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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冷轧堆法利用阳离子改性剂B对棉织物进行改性,探讨了阳离子改性工艺对棉织物活性染料无盐低碱

染色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改性剂、碱的用量及改性时间对织物染色性能有影响。改性织物的活性染料上染率有明显

提高,同时匀染性没有明显下降,且改性后棉织物皂洗色牢度、日晒牢度和摩擦色牢度与常规染色性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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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性染料染棉的过程中,由于加入盐和碱,容易

导致染料水解,使染料利用率下降,并造成环境污染。
通过阳离子改性剂改性棉纤维,可以在棉纤维上引入

正电荷,吸引带负电荷的染料阴离子。改性棉织物可

显著增加对染料的吸附性,提高染料的利用率[1-5],同
时还可以实现棉织物在无盐、无碱或低碱条件下的染

色[6-11],减轻环保压力。但是通常织物改性后由于上

染速率过快容易导致匀染性下降。本文采用阳离子改

性剂B改性棉织物,并对改性棉织物进行无盐低碱染

色,从染料的上染率、染色织物的 K/S 值、皂洗牢度、
摩擦牢度等方面探讨改性剂对棉织物染色性能的影

响,尤其是对匀染性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药品和仪器

材料和药品:经过漂白和丝光的棉织物(规格:180
g/m2,广州佛冈顺亚纺织染整有限公司),阳离子改性

剂B、皂洗剂DB-5(张家港德宝化工有限公司),活性红

3BS(浙江闰土有限公司),其他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主要仪器:NR-24P型低浴比染色小样机(亚博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KL-AS-RF型恒温水浴锅(佛山科

伦机电有限公司),101A-2型电热鼓风干燥箱(常州市

第二纺织仪器厂),723PC型自动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上海析谱仪器有限公司),DATACOLOR650测色配

色仪(Datacolor-China),Y571N型摩擦色牢度仪(南通

宏大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2 棉织物的改性

主要采用冷轧堆法对棉织物进行改性,将棉织物

放在一定浓度的阳离子改性剂和氢氧化钠中,采用二

浸二轧的方式,带液率约为85%,然后大卷堆置24h
(转速为3r/min,套上保鲜膜,室温)。堆置结束后,取
出棉织物经过酸洗(浴比1∶10、60℃、10min)洗至中

性,烘干,用于染色。
工艺配方:染料3%(o.w.f)和5%(o.w.f),阳离子

改性剂B适量,氢氧化钠适量,浴比1∶10,60℃。
工艺流程:

NaOH溶液

5℃，20min

二浸二轧

带液率
85%

室温堆置

醋酸

60℃
10min

60℃
10min

排水

上水

排水

改性剂

1.3 染色

主要采用浸渍法对棉织物进行染色处理(结束该

过程需将染色残液保留)。
1.3.1 常规棉织物染色

工艺配方:活性红3BS3%(o.w.f)和5%(o.w.f),
元明粉50g/L,碳酸钠25g/L,浴比1∶10。

工艺流程:
90℃�20min

染料
元明粉
碳酸钠

60℃�45min 60℃�10min 60℃�10min

DB-5
排
水 排

水

排
水

排
水

上水 上水

1.3.2 改性布染色

工艺配方:活性红3BS3%(o.w.f)和5%(o.w.f),
纯碱2g/L,浴比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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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90℃�20min

染料

60℃�45min 60℃�10min 60℃�10min

DB-5
排
水 排

水

排
水

排
水

上水 上水

1.4 测试方法[12-14]

1.4.1 上染百分率

在最大吸收波长下测量染色前后2种溶液的吸光

度。按式(1)计算:
上染率(%)= [1-(m×A0)/(n×A)]×100 (1)

式中 m、n 为染色前后稀释的倍数;A0、A 为染色前

后染液被稀释m、n 倍后所测得的吸光度。
1.4.2 K/S 值

用测色配色仪测定K/S 值,并在织物的不同位置

分别测试10次,取平均值。
1.4.3 匀染性

在同一块染色棉织物上均匀选择10个点,测量最

大吸收波长下的K/S值。计算相对标准偏差Sr,用相

对标准偏差Sr来表示匀染性,Sr越小,匀染性越好,反
之,匀染性越差。Sr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Sr=
∑
n

i=1

(K/S)i
(K/S)-1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n
(2)

1.4.4 皂洗色牢度

按照标准GB/T3921-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评定。
1.4.5 摩擦色牢度

按照GB/T3920-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

擦色牢度》测定。
1.4.6 日晒牢度

采用GB/T8427-2008《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人

造光色牢度:氙弧》对棉织物进行耐光色牢度的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阳离子改性剂用量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因为阳离子改性剂处理后的棉织物带正电,与染

