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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纺织服装行业中,“三分缝七分烫”的说法可能

略显夸张,但是能够体现出各种熨烫工艺在纺织品加

工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熨烫过程不仅能够有效地弥

补在缝纫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作

用,例如造型、平整、造褶、黏合等[1]。然而,传统的熨

烫方式和方法对使用者的操作熟练程度依赖性较高,
熨烫工艺的难度较大,现有熨烫设备操作强度较高、熨
烫效率较低、制造成本较高且控制不便,严重制约了服

装熨烫的发展。
随着纺织服装行业自动化的要求与发展,新的熨

烫工艺仍在不断出现与完善,服装的外观与穿着的舒

适度受到熨烫质量与效果的直接影响[2]。熨烫工艺的

发展与完善以及熨烫设备的更新,为服装外形轮廓的

稳定性、纺织服装的质量、外观和舒适性等提供了技术

保障,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大量的深入研究,文中以此

为基础,聚焦“服装熨烫”,从服装熨烫机理和各种熨烫

工艺的研究现状出发,梳理和分析其研究进展、特点,
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发展趋势。

1 服装熨烫机理的研究

服装熨烫是服装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后整理工序

之一[3]。织物熨烫实际上是纺织材料湿热定型的过

程,它会受到纤维的种类、结构以及织物的厚度等影

响,同时会受到熨烫温度、湿度、压力与时间的多因素

作用。由图1可以看出,控制好纺织材料的安全熨烫

温度是非常重要的[4]。赵玲珠等[5]指出熨烫机理主要

包括纺织纤维的吸湿机理、受热过程中纺织材料内部

结构与性质的变化规律以及热塑变形与热塑定型原

理,服装熨烫过程的熨烫温度、蒸汽湿度、熨烫压力、熨
烫时间与冷却时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熨烫的效果与

质量,是纺织服装材料热塑变形与定型的根本条件,对
熨烫机理的充分研究有利于新的熨烫工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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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纤维的温度-形变曲线

梁帅童等[6]指出热和湿是耦合效应影响熨烫效果

的关键因素,熨烫过程中不论加热、变形和冷却,都需

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熨烫过程如图2所示,可分为

“松弛”、塑性变形和固定3个阶段,对熨烫过程的深入

了解,有利于熨烫产品的设计与工艺改进。对纺织材

料在熨烫过程中热、湿作用机理和作用过程的充分了

解,为新工艺、新设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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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熨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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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装熨烫工艺的研究

按照服装熨烫方式的不同,目前出现的熨烫工艺

主要可分为三大类:手工熨烫工艺(表1)、平面整烫工

艺(表2)和立体整烫工艺(表3)。
表1 手工熨烫工艺研究内容

序 号 研究机构/人员 时间/年 研究内容

1 XieZhibin 2010 新型加热锅和蒸锅

2 StefanoBracco 2014 小型电动蒸汽发生器

3 张宝庆 2015 工业用蒸汽熨斗

4 J.S.Dai 2004 机器人自动化熨烫

表2 平面整烫工艺研究内容

序 号 研究机构/人员 时间/年 研究内容

1 PingJing[7] 2014 鹅毛熨烫的自动控制

2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2015 粘合衬的压烫工艺

3 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 2017 平板式、连续式压烫

4 北京服装学院 2019 平板蒸汽压烫

表3 立体整烫工艺研究内容

序 号 研究机构/人员 时间/年 研究内容

1 冷绍玉[8] 1989 人像蒸汽熨烫机

2 郑州大学 2005 衬衫整体熨烫

3 苏州大学 2014 人体模熨烫

4 台州学院 2020 家用自动蒸汽熨烫

2.1 手工熨烫工艺

手工熨烫工艺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工艺,操作者往

往使用归拔等工艺来完成熨烫过程[9],然而手工熨烫

除了使用轻巧、方便以外,也存在着弊端,如:对服装的

压力控制不规范、加湿喷蒸汽不够均匀、定型温度与冷

却温度控制不精确等。为解决熨斗容易产生烫黄、烫
焦和极光等质量问题,李清连[10]研发的自动蒸汽熨烫

装置,采用蒸汽喷雾吸湿定型的新工艺,彻底解决了普

通电熨斗熨烫时容易产生的烫黄和极光等熨烫疵点问

题,减轻了羊毛衫熨烫作业的劳动强度。
针对毛针织服装不耐磨、易起球、易粘尘等问题,张其

增[11]通过对目前电熨斗在结构和适用性等普遍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详情见表4,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针对毛针织

