焙烘，

等面料冷却后落布；

[0021] (12)预缩：喷雾后织物含潮率为10-12％，承压辊蒸汽压力为0.10-0.15MPa，烘干

烘筒压力为0.1MPa，承压辊压力为2-3kg。

[002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弹力丝为氨纶丝或T400弹力丝；所述的纤维素

纤维为天然纤维素纤维或再生纤维素纤维；所述的天然纤维素纤维为大麻纤维、亚麻纤维、

苎麻纤维或棉纤维，所述再生纤维素纤维为天丝、丽赛或莫代尔。

[0023]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在步骤(2)中，所述精炼液中含有60-150g/L的氢氧

化钠溶液、30-70g/L的双氧水、6-14g/L的高效精炼剂M-170D、6-14g/L的双氧水稳定剂M-

1021、3-5g/L的过硫酸钠、2-5g/L的水质调理剂M-1075A；所述氢氧化纳溶液的浓度为32％，

所述双氧水的浓度为27.5％。

[002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步骤(8)中，所述的分散染料微胶囊的制备是将分散

染料加入壳寡糖溶液，所加入的分散染料占壳寡糖溶液的10-15％，并搅拌均匀得到预混合

溶液，所使用的壳寡糖溶液的浓度为25-30％；将预混合溶液加热至45-50℃，再加入预混合

溶液质量百分比5-10％的芦荟提取物和5-10％的透明质酸并搅拌均匀，之后加入浓度为3-

4％的马来酰酐和异丙醚的共聚物的水溶液，再以12000-15000rpm高速剪节乳化15-18min，

再调节pH值为6.5-7，搅拌均匀后再置于冰水浴中10-13min，再加入按照体积比加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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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醇，并调节pH值为8-9，升温至60-65℃进行搅拌，同时加入浓度为0.3g/L的有机硅季铵

盐溶液和浓度为5-10％的2,6-二[(二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再置于冰水浴中90-120min，

过滤洗涤得到；所加入有机硅季铵盐溶液的体积占预混合溶液的30-50％，所述的2,6-二

[(二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占预混合溶液的30-50％。

[002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用非水介质为低粘度、高沸点、低表面张力的有机

溶剂，特征为既不和水互溶，也不能溶解活性染料的易回收溶剂：

[0026] 非水介质的粘度为<50mm2/s；

[0027] 非水介质的沸点为150-300℃；

[0028] 非水介质的表面张力为15-25dyn/cm(25℃)。

[002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三防整理液中含有柔软剂3305：5-20g/L、耐

氯洗增进剂：20-40g/L、整理剂CP-SLA：10-30g/L、整理剂EASY：5-10g/L整理剂HPC-6：10-

30g/L、易去污整理剂：CP-R：10-30g/L、代用酸：1-2g/L、树脂整理剂10-20g/L、氯化钙1-2g/

L。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

工艺，通过对精炼、丝光、染色、固色和三防整理等工艺的改进，可使得所生产的面料在强力

和弹力方面的损失率较小，并且所制备的面料具有良好的色牢度及三防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2] 实施例一

[0033]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1)面料选择、(2)精炼、(3)烧毛、(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5)水洗、(6)丝光、(7)预定型、

(8)染色、(9)皂洗、(10)水洗、(11)三防整理。

[0034] 在步骤(1)面料选择中，按重量百分比计算，选择的面料中含有30％的天然纤维素

纤维、3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5％的弹力丝，其余为涤纶。所使用的弹力丝为氨纶丝或T400

弹力丝，在本实施例中选择为40D氨纶丝；纤维素纤维为天然纤维素纤维或再生纤维素纤

维；天然纤维素纤维为大麻纤维、亚麻纤维、苎麻纤维或棉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为天丝、丽

