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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柞蚕丝浸泡软化和染色工艺技术,改进了针织织造技术,优化了面料整理工艺,开发出柞蚕丝针织色

织T恤面料系列产品,进一步推动柞蚕丝产品向针织服用领域拓展。

关键词:柞蚕丝;针织色织;泡丝软化;生丝染色;T恤面料

中图分类号:TS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9)01-0022-04

收稿日期:2018-11-08
作者简介:唐仕成(1969-),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纺织品设计和新品种

开发,E-mail:392379903@qq.com。

  柞蚕丝具有优良的吸湿透气、防晒抗皱性能,是制

作针织T恤衫面料的上乘原料。但在针织T恤衫消

费市场却很少见到柞蚕丝产品。其主要原因是柞蚕丝

在针织服用产品的加工性能上存在诸如刚度大、糙节

多、易起毛等缺点。为解决柞蚕丝针织生产中成圈难,
织疵多,效率低,染色加工中漂不白、染不深、水渍重等

技术难点,在分析柞蚕丝纤维性能基础上,开展丝线软

化、设备改造和染整工艺优化等技术攻关,开发出柞蚕

丝针织色织T恤面料系列产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为进一步提升柞蚕丝针织色织技术水平,拓展柞蚕丝

产品服用领域,加快柞蚕丝针织T恤面料产业化应用

步伐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 纤维性能分析

柞蚕丝属于蛋白质纤维,一根柞蚕茧丝由两根扁

平的单丝黏合而成,每根单丝由若干根微纤维构成,微
纤维间有空隙,越至纤维中心空隙越大,使柞蚕丝具有

多孔性。每根单丝的中心为丝素,丝素外围包覆丝胶。
丝素大分子链间含有二硫键,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不易

染色;丝胶存在β结构,排列紧密整齐,且含侧链疏水

性甘氨酸较多,溶解性差[1]。柞蚕丝横切面呈不规则

的椭圆形或扁平三角形,长径为短径的6~7倍,内部

结构呈结晶区和非结晶区相间构造,分子排列整齐有

序的区域为结晶区。陈明珍[2]等研究表明,非结晶区

结构松散,主要集中了极性或带酸、碱性侧基的氨基

酸,便于各种物质分子渗透和扩散,是与染化料等物质

发生反应的主要部位。柞蚕丝的强度较好,其干强度

约为37cN/tex,断裂伸长率在25.0%~27.0%,湿强

度比干强度高,耐磨强度较差,在生产过程中容易被机

件擦毛[3]。柞蚕丝含有萤光物质能吸收紫外线,灰分、
色素等杂质含量较高,致其丝色暗淡,呈黄褐色。柞蚕

丝与桑蚕丝的主要成分对比见表1。
表1 柞蚕丝与桑蚕丝的主要成分对比[4] 单位:%

成 分 柞蚕丝 桑蚕丝

丝素含量 80~85 70~75
丝胶含量 12~16 25~30
蜡质、脂肪含量 0.50~1.30 0.75~1.50
灰分含量 2.50~3.20 0.50~0.80

2 设计思路

针织T恤面料是利用大圆机、横机或经编机等设

备的织针把丝或纱线编织成线圈、串套连接成织物,大
多以棉、麻、化纤等为主要原料,其质地松软,透气性

好,是夏秋较热季节的主要服用面料。柞蚕丝含有18
种氨基酸,贴肤舒适、滑爽凉快,以其为原材料制作的

针织T恤面料属于高档产品。

2.1 产品设计

本文主要开发适用于夏秋季外穿的针织 T恤面

料,采用双面平纹组织,花型以彩色横条纹为主,克重

200g/m2 左右,自然门幅(762.0mm筒径的大圆机,
成品门幅71cm×2)。

2.2 原料要求

柞蚕丝,规格:38.5dtex;等级:≥AA级;要求:洁
净度好、纤度低、色泽均匀。

2.3 工艺流程

原料挑剔→泡丝→络丝→有捻并丝→成绞→预浸

→精练→染色→返丝→成筒→针织→水洗→烘干→定

型→成品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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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技术开发