服装的手持式多功能电熨斗,将毛针织服装的熨烫、梳绒

和剪绒工序结合在一起,显著减轻了毛针织服装的护理工

作,进一步提高熨烫的效果与质量。
为解决熨烫过程中所需要的热源问题,XieZhibin

等[12]认为蒸汽核心装置的散热分布对整机的结构布

局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从与产品质量密切相关的结构

出发,设计出新型的加热锅与蒸锅,不仅减少了蒸汽热

量的损耗,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蒸汽工作的稳定性,从根

本上解决了蒸锅在结构上存在的弊端。在此基础上,

StefanoBracco等[13]开发出数学模型,来评估描述熨

烫过程中的主要热力学参数,并通过使用 MATLAB/

Simulink软件实现了数学模型,开发的模拟器用于分

析各种熨烫操作,其特点是具有灵活的结构,可以测试

不同的锅炉控制系统。与毛织物相比,棉织物在消除

褶皱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更大的蒸汽量以及较高的温

度[14]。熨烫所需的蒸汽由蒸汽发生器提供,该蒸汽发

生器可以产生特定温度的蒸汽以模拟实际应用。此

外,在熨烫过程中,蒸汽不仅凝结成液态水,而且导致

材料属性的改变,并通过改变多孔材料的湿度来影响

熨烫过程[15]。
表4 电熨斗普遍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 内 容

结构 缺少限制底板温度的限温器和热脱扣器

电源线 缺少软线固定装置,安装使用不合理,电线不达标

稳定性 未提供摆放支架或整体后座

适用性 对织物表面极易产生破坏效果

  操作者执行熨烫任务的方式可能不是最佳的方

式,J.S.Dai等[16]通过研究机器人自动化熨烫过程、熨
烫轨迹和方向的数学建模,指出手动熨烫的研究对于

机器人自动化熨烫过程的优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
该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采用的服装是最容易熨烫的

T恤,而且在试验中获得的熨斗取向只是熨烫时熨斗

的众多取向可能性之一,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在自

动化熨烫的进一步研究中,要想提高自动化程度,服装

上褶皱和折痕的数量以及熨斗的取向仍然是必须考虑

的问题。此外,新熨烫系统的电熨斗(包含熨烫系统和

集成熨烫板)正逐渐成为市场发展的趋势,电熨斗系列

产品逐步向高端化发展。

2.2 平面整烫工艺

手工熨烫工艺有其轻巧方便的优势,但是对使用

者有一定的要求,在使用电熨斗时,虽能除去衣物上的

褶皱,但劳动强度较大,操作者往往感到腰酸背痛,同
时极易造成烫伤。平面整烫工艺和立体整烫工艺的出

现,对操作者熟练程度的依赖性和熨烫工艺的难度要

求有所下降。平面整烫工艺是指利用上下烫模或者烫

板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熨烫的过程,主要包括压烫工艺、
压褶工艺以及粘合工艺等。

2.2.1 压烫工艺

压烫工艺是指利用上、下烫模之间的相互作用来

完成熨烫的过程。针对手动熨烫装置压板面积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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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耗电多、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以及容易受到

