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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微波技术处理羊毛织物,探讨了不同微波辐射功率、微波固色时间对羊毛织物染色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在微波辐射功率为700W,NAVYS-G活性染料的轧染针织物固色时间为5min,酸性媒染蓝B染料的轧染羊毛织物

固色时间为4min时,羊毛织物染色后的固色效果最好。微波处理后的酸性媒染蓝B染料轧染的羊毛织物的固色率为传

统打卷堆置固色后羊毛针织物固色率的1.6倍,且微波固色后的织物的皂洗牢度与传统打卷堆置固色后的羊毛织物的皂

洗牢度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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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毛作为一种天然纤维,因其吸湿性好、不易沾

污、耐酸耐碱等特点,近年来备受大众喜爱,但其独特

的纤维鳞片结构,对其染色性能有一定的影响。传统

改善其染色的方法是通过剥除羊毛鳞片来提高羊毛的

染色性能,然而这种方法需要添加氯化剂,因此这种方

法不仅对材料本身损害大,而且处理后废液排放到环

境中易造成环境污染。微波技术作为一种物理处理方

法,不涉及化学品,不存在废水处理问题,且微波加热

具有好的穿透性以及处理时不需传热,因此可大大缩

短染色时间,实现织物的快速匀染,从而降低能耗,提

高上染率和色牢度。采用微波技术对羊毛织物表面进

行处理,探讨了微波辐射功率、微波固色时间对羊毛织

物染色性能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织物:80%羊绒,橫向密度为26根/5cm,纵向密

度为46根/5cm,织物组织为1+1罗纹的羊毛针织

布。
染料:NAVYS-G活性染料,酸性媒染蓝B染料。
助剂:匀染剂,25%质量分数的氨水,尿素,亚硫酸

氢钠。
仪器:手摇纬编横机,轧染机,RE-52A旋转蒸发

器,Datacolor110TM 型电脑测色配色仪,KG85染色

机电脑,多纤维布,烘箱,WP700SL17格兰仕微波炉,

CTA评定沾色用灰卡。

1.2 染色工艺

1.2.1 配方

NAVYS-G活性染料配方见表1。
表1 NAVYS-G活性染料配方

物 质 浓 度/g·L-1

染 料 5
尿 素 100
匀染剂 15

  酸性媒染蓝B染料配方见表2。
表2 酸性媒染蓝B染料配方

物 质 浓 度/g·L-1

染 料 5
尿 素 100
匀染剂 15
硫酸钠 20

1.2.2 流程

(1)浸轧染液(二浸二轧),轧余率为80%→微波加

热固色→40℃水淋洗→80℃下用氨水在pH=8.5条

件下水洗15min→再用水淋洗1次。
(2)浸轧染液(二浸二轧),轧余率为80%→打卷堆

置(20~30℃,24h)→40℃水淋洗→80℃下用氨水在

pH=8.5条件下水洗15min→再用水淋洗1次。

1.3 试验方案

将羊毛织物分别用 NAVYS-G活性染料和酸性

媒染蓝B染料轧染,再利用微波炉对轧染后的羊毛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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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固色,探讨羊毛针织物最佳微波固色工艺条件,
其探讨方案如下:

(1)在微波固色时间为3min,微波辐射功率分别

为100、150、400、550、700W 条件下,测试羊毛针织物

的得色量;
(2)在微波辐射功率为700W,微波固色时间分别

为1、2、3、4、5、6min的条件下,测试羊毛针织物的得

色量;
(3)对羊毛针织物采用传统的堆置固色方法进行

固色,然后与微波固色最佳工艺下的羊毛针织物进行

比较,分析微波固色工艺的利弊。

1.4 测试方法

采用Datacolor110TM 型电脑测色配色仪,测定

得色量K/S 值。
采用Datacolor110TM 型电脑测色配色仪,测定

氨水洗前、洗后的染色织物的 K/S 值。然后按公式

(1)计算固着率(F):

F(%)=
(K/S)氨水洗后

(K/S)氨水洗前
×100 (1)

  对 染 色 样 品 采 用 均 匀 取 样 原 则,在 Datacolor
110TM型电脑测色配色仪上对各部位随机测定20个

点的明度(或亮度)L,彩度(或纯度)C 和色调(或色相

角)H 的平均偏差S 以及平均色差ΔE,并以其数值大

小分析其匀染性。
参照 AATCC61-2A-2003水洗色牢度测试法,测

定皂洗牢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微波辐射功率对羊毛针织物表观得色量的影响

采用1.2.1中的染色工艺配方和1.2.2(1)的染色

工艺流程对羊毛针织物进行染色,在微波固色时间为3
min,微波辐射功率分别为100、150、400、550、700W
条件下,探讨不同微波辐射功率对羊毛得色量的影响,
结果如图1所示。采用微波对羊毛针织物进行加热固