赛或莫代尔。在本实施例中选择的棉、亚麻和天丝。

[0035] 织物规格：24.3tex×(19.4tex+40D)，260根/10cm×308根/10cm×165cm弹力布，

经纱为棉与涤纶混纺纱线，纬纱为包芯纱，其中包覆层为天丝、亚麻与棉混纺纱，芯纱为氨

纶丝。

[0036] 在步骤(2)精炼中，先对上一步骤所选择的面料采用碱氧冷轧堆工艺进行处理，所

述碱氧冷轧堆工艺是在室温下将面料浸轧精炼液并堆置12小时，浸轧后的带液率为120％。

[0037] 所使用的精炼液中含有60g/L的氢氧化钠溶液、30g/L的双氧水、6g/L的高效精炼

剂M-170D、6g/L的双氧水稳定剂M-1021、3g/L的过硫酸钠、2g/L的水质调理剂M-1075A；所述

氢氧化纳溶液的浓度为32％，所述双氧水的浓度为27.5％。

[0038] 天丝纤维在湿处理时具有异向溶胀性，极易产生原纤化和绳状折皱印。采用碱氧

冷轧堆工艺处理，其中使用了高效精炼剂M-170D及过硫酸钠的使用可减少天丝纤维原纤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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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在步骤(3)烧毛中，采用气体烧毛机，火口为一正一反，火焰与布面的距离为3cm，

火焰温度为800℃；并采用蒸汽灭火，落布温度不高于50℃；烧毛评级为3-4级。烧毛可减少

布面所产生的绒毛，使得布面在后续整理时布面效果较好。

[0040] 在步骤(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中，将经上一步骤处理的面料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

再汽蒸；所述的茶皂素工作液中含有茶皂素30g/L、精华素5g/L、氨基三甲叉膦酸四钠8g/L、

苯并三唑1g/L、蓖麻酸丁酯硫酸钠5g/L，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的带液率为80％；汽蒸温度为

100℃，时间为30s。

[0041] 茶皂素具有极佳的渗透性，该混纺面料在浸轧茶皂素之后，可以促进浆料的膨化，

降解和乳化浆料、果胶、木质素、蜡质、灰质和麻皮等杂质，有利于提高织物的水洗效果，确

保织物半制品的毛效、白度和手感。并且所使用的氨基三甲叉膦酸四钠、蓖麻酸丁酯硫酸钠

可对涤纶、天丝表面起到保护作用，避免茶皂素对于涤纶和天丝的渗透。

[0042] 在步骤(5)水洗中，经过上一步骤汽蒸后的面料进行水洗，水洗在第1-3格中采用

高温逆流蒸洗、温度为85℃，4-5格中温逆流水洗、温度为75℃，6-7格采用逆流冷水水洗，然

后再烘干。

[0043] 在步骤(6)丝光中，将上一步骤所制备的面料浸渍丝光液，丝光液的温度为15℃，

浸渍时间为30s，并且丝光液中面料处于拉伸和扩幅状态，拉伸长度为1％，扩幅5％；浸渍丝

光液后在60℃的水中进行水洗，水洗时间为40s；所述丝光液中含有120g/L的氢氧化纳溶

液。

[0044] 在步骤(7)预定型中，定型温度为170℃，落布温度不高于50℃，纬斜小于3％。

[0045] 在步骤(8)染色中，先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

色再进行水洗、烘干；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后的带液为80％；在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90-℃，

时间为5s。再将烘干后的面料依次浸轧浓度为5％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磺酸钠溶液、活

性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色再进行水洗、皂洗、烘干；浸轧后的带液率均为80％；在非

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100℃，固色时间为10。所用非水介质为低粘度、高沸点、低表面张力的

有机溶剂，特征为既不和水互溶，也不能溶解活性染料的易回收溶剂：非水介质的粘度为<

50mm2/s；非水介质的沸点为150℃；非水介质的表面张力为15dyn/cm(25℃)。

[0046] 分散染料染液中含有分散染料微胶囊3％o.w.f、分散匀染剂1g/L、烷基酚聚氧烯

醚磷酸酯1.5g/L、硫酸钠25g/L、渗透剂JFC4g/L。

[0047] 分散染料微胶囊的制备是将分散染料加入壳寡糖溶液，所加入的分散染料占壳寡

糖溶液的10％，并搅拌均匀得到预混合溶液，所使用的壳寡糖溶液的浓度为25％；将预混合

溶液加热至45℃，再加入预混合溶液质量百分比5％的芦荟提取物和5％的透明质酸并搅拌

均匀，之后加入浓度为3％的马来酰酐和异丙醚的共聚物的水溶液，再以12000rpm高速剪节

乳化15min，再调节pH值为6.5。搅拌均匀后再置于冰水浴中10min，再加入按照体积比加入

5％的乙醇，并调节pH值为8，升温至60℃进行搅拌，同时加入浓度为0.3g/L的有机硅季铵盐

溶液和浓度为5-％的2,6-二[(二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再置于冰水浴中90min，过滤洗涤

