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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构皮纤维的上染性能,采用两种工艺对构树韧皮进行化学脱胶,选用活性红KN-3B染料对脱胶后

的构皮纤维进行染色。研究两种工艺脱胶后的构皮纤维的染色动力学,包括上染速率、半染时间、上染百分率和扩散系数

等参数,并与普通汉麻纤维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采用二道碱煮法脱胶工艺制得的构皮纤维上染百分率达到26.67%,

上染速率、染色扩散系数和半染时间都明显优于另一种工艺;对比汉麻纤维,各项数据表明二道碱煮法脱胶工艺所得构皮

纤维与现存成熟工业化生产的汉麻纤维的染色性能较为接近,说明该脱胶工艺下构皮纤维染色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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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树为桑科构属落叶乔木,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均

有分布。作为我国特有的含纤维经济林树种,构树资

源主要应用于造纸行业[1],在其他领域尚未得到较好

的利用。近年来,汉麻、黄麻等麻类纤维都已得到较为

充分的开发[2-3],桑皮纤维、木芙蓉纤维等一些非麻类

纤维也在被研究拓展[4-5],为纺织材料市场注入了新

的活力。然而,对构皮纤维等树皮纤维的研究却寥寥

无几。
向新柱等[6]的研究表明化学脱胶能够制取达到纺

织用目的的构皮纤维。纤维的染色性能是衡量其在纺

织应用上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目前基本没有对化学

脱胶后构皮纤维的染色性能的研究。文中选取合适的

脱胶工艺流程及参数,初步研究了脱胶后的构皮纤维

的染色性能,通过染色动力学中的多项指标来进行表

征,以期为构皮纤维在纺织服装领域的应用提供一定

的参考。

1 试验部分

1.1 构树韧皮的脱胶

构树韧皮的化学组成与其他的韧皮纤维类似,其
中木质素约占15%,果胶约占10%[7]。构树韧皮组成

中的胶质和木质素对韧皮纤维的初步加工有较大的负

面影响。果胶和木质素的含量越高,胶质分子间的交

联就越复杂,使得纤维的脱胶过程困难,制备的纤维质

量不佳。在高温碱性条件下,木质素及胶质会发生水

解作用,可以较好去除木质素和胶质。因此采用高温

碱煮工艺,通过改变部分工艺流程来选取较好的脱胶

工艺。

1.1.1 材料、试剂和仪器

构树皮取自甘肃陇南的新鲜构树,从树木上剥取

后自然晒干。将晒干后的构树皮浸泡于生态活性水中

2天,直至树皮变软易于剥取构树韧皮。剥取好的构

树韧皮用清水往复冲洗至表面清洁并烘干。
浓H2SO4(AR,浙江中星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NaOH(AR,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Na2SO3、Na5P3
O10(AR,上海润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NaClO2(AR,
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

XMTD203电热恒温水浴锅(江苏科析仪器有限

公司);FA2204C电子天平(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Y802N八篮恒温烘箱(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DZF-6020真空干燥箱(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1.2 试验方法

化学脱胶法是针对在强碱、强酸、强氧化剂等化学

物质下纤维和胶质的不同耐受性对其进行分离,在尽

可能少损伤纤维性能的前提下去除胶质。由构树皮纤

维的化学组成[8]可知,脱胶对象主要是木质素和胶质,
利用木质素和胶质对碱液的不稳定性和可溶解性,通
过化学脱胶使其脱离纤维主体,从而得到含杂质较少

的构皮纤维。
(1)一煮法化学脱胶

工艺:试样→浸酸→水洗→碱煮→水洗→打纤→
漂白→水洗→酸洗→水洗→脱水抖松→预烘→干燥。

浸酸:浓 H2SO41.6g/L,浴比1∶30,水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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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时间3h。
碱煮:NaOH17g/L,Na2SO315g/L,Na5P3O10