3.1 原料准备

原料准备是基础工作,柞蚕丝的原料准备工艺沿

袭桑蚕丝针织产品生产的常规工艺,是后道工序生产

和成品质量的保证和基础。选用品质较好的柞蚕丝,
剔除糙块、杂质、色泽不均匀的部分。

3.1.1 泡丝软化

选用真丝针织较有代表性的4种泡丝助剂 WS、

L、DKL-5和EKL-2,做软化对比试验,均采用相同工

艺:助剂用量8.4%(柞蚕丝重量),浴比1∶5,温度40
~50℃(保持恒温),时间2h。

经助剂浸泡的柞蚕丝回缩充分,硬角消除彻底,丝
胶软化透彻均匀,抗弯刚度减弱,增加了强力和伸长

率,为后序生产中减少丝线断头和织造疵点奠定了基

础。4种助剂中EKL-2的软化效果最佳,使用EKL-2
软化前后强力、伸长率和手感对比见表2。

表2 柞蚕丝软化前后强力、伸长率和手感对比

项 目 强 力/cN 伸长率/% 手 感

浸泡前 89.05 28.70 粗糙、脆硬、弹性一般

浸泡后 91.48 36.53 柔软、光滑、弹性较好

3.1.2 络并成绞

浸泡晾干后的柞蚕丝用2根合股,以绞装形式用

于染色。在络丝、并丝、成绞各生产工序中,张力控制

要求贯穿于始终。合股捻度不易过大,捻度大时纱线

刚度增大,增加编织难度,同时会产生坯布纵向扭曲,
影响织物手感,一般捻系数可选在100~110之间[5],
以并丝机自带捻度为宜。原料准备工序主要工艺参数

及技术要求见表3。
表3 原料准备工序主要参数

工 序 设备型号 工艺参数及技术要求

络 丝 GD001-145 主轴转速:(115±5)r/min
张 力:5~15cN

并 丝 GD122 锭子转速:(5100±100)r/min
导轮下张力:10~15cN
捻 度:80~100T/m

成 绞 B116A 口子转速:(200±5)r/min
丝片重量:180~200g
编绞规格:四洞五编五绞

3.1.3 生丝染色

(1)设备选型

经比较后,选用Q411喷射式绞丝染色机,绞丝染

色机具有作用均匀,丝条膨松,不易紊乱,节能省时等

优点[6]。
(2)预浸处理

工艺配方:纯碱3g/L,渗透剂JFC1.5g/L,去油

灵C-1010.75g/L。
工艺条件:浴比1∶15,温度70~80℃,pH值8~

9,时间30min。
(3)精炼脱胶

工艺配方:净洗剂209浓度0.75g/L,磷酸三钠1
g/L,肥皂9.5g/L,纯碱2g/L,泡花碱3g/L,双氧水8
g/L。

工艺条件:浴比1∶15,pH值8~9,时间120min,
水洗3道。

精练脱胶工艺曲线见图1。

15min
净洗剂209
磷酸三钠

40℃

15min
肥 皂
60℃

20min
纯 碱
泡花碱
70℃

30min
双氧水
80℃ 一次水洗

二次水洗
60℃

三次水洗
40℃

图1 精练脱胶工艺曲线

(4)染色(以宝蓝色为例)
工艺配方:活性染料RS/P蓝4.2%,活性染料 G

黑0.6%,活 性 染 料3RS红0.4%,促 染 剂 元 明 粉

80g/L,润滑剂9g/L,匀染剂5g/L,固色剂纯碱30
g/L,冰醋酸3.5g/L,皂洗剂10g/L。

工艺条件:浴比1∶10,pH值9~10,温度65℃,
水洗2道,洗净后上硅油0.2%。

染色工艺曲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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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
促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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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醋
酸

皂
洗
剂

65℃

升温20min

50℃

一次水洗

二次水洗
常温

图2 染色工艺曲线

(5)技术要点

选用绞装丝染色方式。柞蚕丝和染液在喷射回转

作用下,相互运动利于脱胶和匀染。绞装的柞蚕丝膨

化后不受挤压和约束,蓬松自由,利于助剂和染料渗

透,避免了筒装丝染色不匀和丝线松垮紊乱等问题。
增添预浸处理工艺。使丝胶在脱胶前充分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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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与丝素的结合力,利于染料和助剂的渗透。选用

活性染料,活性染料是能与蚕丝纤维以共价键结合的

反应性染料[7]。使用双氧水作氧化剂,借助精练流程

控制脱胶速率,确保脱胶均匀[8]。使用促染剂提高活

性染料的上染速率和得色率。

3.1.4 色丝成筒

绞装染色丝经过晾干、络丝后,由络筒机成筒为筒

装丝,筒装丝要求成型良好,软硬适中,以肖氏硬度55
~57度为宜[9]。采用VC604A络筒机,工艺参数如表

4所示。
表4 色丝成筒工艺参数

项 目 工艺参数

主轴转数/r·m-1 750±10
卷绕张力/cN 25~30
筒子容丝量/g 500±10
筒装丝硬度/度 55~57

3.2 针织织造

3.2.1 设备选型

选用德国产的高机号双面针织大圆机,机号28G,
筒径762.0mm,编织路数72F。

3.2.2 工艺改进

改造调试织机,提高针筒运转精度,优化编织参

数,针织工艺参数见表5。
表5 针织工艺参数

名 称 参 数

对针方式 双罗纹

筒口高度/mm 1.2
成圈位置/滞后·针-1 6
针盘针压针深度(刻度值) 1.0
针筒针压针深度(刻度值) 1.0
进纱张力/cN 7±1
输纱轮绕丝数/圈 ≥8
机台转速/r·min-1 16
下布转数/转 3000
环境湿度/% 75±5
坯绸克重/g·m-2 160±5
坯绸门幅/cm 105×2