得到；所加入有机硅季铵盐溶液的体积占预混合溶液的30％，所述的2,6-二[(二甲氮基)甲

基]苯酚溶液占预混合溶液的30％。具体为黑色分散染料。

[0048] 活性染料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1o.w.f％、分散剂10g/L、平平加O5g/L；分散剂为羟

基亚乙基二膦酸或季铵盐阳离子化合物。具体为黑色活性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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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在步骤(9)皂洗中，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皂洗液中进行皂洗，温度为90℃；所述

皂洗液中含有0.5％的皂洗剂EA-265、5g/L的阴离子固色剂；

[0050] 在步骤(10)水洗中，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50℃的水中进行水洗并烘干，含水率

不高于3％。

[0051] 在步骤(11)三防整理中，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三防整理液，并在定型设备上

进行焙烘，等面料冷却后落布。三防整理液中含有柔软剂3305：5g/L、耐氯洗增进剂：20g/L、

整理剂CP-SLA：10g/L、整理剂EASY：5g/L整理剂HPC-6：10g/L、易去污整理剂：CP-R：10g/L、

代用酸：1g/L、树脂整理剂10g/L、氯化钙1g/L。焙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温度为100-

120℃，时间为5-10s；第二阶段为180-190℃，时间为3-5s；第三阶段为90-100℃，时间为10-

15s。三个阶段对面料进行焙烘，可使得三防整理液中的柔软剂、整理剂等助剂能够渗透至

纤维的内部，可使得面料在洗涤多次后，仍具有良好的三防功能。

[0052] 在步骤(12)预缩中，喷雾后织物含潮率为10-12％，承压辊蒸汽压力为0 .10-

0.15MPa，烘干烘筒压力为0.1MPa，承压辊压力为2-3kg。

[0053] 实施例二

[0054]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涤纶与纤维素纤维混纺纬弹面料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1)面料选择、(2)精炼、(3)烧毛、(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5)水洗、(6)丝光、(7)预定型、

(8)染色、(9)皂洗、(10)水洗、(11)三防整理。

[0055] 在步骤(1)面料选择中，按重量百分比计算，选择的面料中含有20％的天然纤维素

纤维、2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3％的弹力丝，其余为涤纶。所使用的弹力丝为氨纶丝或T400

弹力丝，在本实施例中选择为40DT400弹力丝；纤维素纤维为天然纤维素纤维或再生纤维素

纤维；天然纤维素纤维为大麻纤维、亚麻纤维、苎麻纤维或棉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为天丝、

丽赛或莫代尔。在本实施例中选择的棉、苎麻和天丝。

[0056] 织物规格：24.3tex×(19.4tex+40D)，260根/10cm×308根/10cm×165cm弹力布，

经纱为棉与涤纶混纺纱线，纬纱为包芯纱，其中包覆层为天丝、亚麻与棉混纺纱，芯纱为氨

纶丝。

[0057] 在步骤(2)精炼中，先对上一步骤所选择的面料采用碱氧冷轧堆工艺进行处理，所

述碱氧冷轧堆工艺是在室温下将面料浸轧精炼液并堆置12-24小时，浸轧后的带液率为80-

120％。

[0058] 所使用的精炼液中含有150g/L的氢氧化钠溶液、70g/L的双氧水、14g/L的高效精

炼剂M-170D、14g/L的双氧水稳定剂M-1021、5g/L的过硫酸钠、5g/L的水质调理剂M-1075A；

所述氢氧化纳溶液的浓度为32％，所述双氧水的浓度为27.5％。

[0059] 在步骤(3)烧毛中，采用气体烧毛机，火口为一正一反，火焰与布面的距离为4cm，

火焰温度为900℃；并采用蒸汽灭火，落布温度不高于50℃；烧毛评级为3-4级。烧毛可减少

布面所产生的绒毛，使得布面在后续整理时布面效果较好。

[0060] 在步骤(4)浸渍茶皂素工作液中，将经上一步骤处理的面料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

再汽蒸；所述的茶皂素工作液中含有茶皂素40g/L、精华素8g/L、氨基三甲叉膦酸四钠12g/

L、苯并三唑3g/L、蓖麻酸丁酯硫酸钠8g/L，浸轧茶皂素工作液后的带液率为90％；汽蒸温度

为102℃，时间为40s。

[0061] 在步骤(5)水洗中，经过上一步骤汽蒸后的面料进行水洗，水洗在第1-3格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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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逆流蒸洗、温度为90℃，4-5格中温逆流水洗、温度为80℃，6-7格采用逆流冷水水洗，然