15g/L,浴比1∶30,水浴温度90℃,时间3.5h。
漂白:NaClO22g/L,浴比1∶20,常温,时间5

min。
酸洗:浓 H2SO42g/L,浴比1∶20,常温,时间5

min。
预烘:65℃预烘2h。
干燥:85℃真空干燥30min。
(2)二煮法化学脱胶

工艺:试样→浸酸→水洗→一煮→水洗→二煮→
水洗→打纤→漂白→水洗→酸洗→水洗→脱水抖松→
预烘→干燥。

浸酸:浓 H2SO41.6g/L,浴比1∶30,水浴温度

65℃,时间3h。
一煮:NaOH10g/L,浴比1∶30,水浴温度90

℃,时间1h。
二煮:NaOH2g/L,Na2SO315g/L,Na5P3O1015

g/L,浴比1∶30,水浴温度90℃,时间2h。
漂白:NaClO22g/L,浴比1∶20,常温,时间5

min。
酸洗:浓 H2SO42g/L,浴比1∶20,常温,时间5

min。
预烘:65℃预烘2h。
干燥:85℃真空干燥30min。

1.2 构皮纤维的染色动力学

染色动力学是研究染色速率快慢的问题,属于染

色过程的基础物理研究。在本研究中,以相应染色动

力学指标和色牢度来评价构皮纤维的染色性能。染色

动力学包括纤维的染色速率、染色扩散系数、半染时间

等动力学指标,这些指标决定了纤维用某种染料染色

的上染过程的特征,包括了上染速率和上染百分率[9]。
试验中,选用对纤维素纤维染色效果较好的活性红

KN-3B染料,对两种脱胶工艺脱胶后的构皮纤维进行

染色性能探究,并设置了成品汉麻纤维作为对照组。

1.2.1 试验材料、试剂和仪器

两种工艺脱胶后的构皮纤维(一煮法脱胶工艺所

制构皮纤维以A指代,二煮法脱胶工艺所制构皮纤维

以B指代),普通汉麻纤维(细度16μm)。
活性 红 KN-3B 染 料(C.I.ReactiveRed180);

NaCl(AR,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Na2CO3(AR,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去离子水。
活性红KN-3B染料化学结构如图1所示。

NaO3SOH2CH2CO2S

SO3Na

N N

SO3NaNaO3S

OH HN

O

C

图1 活性红KN-3B染料化学结构式

SP-756P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有

限公司);XMTD203电热恒温水浴锅(江苏科析仪器

有限公司);FA2204C电子天平(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SNG-3000型高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

1.2.2 试验方法

染色配方:活性红KN-3B染料3%(o.w.f.),NaCl
50g/L,Na2CO320g/L,浴比1∶50,60~90℃,t
min。

工艺曲线如图2所示(仅研究染料的吸附与扩

散)。

入染 NaCl

60℃ 15min

90℃

15min

2℃/min

Na2CO3

图2 染色工艺曲线

2 结果与讨论

2.1 构树韧皮脱胶测试分析

2.1.1 构皮纤维宏观形态

脱胶之后的构皮纤维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两种脱胶工艺所制得的构皮纤

维在宏观形态上有较大的差别,二煮法纤维分离度较

好,且色泽亮白,手感与汉麻纤维类似。
随机取两种脱胶工艺制得纤维试样1g各3份,放

置烘箱中烘至恒重后,放入到装有150ml、浓度20g/

LNaOH溶液的三角烧瓶中沸煮3h,洗净后继续烘干

至恒重。所得数据及评价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采用二煮法脱胶工艺的构皮纤

维残胶率更低,杂质残留及纤维分离程度都明显优于

一煮法。在纤维色泽方面,一煮法构皮纤维略微偏淡

黄。在断裂强力上,二煮构皮纤维强力损失较大,其原

因可能是多次碱煮导致构皮纤维无定形区横向连接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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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从而损失部分断裂强力。

A B

C D

(A为直接剥取构树韧皮,B为浸酸撕条后构树韧皮,C为一

煮法构皮纤维,D为二煮法构皮纤维)

图3 脱胶后的构皮纤维

表1 两种脱胶工艺残胶率及综合评价

脱胶工艺 一煮法 二煮法

残胶率/% 10.91 5.96
杂质残留 少量 无

纤维分离 较差 较好

纤维色泽 白偏淡黄 白

强力 较好 一般

2.1.2 构皮纤维微观结构(SEM)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构树韧皮及其脱胶后的构

皮纤维进行观察。
A B

C D

(A为直接剥取的构树韧皮,B为单根构皮纤维,C为一煮法

构皮纤维,D为二煮法构皮纤维)