色时,随着微波辐射功率的增加,纤维中的极性分子的

偶极受到微波高频电场也不断增强,纤维分子间发生

频繁的摩擦从而发热,将微波转化成更多热能,而使染

料分子获得更多的动能,纤维因吸收较大的热能而膨

化,羊毛针织物的得色量随之提高,且在微波处理功率

为700W时,酸性媒染蓝B和NAVYS-G活性染料轧

染的羊毛织物的K/S值皆达到最大,分别为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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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微波辐射功率对羊毛染色织物表观得色量K/S 值的影响

2.2 微波固色时间对羊毛织物表观得色量的影响

采用1.2.1中的染色工艺配方和1.2.2(1)的染色

工艺流程对羊毛针织物进行染色,在微波功率为700
W,微波固色时间分别为1、2、3、4、5、6min的条件下,
研究不同微波固色时间对羊毛得色量的影响,结果如

图2所示。随着固色时间的增加,经过NAVYS-G活

性染料和酸性媒染蓝B染料轧染后的羊毛针织物得色

量呈现增加趋势。对于 NAVYS-G活性染料轧染的

羊毛织物,当微波固色时间达到5min时,羊毛针织物

的微波固色已经基本完成。当微波固色时间大于5
min时,羊毛针织物表观得色量无显著变化;而对于酸

性媒染蓝B染料轧染的羊毛针织物,当微波固色达到

4min时,羊毛针织物的微波固色基本完成。当微波固

色时间大于4min时,羊毛针织物得色量无显著变化。
因为微波辐射处理可以实现短时间迅速升温,从而达

到对羊毛针织物快速上染固色的目的,所以文中所选2
种染料,活性染料采用微波固色5min,轧染的羊毛织

物的得色效果最好,而酸性媒染采用微波固色4min
的轧染羊毛织物的得色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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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微波固色时间对羊毛针织染色织物

    表观得色量K/S 值的影响

2.3 微波加热固色与传统羊毛轧染堆置固色对比分析

采用1.2.1中的染色工艺配方和1.2.2(1)、1.2.2
(2)的染色工艺流程对羊毛针织物进行染色,染色工艺

流程1.2.2中NAVYS-G活性染料的轧染针织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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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件为:微波功率700W,微波固色时间5min;酸性

媒染蓝B染料的轧染针织物的处理条件为:微波处理

功率700W,微波固色时间4min。对比分析了微波加

热固色与传统的羊毛打卷堆置固色后羊毛针织物的表

观得色量和固着率。
由表3可以看出,在常温条件下,由于水分子是以

高有序的层状或者束状形式存在的,采用微波处理的

方法,可以诱导水分子的振动,使水分子以层状或者束

状的形式破裂,促进染料在水中的扩散速率。因此羊

毛针织物轧染堆置固色染料比微波处理固色染料的扩

散速率低、反应小、固色慢;采用微波对羊毛针织物进

行加热固色,当微波固色时间达到2种染料的最佳染

色工艺时间时,已经接近羊毛轧染堆置24h的得色

量。由表4可以看出,采用NAVYS-G活性染料染色

的羊毛针织物经微波加热固色的固色率相对于轧染堆

置固色较低,这与微波加热固色时间短,染料还没有充

分和羊毛纤维发生牢固价键结合有关;而经酸性媒染

蓝B染料染色的羊毛针织物经微波加热固色的固着率

为轧染堆置固色率的1.6倍。因此采用微波处理固色

效果优于轧染堆置固色效果。
表3 染色后羊毛织物表观得色量K/S 值

染 料 微波固色 堆置固色

NAVYS-G活性染料 0.7579 1.1259
酸性媒染蓝B 1.7701 1.7539

表4 染色后羊毛针织物固着率 单位:%

染 料 微波固色 堆置固色

NAVYS-G活性染料 34.0 51.6
酸性媒染蓝B染料 75.7 46.5

2.4 匀染性

采用1.2.1中的染色工艺配方和1.2.2(1)、1.2.2
(2)的染色工艺流程对羊毛针织物进行染色,NAVY
S-G活性染料染色的微波功率为700W,微波固色时

间为5min;酸性媒染蓝B染料染色的微波功率为700
W,微波固色时间为4min。研究羊毛针织物堆置固色

后和经微波固色后的匀染性,结果见表5和表6。羊毛

针织物经微波固色对比传统的堆置固色具有较好的匀

染性,微波加热时,热量首先迅速深入到物品内部,然
后从内部对整个物品进行加热,因而固色效果较均匀。
2.5 耐皂洗牢度

采用1.2.1中的染色工艺配方和1.2.2(1)、1.2.2
(2)的染色工艺流程对羊毛针织物进行染色,NAVY
S-G活性染料染色的微波固色功率为700W,微波固