手工操作影响的缺点,王文学[17]改进设计了一款针织

服装标志自动熨烫装置,不仅解决了原熨烫设备存在

的缺陷,还可通过电路控制实现以上加热或下加热或

上下同时加热的方式满足对不同服装面料进行熨烫的

要求。徐绍剑等[18]将单片机系统嵌入熨烫设备中,使
熨烫过程中的上下板控制、加热加湿以及抽湿冷却等

工作自动进行,使工人从危险、高强度和枯燥重复的体

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更关键和更具有创造性的岗位

中工作。针对企业在压烫衬衣衬时使用的连续式压烫

机现象,张慧芳等[19]指出该生产方式与行业的标准不

符,进一步通过试验详细研究了衬衣衬干热尺寸的变

化率,结果表明衬衣衬在平板式和连续式压烫机上压

烫后,尺寸变化效果相似且符合国际规定的要求,该研

究对行业标准的修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纺织服

装的生产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在粘合衬布的压

烫过程中,曹蓓等[20]指出选择合适的热熔胶尤其重

要,必须满足粘合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压烫

工艺才能更好地保证服装的质量,进而改善服装的品

质及外观性能。

2.2.2 压褶工艺

压褶工艺指的是服装经过压褶制作来形成具有褶

皱效果的工艺,处理后的服装会更加美观和时尚,一般

把褶皱的效果和留存时间的长短作为参考。湿度对织

物的老化有强烈的影响,高湿度条件下褶皱的展开速

度非常快,在高湿度的环境下,用熨烫的方法使布料展

开褶皱会更有效[21]。针对真丝面料存在褶皱易消失、
热塑性差和压褶效率低的问题,罗晓菊等[22]采用了压

褶新工艺,将牛皮纸制成简易的压褶模具,该工艺让褶

间距变得更均匀且美观,而且解决了一直以来企业生

产中的“瓶颈”难题。传统的压褶工艺存在压褶时间过

长、效果不佳以及效率不高的缺陷,曾歆岚[23]提出了

竖向、横向和图形拼接压缝固定工艺3种压褶工艺,达
到了真丝面料的褶皱效果明显和留存时间保持长久的

效果。为了进一步研究多孔蒸汽熨烫过程中的耦合因

素,梁帅童[24]等介绍了一种简单的蒸汽多孔熨烫原型

系统的设计和测试,对棉织物进行了测试,测试前后效

果如图3、图4所示,验证了平台的可靠性,结果显示蒸

汽量对折皱回复有极显著的影响,而底板温度对最终

的光滑外观贡献不大,此研究为后续梭织物蒸汽垂直

熨烫折痕回复效果的评价方法和行业标准的统一提供

了思路[25]。

图3 棉织物熨烫前状态

图4 棉织物熨烫后状态

2.2.3 粘合工艺

粘合强力好、耐洗涤性和耐酸碱性是粘合工艺的

特点,针对服装用衬在蒸汽熨烫之后尺寸的变化情况,
张宝庆等[26]使用不同的熨烫设备进行试验,为测定尺

寸变化率提供了参考依据,使试验方法更加标准化,为
稳定和提高粘合衬布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武英敏等[27-28]对涤纶织物和毛织物在未粘衬和粘衬

时的尺寸变化分别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应尽可能地

使用较低的温度,当然必须保证剥离强度符合要求的

重要前提。

2.3 立体整烫工艺

2.3.1 人像蒸汽熨烫

人像蒸汽熨烫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夹压熨烫的概

念,冷绍玉通过比较意大利和美国的人像机,分析了各

自的优缺点,指出熨烫时压力只占次要地位,而温度与

时间是最重要的参数。当时我国服装熨烫温度的测定

没有专门的仪器,在此背景下进行了测温仪器的开发

与研究,并配了显示与记录(绘图)装置,为人像蒸汽熨

烫机的国产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人体模熨烫

机等高科技的熨烫设备能提高熨烫的质量,刘丽敏[9]

指出熨烫设备对服装生产作业的顺利完成以及对男西

服的内在质量和外观造型都有很大影响,未来纺织服

装行业将进一步出现密集型的生产形势,成衣加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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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智能化和高效化时代已经到来。