后再烘干。

[0062] 在步骤(6)丝光中，将上一步骤所制备的面料浸渍丝光液，丝光液的温度为25℃，

浸渍时间为50s，并且丝光液中面料处于拉伸和扩幅状态，拉伸长度为3％，扩幅10％；浸渍

丝光液后在80℃的水中进行水洗，水洗时间为60s；所述丝光液中含有140g/L的氢氧化纳溶

液。

[0063] 在步骤(7)预定型中，定型温度为175℃，落布温度不高于50℃，纬斜小于3％。

[0064] 在步骤(8)染色中，先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

色再进行水洗、烘干；浸轧分散染料染液后的带液为90％；在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100℃，

时间为10s。再将烘干后的面料依次浸轧浓度为10％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磺酸钠溶液、

活性染料染液，并在非水介质中固色再进行水洗、皂洗、烘干；浸轧后的带液率均为90％；在

非水介质中固色温度为105℃，固色时间为15s。所用非水介质为低粘度、高沸点、低表面张

力的有机溶剂，特征为既不和水互溶，也不能溶解活性染料的易回收溶剂：非水介质的粘度

为<50mm2/s；非水介质的沸点为300℃；非水介质的表面张力为25dyn/cm(25℃)。

[0065] 分散染料染液中含有分散染料微胶囊-5％o.w.f、分散匀染剂2g/L、烷基酚聚氧烯

醚磷酸酯3g/L、硫酸钠35g/L、渗透剂JFC6g/L。所使用的黑色分散染料。或其他的颜色的分

散染料，需要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的颜色相同。

[0066] 分散染料微胶囊的制备是将分散染料加入壳寡糖溶液，所加入的分散染料占壳寡

糖溶液的15％，并搅拌均匀得到预混合溶液，所使用的壳寡糖溶液的浓度为30％；将预混合

溶液加热至50℃，再加入预混合溶液质量百分比10％的芦荟提取物和10％的透明质酸并搅

拌均匀，之后加入浓度为4％的马来酰酐和异丙醚的共聚物的水溶液，再以15000rpm高速剪

节乳化18min，再调节pH值为7，搅拌均匀后再置于冰水浴中13min，再加入按照体积比加入

8％的乙醇，并调节pH值为9，升温至65℃进行搅拌，同时加入浓度为0.3g/L的有机硅季铵盐

溶液和浓度为5-10％的2,6-二[(二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再置于冰水浴中90-120min，过

滤洗涤得到；所加入有机硅季铵盐溶液的体积占预混合溶液的30-50％，所述的2,6-二[(二

甲氮基)甲基]苯酚溶液占预混合溶液的30-50％。

[0067] 活性染料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5o.w.f％、分散剂10-20g/L、平平加O10g/L；分散剂

为羟基亚乙基二膦酸或季铵盐阳离子化合物。具体为黑色活性染料。

[0068] 在步骤(9)皂洗中，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皂洗液中进行皂洗，温度为95℃；所述

皂洗液中含有1％的皂洗剂EA-265、8g/L的阴离子固色剂；

[0069] 在步骤(10)水洗中，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在60℃的水中进行水洗并烘干，含水率

不高于3％。

[0070] 在步骤(11)三防整理中，将上一步骤后的面料浸轧三防整理液，并在定型设备上

进行焙烘，等面料冷却后落布。三防整理液中含有柔软剂3305：20g/L、耐氯洗增进剂：40g/

L、整理剂CP-SLA：30g/L、整理剂EASY：0g/L整理剂HPC-6：30g/L、易去污整理剂：CP-R：30g/

L、代用酸：2g/L、树脂整理剂10-20g/L、氯化钙1-2g/L。焙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温度

为100-120℃，时间为5-10s；第二阶段为180-190℃，时间为3-5s；第三阶段为90-100℃，时

间为10-15s。

[0071] 在步骤(12)预缩中，喷雾后织物含潮率为10-12％，承压辊蒸汽压力为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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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MPa，烘干烘筒压力为0.1MPa，承压辊压力为2-3kg。