图4 构皮纤维的微观结构

由图4中A可以看出,直接剥取的构树韧皮表面

被果胶质和木质素紧密包覆,纤维几乎不可见,说明构

树韧皮的木质素、果胶质含量较高,不经脱胶处理的构

树韧皮较难有效利用。由图4中B可以看出,构树皮

纤维纵向表面粗糙但较为平整,有少量类似麻纤维的

横节竖纹和类似棉的不明显的转曲,因此在理论上拥

有较好的纤维间抱合力。构树皮纤维的单纤维长度较

短,一般为10~20mm,单独纺纱有一定难度,可以采

用束纤维进行纺纱。图4中C为一煮法构皮纤维,图

4中D为二煮法构皮纤维,通过两者对比,可以明显看

出一煮法工艺脱胶程度相对较弱,纤维间还有较多胶

质残余,二煮法纤维表面脱胶完成度较高,所含杂质相

对较少。从图4可看出,构皮纤维表面存在轻微裂隙,
这可能是导致强度相对不高的原因。构皮纤维的细度

在10~15μm,因为纤维细度较小及微隙的存在,有利

于纤维吸湿放湿。构皮纤维中空,为闭合管状型,横截

面呈近椭圆形[10],结合构皮纤维纵向特征,若将构皮

纤维制成织物,那么该织物理论上将拥有较好的强度

和吸湿透气性,因此构皮纤维在纺织服装上的应用具

有较高的可行性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2.2 构皮纤维染色动力学分析

2.2.1 染色速率曲线及上染百分率

染色速率曲线是染料在纤维上附着速率的表征。
图5为90℃下A、B以及麻纤维的染色速率曲线,曲
线的斜率反应了染料在纤维上的上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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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种纤维90℃时的染色速率曲线

由图5中3种纤维的染色速率变化曲线可以看

出,二煮法构皮纤维曲线斜率与汉麻纤维接近,且远好

于一煮法构皮纤维,说明二煮法构皮纤维上染速率较

高。汉麻纤维作为一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成熟服装

用纤维,上染百分率较为优异,达到了32%。对比图5
中两种脱胶工艺的构皮纤维,可以看出二煮法脱胶制

得的构皮纤维在上染百分率和上染平衡时间都明显优

于一煮法。值得注意的是,二煮法构皮纤维上染平衡

时间相较汉麻纤维更短,这说明脱胶程度好的构皮纤

维上染效率较好,这可能是因为构皮纤维细度为10~
15μm,而汉麻纤维细度为15~17μm,构皮纤维与染

液接触的相对表面积较大,从而其上染效率更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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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汉麻纤维表面粗糙,有纵向缝隙和孔洞,横向伴有枝

节,所以在最大上染百分率上优于构皮纤维。

2.2.2 染色扩散系数

染色扩散系数是染色动力学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参

数,同一染料对不同纤维存在染色性能差异的主要原

因就是纤维材料内在物化性质。由于脱胶工艺的不

同,A、B两份试样染色扩散系数必然不同,进而通过染

色系数这一客观指标倒推两种化学脱胶工艺优劣。
扩散系数的测定方法较多,从纤维本身结构考虑,

采用了希尔公式进行拟合计算,希尔公式是一种染料

从无限染浴向柱状纤维无限长的两端扩散上染的动力

学数学模型。希尔公式如式(1)所示。

Mt

M ∞
=1-4∑

∞

n=1

e-v2nDt/r2

V2
n

=1 -4{
1

5.785e
-5.785Dt/r2 +

1
30.47e

-30.47Dt/r2 +

1
74.89e

-74.89Dt/r2 +
1
139e

-139Dt/r2…} (1)

式中:Mt———t时间纤维上染料染着量;M ∞———
染色平衡时纤维上染料染着量;D——— 扩 散 系 数;

t——— 染色时间;r———纤维半径。
希尔公式的结果为无穷级数,计算较为困难,可以

通过查表得到 Mt/M ∞ 对应的Dt/r2 值[11]。Mt/M ∞

在概念意义上等同于Ct/C∞(Ct 和C∞ 分别是t时间和

染色达到平衡时纤维上吸收的上染百分率)。因此,通
过SEM图片测量的试样直径,就可以计算出3种纤维

对应的染色扩散系数D,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样品在90℃的扩散系数

时间/min
D ×102/(cm2·s-1)

一煮法 二煮法 汉麻纤维

1 1.07 4.34 1.90
3 40.40 53.00 61.94
5 33.88 167.76 140.63
10 43.33 151.38 229.01
15 51.72 149.20 205.58
20 57.21 339.30 390.67
30 146.50 300.00 402.13

  由表2可知,随着染色时间的增加,3种纤维的扩

散系数都有增大的趋势,当纤维到达最大上染百分率

后,由于染色时间的增加,扩散系数会下降,最后趋于

平衡。其中,从数据上二煮法制得的构皮纤维的扩散

系数总体上比一煮法要大,这说明二煮法脱胶工艺所

制得的构皮纤维上染性能更好,二煮法染色性能要整

体优于一煮法。对比二煮法和汉麻纤维,可以看出二

煮法构皮纤维在20min时达到最大值,说明此时已完

全上染,达到完全上染的时间比汉麻要短,在上染效率

上二煮法构皮纤维要优于普通汉麻纤维。

2.2.3 半染时间

半染时间是指染料上染到纤维达到最大平衡吸附

量的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即Ct =1/2C∞ 时的所用时

间,标志着上染趋向平衡的速率,以t1/2 表示半染时

间。查表可知,Mt/M ∞ =Ct/C∞ =0.50时,对应的

Dt/r2 值为0.06292。 因此有:

t1
2 =0.06292

r2

D
(2)