2.3.2 去皱挂烫工艺

去皱挂烫工艺利用蒸汽发生器产生的蒸汽,作用于服

装的表面,能够很好地消除服装上的轻微褶皱,挂烫机有

手持式和立体式2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

强度,但是,该熨烫方式需要操作者始终手持熨烫头,并对

悬挂的衣物反复进行熨烫,也会使操作者手臂感到酸痛,
且熨烫效率较低。李孟沂[29]指出在挂烫机产品中通过设

计元素的使用满足用户的心理预期,赢得用户的青睐,不
仅能够提高国内设计相关从业者对用户需求设计理论的

认知,还能通过这一理论有效促进我国挂烫机产品设计的

进步,打造满足用户需求、体验好、高质量的挂烫机产品,
从而提高我国挂烫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蒸汽挂烫机在

锅炉、喷头和支撑杆等结构上做了大量创新,极大地提高

了熨烫效果与质量,促进了大量新型产品的问世,满足了

市场的需求。

2.3.3 衬衫立体整烫工艺

衬衫立体整烫工艺是衬衫加工过程中的关键,主
要针对袖口和领口部位,秦东晨等[30]对引进的衬衫整

体熨烫机展开了深入研究,使用SOLIDWORKS和

ADAMS软件进行分析与设计,对立体整烫机进行了

充分消化与吸收,为国外先进熨烫设备的国产化做出

了贡献,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针对衣服衣领处褶皱

过多的现象,李晓茜等[31]研制出一款基于图像识别的

家用自动蒸汽熨烫装置,利用十字滑台控制熨烫蒸汽

头反复往返运动,利用摄像头进行图片采样,通过图像

处理判断衣服衣领处或褶皱过多处,对衣服进行深度

熨烫,使衣服平整。此立烫工艺实现了服装的自动熨

烫,解决了手动操作过程中安全性不高、操作难度大、
操作费力等缺点,集智能化、人性化、自动化于一体,具
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开发价值。

3 存在问题与展望

国内外研究者对服装熨烫工艺已做了大量的研

究,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有:
(1)熨斗参数难以精确控制,受人为因素影响较

大。在手工熨烫工艺的发展中,熨斗从笨重、低效到轻

巧、方便,再到现在新熨烫系统电熨斗的出现,仍有着

很长的道路要走。J.S.Dai等使用的逐点法和轮廓法

(区域法)可作为参考,根据熨斗位置和方向的期望精

度以及熨烫区域的大小来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熨烫。
在此基础上,将机械手与熨斗结合,通过机械手设置相

应的轨迹并进行位姿控制,实现服装的自动熨烫,消除

人为操作因素产生的影响,才能进一步推动手工熨烫

工艺的高质量与高效率发展。
(2)缺少温度控制装置。除了冷绍玉研制出的镍

铬康铜快速热电偶的测温仪器以外,袁志磊等[32]将传

感器插入到织物中,以此来记录织物温度与时间的关

系,该方法缺点在于不能记录织物的开始温度,需要一

定的时间将传感器插入织物,而且,织物表面吸附水分

后的热量会迅速扩散到周围环境,进而影响结果的准

确性。为改进这一方法,GuochengZhu等[33]使用数据

采集模块将热电偶连接到计算机上,并将热电偶连接

到棉织物上,模拟不同层的热电偶,来记录织物(中间

层)到人体(内层)和周围环境(外层)的温度变化和散

热情况。吴彦君等[34]采用的内置常规PID算法的数

字温控仪,保证了熨烫温度的传感灵敏和控制及时有

效,既可以防止熨烫温度过高产生的极光现象,又能够

避免温度过低造成的定型不足、效果不佳的问题。合

理控制好熨烫过程中熨烫的温度、湿度、压力和时间等

参数,在熨烫工艺未来的发展趋势中,需要不断优化各

类熨烫工艺、合理配置和选择最优熨烫参数。
(3)缺少人工操作与自动化结合的模式。为解决

人工重复取拿服装或布片这一问题,浙江工业大学的

王昊旭[35]采用气动手指通过结构设计来模仿人手的

揭取动作,实现了布片的成功夹持,提高了服装整体熨

烫的效率。同时,组合式熨烫设备也得到了生产厂家

极大的关注,个体工厂将平烫、立烫和部位烫有机结合

起来,达到了一机多用的目的。若将服装或部件通过

机械手的夹持与放置,再配合送布与折叠的工序进行

大规模生产,将大大提高熨烫的质量与效率,人工操作

与自动化生产并存的混合模式,往往是经济可靠、性价

比较高的生产模式。

4 结语

服装熨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影响熨烫效果

与质量的单因素作用外,更要考虑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影响。根据熨烫工艺的需要,现代服装机械行业需要