[0072] 对比例

[0073] 本对比例所涉及的一种涤纶与再生纤维素纤维纬弹面料的染色工艺具体的生产

工艺流程为：冷轧堆→蒸洗→烧毛→丝光→定型→染色→柔软整理→预缩→验码→成品。

所使用的面料与实施例一相同。

[0074] 在冷轧堆精练中，车速：50m/min，多浸二轧，轧车压力：0.08～0.1Mpa，室温堆置

24h,6～8r/min。所使用的精练液的组成如下：烧碱35～40g/L，双氧水12～14g/L，精练剂M-

170D12g/L，双氧水稳定剂10g/L，水质调理剂M-1075A2g/L，过硫酸钠3g/L。

[0075] 在蒸洗中，采用热水洗二格→碱洗(二格，95℃)→热水洗三格(90℃→80℃→60

℃)→水洗→烘干。

[0076] 在烧毛中，车速：90～1100m/min,，二正二反，火焰温度：800～900℃，蒸汽灭火，落

布温度＜50℃，烧毛评级：3～4级。

[0077] 在丝光中，车速：60m/min，轧碱浓度：150～160g/L，扩幅：155cm ,淡碱浓度：40～

45g/L，淋碱温度：60～70℃，落布温度：50℃以下。

[0078] 在定型车速：50m/min，定型温度：190～195℃，落布门幅：137～138cm，落布温度：

＜50℃，纬斜(弧斜)：＜3％。

[0079] 在染色(轧染)

[0080] 天丝、亚麻织物采用溢流机染色时，织物在缸中反复搓揉，表面极易产生绒毛，影

响织物布面光洁度，为提高织物光洁度和色光一致性，采用长车连续染轧染色。由于天丝、

苎麻纤维的吸湿散湿快，容易产生染料泳移现象，染液中需加入防泳移剂，并且在染浴中加

入防泳移剂，以防止染料泳移造成的布面条花和左中右色差。

[0081] 染液中含有3％o.w.f的活性染料(活性黑BED)，0.5％o.w.f的六偏磷酸钠，20g/L

的防泳移剂M-103A。车速：50～55m/min，预烘温度：(1)60～80℃(2)80～90℃(3)90～100

℃。

[0082] 在固色中，固色液的配方为烧碱：5g/L，元明粉：200g/L，纯碱：20g/L，防染盐：3g/

L。固色后进行汽蒸，汽蒸温度：101～102℃，时间：70～90秒。

[0083] 再进行皂洗，采用皂洗液在90～95℃进行皂洗，皂洗液中含有1-2％的皂片。

[0084] 柔软整理：天丝、麻织物的特性是滑爽、粗犷挺括和吸湿快干的风格特征，在手感

整理时选择亲水性好，具有挺弹效果的聚氨酯改性硅油，充分展现织物的独特风格和性能。

所使用的整理液中含有40g/L的新型有机硅整理剂M-5223，10g/L的亲水性改性硅氧烷乳液

M-5202H，20g/L染色牢度提升剂M-2988。车速：50～55m/min，温度：155～160℃。

[0085] 在预缩中，为保证织物的经向缩水率达到质量标准，需对织物进行预缩处理，织物

在预缩前必须进行缩水率试验，根据缩率控制预缩机工艺参数；具体工艺为：车速为50m/

min，喷雾后织物含潮率为10～12％，承压辊蒸汽压力为0.10～0.15Mpa，承压辊压力为1-

2kg，烘干烘筒压力为0.1Mpa，纬斜小于3％。

[0086] 对实施例一、二及对比例中所制备的面料进行如下测试：(1)色深度(K/S)：K/S值

表示染色织物的表观深度，K/S值越大表示颜色越深，反之则颜色越浅。可表示染料在织物

上的得色率。(2)白度：根据GB/T8425-1987《纺织品白度的仪器评定方法》，测试条件为D65

光源，波长范围360-700nm。(3)毛效：按ZBW04019-1990《纺织品毛细效应试验方法》。(4)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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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性测试按照GB/T8629-2001《纺织品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7B洗涤程序进行(5)耐

摩擦色牢度按照GB/T3920-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擦牢度》测定。用YB-571B型摩擦牢

度仪测定。(6)断裂强力：按GB/T3918-1997标准。白度和毛效是在对面料进行精炼后进行测

试。具体的测试结果如下：

[0087]

[0088] 由上表可知，经过精炼后，实施例一及实施例二的面料与对比例相比，具有良好毛

效、白度及退浆效果，和良好的布面效果，较少的断裂强力损失率。

[0089] 对实施例一及实施例二、对比例所制备的面料进行K/S值、及色牢度、断裂强力损

失率、缩水率等进行测试。其中色牢度包括褪色色牢度、沾色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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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0091]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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