从公式(2)可以知道,半染时间t1/2 与扩散系数D
成反比,与纤维半径r2 成正比。 在计算扩散系数时选

择的是希尔模型,是假定在无限染浴且均匀的情况下,
染料的持续上染依赖于染料从纤维表面向内部的不断

扩散。但在实际试验中,染浴必然是有限的,半染时间

和扩散系数随平衡上染百分率的变化而不同。因此需

要同时结合半染时间和平衡上染百分率来综合判断上

染性能。各样品的半染时间和扩散系数见表3。
表3 3种纤维在90℃的半染时间和扩散系数

纤维种类 t1/2/min D ×102/(cm2·s-1)

一煮法 9.43 40.03
二煮法 3.62 104.29

汉麻纤维 4.21 89.67

3 结论

(1)采用二道碱煮化学脱胶工艺:试样→浸酸→水

洗→一煮→水洗→二煮→水洗→打纤→漂白→水洗→
酸洗→水洗→脱水抖松→预烘→干燥,得到的构皮纤

维经过测试,结果表明其残胶率更低,杂质残留及纤维

分离程度都明显优于一煮法,纤维强力可达到一般纺

织用目的。
(2)构皮纤维微观形态与棉、麻都有不同程度的相

似。纵向表面粗糙,具有较好的纤维间摩擦力和抱合

力,同时存在轻微裂隙与微孔,导致单纤强力相对不

高,但有利于吸湿和放湿。
(3)通过染色速率曲线可以看出,二道碱煮脱胶的

构皮纤维染色动力学性能与汉麻纤维接近,优于一道

碱煮构皮纤维。扩散系数结果说明:二道碱煮构皮纤

维的扩散系数相对较大,平衡上染百分率、扩散系数和

半染时间证明了染色速率曲线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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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woKindsofDegummingProcesseson
theDyeingPropertiesofPaperMulberryBastFiber

FU Wei-kang,OLIMOVKhamdamjon,JINGYu-han,LIWei,LIUJing,XIBo-jun*

(CollegeofTextileandGarment,ShaoxingUniversity,Shaoxing3120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dyeingperformanceofthepapermulberrybastfiber,twoprocesseswereusedforchemicalde-

gummingofthepapermulberrybastfiber,andthereactiveredKN-3Bdyewasusedtodyethepapermulberrybastfiber.Thedyeing
kineticsofthedegummedbastfiberbythetwoprocesseswerestudied,includingthedyeuptakerate,half-dyeingtime,dyeuptake

percentageanddiffusioncoefficient,andcomparedwithordinaryhempfiber.Theresultsshowedthatthedyeuptakerateofthebast

fiberpreparedbythetwo-stagealkalinedegummingprocessreached26.67%,andthedyeuptakerate,dyeingdiffusioncoefficientand

half-dyeingtimeweresignificantlybetterthantheotherprocess.Comparedwithhempfiber,allthedatashowedthatthedyeingper-

formanceofthepapermulberrybastfiberobtainedbythetwo-stagedegummingprocesswasclosetothatoftheexistingmaturein-

dustrialhempfiber,indicatingthatthedyeingperformanceofthebastfiberunderthisdegummingprocesswasbetter.

Keywords:papermulberrybastfiber;hempfiber;chemicaldegumming;staining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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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FarInfraredandAntiUltravioletFabric
CHENGui-xiang,YINLi,ZHOURui,GUChen-yi,JIANGShun-hang

(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FivekindsofTaijistonepolyester/cottonyarnswithdifferentblendingratiowerespunwithpolyesterbasedTaijistone

staplefiberandcombedcottonasrawmaterials.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newyarn,theproductionprocessbeforeand

duringweavingwasoptimized.ThefabricwastestedonSGA598automaticrapierloom,andtheantiUVfinishingwascarriedout.

Throughaseriesofcombinedsampletests,thebesttechnologyofthefabricwithfar-infraredantiultravioleteffectwassummarized.

Undertheseconditions,thefar-infraredemissivityofthesamplewas0.9,thefar-infraredradiationtemperatureraisedby1.5℃,the

ultravioletprotectioncoefficient(UPF)reached109.7andultravioletpassingratereducedto0.5%.Anewfunctionalhealthtextile

productwassuccessfullydeveloped.

Keywords:Taijistone;farinfrared;anti-ultraviolet;ultravioletprotection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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