色时间为5min;酸性媒染蓝B染料染色的微波固色功

率为700W,微波固色时间为4min。研究羊毛针织物

经微波固色后和经传统堆置固色后的染色牢度,结果

见表7和表8。采用NAVYS-G活性染料染色经微波

固色后的羊毛针织物的染色牢度虽然不及传统堆置固

色后的羊毛针织物的染色牢度,但也具有较好的染色

牢度,其皂洗牢度平均都在4级以上;采用酸性媒染蓝

B染料染色经微波固色后的羊毛针织物相对于NAVY
S-G活性染料染色而言,其染色牢度不及活性染料,但
总体而言,其皂洗牢度值平均也在4级以上,接近传统

堆置固色后的羊毛针织物的染色牢度。
表5 羊毛针织物堆置固色后的匀染性

染 料
S

ΔL ΔC ΔH
ΔE

NAVYS-G活性染料 4.04 3.56 4.89 3.96
酸性媒染蓝B 1.07 1.24 1.65 1.17

表6 羊毛针织物经微波固色后的匀染性

染 料
S

ΔL ΔC ΔH
ΔE

NAVYS-G活性染料 3.01 2.99 2.97 2.89
酸性媒染蓝B 1.04 1.12 1.54 1.06

表7 羊毛针织物经微波固色后的皂洗牢度 单位:级

染 料
皂洗牢度-多纤维沾色

羊毛 腈纶 涤纶 锦纶 棉 醋酯

NAVYS-G活性染料 3-4 4-5 4-5 4 4 4-5
酸性媒染蓝B 3-4 4-5 4 2-3 4 5

 表8 羊毛针织物经传统堆置固色后的皂洗牢度 单位:级

染 料
皂洗牢度-多纤维皂洗牢度

羊毛 腈纶 涤纶 锦纶 棉 醋酯

NAVYS-G活性染料 4-5 4-5 4-5 5 4 4-5
酸性媒染蓝B 4 4-5 4 3 4 5

3 结论

(1)采用微波对羊毛针织物进行加热固色时,随着

辐射功率和时间的增加,羊毛的得色量加深,对于NA-
VYS-G活性染料而言,其最佳微波辐射功率为700
W,微波固色时间为5min;对于酸性媒染蓝B染料而

言,其最佳微波辐射功率为700W,微波固色时间为4
min。

(2)采用微波对羊毛针织物进行加热固色时,当微

波固色时间达到所用2种染料染色各自最佳微波固色

时间,已接近羊毛针织物轧染堆置24h的得色量。采

用NAVYS-G活性染料染色时,羊毛针织物微波加热

固色的固色率相对于轧染堆置固色较低;但采用酸性

媒染蓝B染料染色时,羊毛针织物微波加热固色的固

色率相对于轧染堆置固色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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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羊毛针织物经微波固色对比传统的堆置固色

具有较好的匀染性,微波加热时,热量首先迅速深入到

物品内部,然后从内部对整个物品进行加热,因而固色

效果较均匀。
(4)采用NAVYS-G活性染料染色经微波固色后

的羊毛针织物的染色牢度虽然不及传统堆置固色后的

羊毛针织物的染色牢度,但也具有较好的染色牢度,其
皂洗牢度平均都在4级以上;采用酸性媒染蓝B染料

染色经微波固色后的羊毛针织物相对于 NAVYS-G
活性染料染色而言,其染色牢度不及活性染料,但总体

而言,其皂洗牢度值平均也在4级以上,接近传统堆置

固色后的羊毛针织物的染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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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MicrowaveTreatmentonDyeingPropertiesofWoolFabric
FUShi-pan1,GAOSheng1,CHENZhi-peng2

(1.ResearchandDevelopmentCenterofWuhanYilingKnittingCo.,Ltd.,YilingGroup,Wuhan430000,China;

2.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20,China)

  Abstract:Microwavetechnologywasusedtotreatwoolfabric.Theeffectsofmicrowaveradiationpowerandmicrowavefixation
timeondyeingpropertiesofwoolfabricwerediscussed.Theresultsshowedthatwhenthemicrowaveradiationpowerwas700W,the
fixingtimeofthepaddyedknittedfabricwithnavyS-Greactivedyewas5min,andthefixingtimeofthepaddyedwoolfabricwith
acidmordantblueBdyewas4min,thefixingeffectofthedyedwoolfabricwasthebest.Thecolorfixingrateofthepaddyedwool
fabricwithacidmordantblueBaftermicrowavetreatmentwas1.6timesthatofthewoolknittedfabricaftertraditionalrollandpile
fixation,andthesoapingfastnessofthefabricaftermicrowavetreatmentwas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fromthatofthewoolfabric
aftertraditionalrollandpilefixation.

Keywords:microwavetechnology;radiationpower;fixationtime;fixingrate;soapingfa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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