从控制、结构形态、外观、节省能耗以及提高效率等方

面综合考虑,研制出各种系列、多功能的熨烫机并不断

完善,从而进一步促进新的熨烫工艺的出现与发展。
未来在熨斗的智能使用、熨烫参数的合理配置以及生

产工序的相互配合方面将会迅速发展,多种熨烫工艺

的有机结合成为了可能,为服装熨烫领域开拓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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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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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ResearchandPracticeofLiannanYao
EmbroideryBasedonModernEmbroideryTechnology

———TakingProfessionalWearasanExample
XUXi-ping1,ZHANGYan-hui2,SUNEn-le3

(1.BusinessSchool,DongguanTechnicianCollege,Dongguan523000,China;

2.DepartmentofFashionDesign,DongguanTextileandClothingSchool,Dongguan523000,China;

3.Garment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Center,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510000,China)

  Abstract:TheLiannanYaoembroideryskillswereprotectedandinheritedthroughmodernembroiderytechnology.Thecomputer

embroiderysoftwarewasusedtopresentthedesignofYaoembroidery.Combingwithmodernembroiderysoftware,fabrics,embroi-

derythreadsandcomputerembroiderymachine,theLiannanYaoembroiderypatternwaspresentedontheclothing.Itnotonlypres-

entedanewvisualsense,butalsoretaineditsoriginalcharm.Basedontheapplicationandpractice,LiannanYaoembroiderywas

combinedwithprofessionalclothing.Throughpractice,thedifficultiesofLiannanYaoembroideryinmachineembroideryoperation

weresummarized,andsolutionswereputforward.Itwasintendedtopromotetheinnovative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ofmodern

embroiderytechniquestoLiannanYaoembroidery,soastogetanewinheritancemethod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Keywords:modernembroiderycraftsmanship;handembroideryofYaonational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ccupational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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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GarmentIroningTechnology
ZHANGZhi-yong1,CHENJian2,*,WANMing1

(1.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Colleg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2.ZhejiangTextile&FashionCollege,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Theresearchstatusofironingtechnologyanditsdevelopmentathomeandabroadweresummarized.Clothingironing
technologywasclassifiedaccordingtomanualironingtechnology,flatironingtechnologyandthree-dimensionalironingtechnology.

Theironingprocessandcharacteristicsweresummarized.Themainproblemsexistingintheironingprocesswerepointedout.Thede-

velopmenttrendofclothingironingtechnologywasprospected.

Keywords:ironingprocess;handironing;flatironing;stereoscopicfin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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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DegummingofApocynumFiber
WUJin-yun,RENYan*,HUANGHao

(CollegeofTextiles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aerobicmicroorganismBacillussubtiliswasusedfordegumming.Thedegummingrateofhempskinwastakenas

theevaluationindexofdegummingeffect.Throughsingle-factorexperiment,theinfluencesofdosageofdipotassiumphosphate,ini-

tialinoculationamount,degummingtimeanddegummingtemperatureondegummingeffectwereinvestigated.Theinfluencesofdif-

ferentpretreatmentmethodsondegummingeffectwerediscussedunderbettertechnologicalcondi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the

optimalprocessconditionsweredipotassiumphosphate6g/L,initialinoculatingamount10%,degummingtime24h,degumming
temperature37℃.Pretreatment(pre-waterimmersion,pre-acid,ultrasonic)hadauxiliaryeffectonmicrobialdegumming,andthe

pre-acidtreatmentwasthebest.

Keywords:microbialdegumming;apocynum;processoptimization;chemicaldegu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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