  (1)装置上,增加丝线清糙、断头自停、张力调节等

装置,更换卷布辊、照布光源,调整纱架位置和筒装丝

退解角度。
(2)参数上,调试各成圈路径的压针深度、丝线速

度、牵拉力度等,提高织造精度。
(3)设计上,运用织物组织、原料、颜色搭配,规避

横路、粗细纱等疵点。
(4)操作上,各工种做到操作规范、动作到位,勤巡

查,多检查。

3.2.3 技术要点

(1)各环节、各成圈路径的张力控制均匀,确保线

圈在织物中的大小一致和排列整齐。重点控制输纱、
弯纱、退圈、牵拉等环节的张力,合理搭配输纱盘刻度、
压针深度、牵拉力矩等工艺参数。

(2)适当提高输纱张力,增大弯纱量,提升筒口高

度,降低车速有利于减少柞蚕丝编织疵点。做好压针、
对针、添纱角度等参数调试,重点防止漏针、花针、破洞

等疵点。
(3)控制好车间温湿度,以温度(25±3)℃、相对

湿度70%~80%为宜。

3.3 后整理

下机的坯绸为熟织物,只需要做洗水、去污、柔软、
定型等后整理。

洗水去污整理设备选用Q113绳状染色机,要避免

拉痕和灰伤,深色产品最好将坯绸反面打气捋顺后再

处理。
定型整理是面料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改善和

保证面料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面料经过汽蒸预缩热

定型,其缩水、平整度、手感、弹性、光泽等外观和服用

性能得到改善。湿热条件下,柞蚕丝受到呢毯的挤压

作用,线圈不平衡状态和折印得到充分回缩和调节,消
除线圈应力,使之趋于平衡[9]。重点控制纬斜、弓形、
荷叶边等疵点,掌握好温度、蒸汽压力和车速等工艺参

数的匹配,特别是调校超喂数据,要取得门幅、克重、缩
水和布面效果等各方面平衡。采用双呢毯圆筒定型

机,定型机参数如表6所示。
表6 定型机工艺参数

项 目 参 数

定型温度/℃ 120
定型蒸汽压力/Pa 300
定型撑布架幅宽/cm 76
定型机车速/m·min-1 8
定型超喂电压/V 45

  留意布边压痕和极光,及时调整或更换撑布架,保
持撑架压轮转动灵活。水渍严重的布匹要重新浸水、
烘干、再定型。

3.4 质量指标测试

柞蚕丝针织色织面料绸面光洁平整、色泽亮丽、立
体感强,外观质量符合FZ/T43004-2013《桑蚕丝纬编

针织绸》优等品标准。对其各项性能进行测试,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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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7所示,符合FZ/T43004-2013《桑蚕丝纬编针

织绸》优等品标准。部分产品实样见图3,一个完整循

环的横条高度约20mm,在此高度内,即在编织路数

72路内,每路可使用任意颜色的柞蚕丝染色丝线,达
到变换色彩的设计要求。

表7 面料质量指标测试值

项 目 参 数

纤维含量/% 100%柞蚕丝

单位面积质量/g·m-2 200
幅 宽/cm 142
横向密度/个线圈·(5cm)-1 100
纵向密度/个线圈·(5cm)-1 180
弹子顶破强力/N 630
耐洗色牢度原样变色/级 4-5
耐洗色牢度棉布沾色/级 4
耐洗色牢度丝布沾色/级 4-5
耐水色牢度原样变色/级 4-5
耐水色牢度棉布沾色/级 4-5
耐水色牢度丝布沾色/级 4-5
耐酸汗渍色牢度原样变色/级 4-5
耐酸汗渍色牢度棉布沾色/级 4-5
耐酸汗渍色牢度丝布沾色/级 4-5
耐碱汗渍色牢度原样变色/级 4
耐碱汗渍色牢度棉布沾色/级 4
耐碱汗渍色牢度丝布沾色/级 4-5
水洗尺寸纵向变化率/% -3.6
水洗尺寸横向变化率/% +0.2
甲醛/mg·kg-1 未检出

pH值 6.8

图3 产品实样

4 结语

经过泡丝软化、预浸处理、染色、针织织造、定型后

整理等工艺优化,柞蚕丝的伸长、强力、色牢度、得色

率、缩水等性能得到改善,满足了T恤面料的高机号针

织大圆机织造和染整工艺要求,产品能够规模化订单

化生产。后期将开发柞蚕丝任意高度横条、电脑大提

花等针织色织面料,还需进一步改进电脑自动换纱针

织设备及织造工艺,着重解决染色缸差大、黑色上染时

间长、面料易起毛等产业化生产技术难题,将柞蚕丝针

织色织T恤面料生产技术运用到家用床用纺织品、汽
车内饰用纺织品等更广阔的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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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TussahSilkYarn-dyedKnittedT-shirtFabrics
TANGShi-che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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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ocesstechnologiesofsoakinganddyeingoftussahsilkwerestudied.Theknittingweavingtechnologieswereim-

proved.Thefabricfinishingprocesswasoptimized.Thetussahsilkyarn-dyedknittedT-shirtfabricsweredevelopedtofurtherpro-

motetheexpansionoftussahsilkproductsintothefieldofknittingandwear.

Keywords:tussahsilk;yarn-dyedknittedfabric;soakingsoftening;rawsilkdyeing;T-shirt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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