料阴离子有静电吸引作用,在染色过程中,染料阴离子

能够与改性后的棉织物快速结合,从而导致在染色初

期有较高的上染速率,被快速吸附的染料阴离子不能

均匀地与棉织物结合,从而导致染色不匀。阳离子改

性剂的用量对上染率、K/S值和匀染性的影响如图1、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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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改性剂用量对上染率的影响

采用 染 料 浓 度 为 常 规 的 3% (o.w.f)和 5%
(o.w.f),测试得到染料浓度为3%(o.w.f)时常规染色

的上染率为68.91%;染料浓度为5%(o.w.f)时常规染

色的上染率为59.25%。从图1中可以看出,通过增加

阳离子改性剂B质量浓度,棉织物的上染率增加,用量

增加到一定值时,上染率趋向于平衡,不再有显著变

化。当染料浓度为3%(o.w.f),改性剂质量浓度为50
g/L时,活性染料的上染率已经达到92.31%,比常规

染色增加23.40%。当染料浓度为5%(o.w.f),改性剂

质量浓度为80g/L时,上染率为91.39%,比常规上染

率增加32.14%。可见阳离子改性剂应用于棉织物上,
使活性染料的上染率大大提高,减少了染料的浪费,减
轻了污染排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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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改性剂用量对K/S 值及匀染性的影响

试验得到染料浓度为3%(o.w.f)时常规染色的

K/S 值为8.86,标准偏差为0.28;染料浓度为5%
(o.w.f)时常规染色的 K/S 值为11.61,标准偏差为

0.37。由图2可知,增加改性剂的质量浓度,染色后棉

织物K/S 值增大。染料浓度为3%(o.w.f)、改性剂用

量为50g/L时,对比常规染色K/S 值增大3.42。标

准偏差随着阳离子改性剂用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改

性剂用量对织物的匀染性有影响。在改性剂用量为50
g/L时,标准偏差为0.52,这是由于棉织物上改性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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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导致染料的吸附量增大,从而颜色加深,但会造成

初染率增大,匀染性下降[14]。但是目测织物无明显色

差,匀染性的标准偏差属于客户可接受范围之内,因此

阳离子改性剂的使用并未对匀染性有较大影响。同

样,染料浓度为5%(o.w.f)的织物有类似结果。
2.2 氢氧化钠用量对染色效果的影响

NaOH对棉织物的改性起催化作用,可促进改性

剂与棉纤维的反应,提高改性效果。氢氧化钠用量对

上染率、K/S 值和匀染性的影响如图3、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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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氢氧化钠用量对上染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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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氢氧化钠用量对K/S 值及匀染性的影响

已知染料浓度为3%(o.w.f)常规染色的上染率为

69.23%,染料浓度为5%(o.w.f)常规染色的上染率为

59.16%。由图3可知,增加氢氧化钠质量浓度,染色

后棉织物的上染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染料浓度

为3%(o.w.f),氢氧化钠浓度为20g/L,上染率已经达

到94.09%,比常规染色增加了24.86%。从图4可

知,随着氢氧化钠质量浓度的增加,棉织物的 K/S 值

的变化趋势与上染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当染料浓度为

3%(o.w.f)时,氢氧化钠浓度为20g/L,K/S 值比常

规染色增加了3.41,匀染性较常规染色略差,但仍在可

接受范围之内。在处理过程中控制合适的碱用量,可
增加上染率,提高K/S 值,同时保持良好的匀染性。

2.3 改性时间对改性效果的影响

按1.2和1.3的工艺对棉织物进行改性、染色。
改性时间对上染率、K/S 值和匀染性的影响如图5、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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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改性时间对上染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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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改性时间对K/S 值及匀染性的影响

由图5可知,随着改性时间的增加,染色后棉织物

的染色速率增加。染料浓度为3%(o.w.f)、改性时间

为8h时,上染率已经达到94.15%,比常规染色上染

率增加了24.90%,改性时间在8h后上染率无明显变

化。染料浓度为5%时,变化类似。
由图6可知,随着改性时间的增加,染色后棉织物

K/S 值也呈递增趋势。染料浓度为3%(o.w.f)时,在
改性时间为8h之后,K/S 值变化不大,此时K/S 值

比常规染色增加了3.46。标准偏差随着改性时间的延

长趋于平衡。这是因为改性剂在反应的初始阶段更具

反应性,因此与棉织物的反应速率更快。然而反应不

够稳定,改性不均匀,织物结合的改性剂的量很小。上

染率和K/S 值的提升取决于改性剂与棉纤维是否完

全反应。随着改性时间的延长,棉织物上能与染料结

合的基团增加,改性剂与棉纤维充分反应。此时,织物

改性达到饱和状态,上染率和 K/S 值不再显著增加,
同时匀染性有所提升。

采用冷轧堆法对棉织物进行阳离子改性,在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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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3%(o.w.f)时,最佳工艺为改性剂质量浓度

50g/L、氢氧化钠质量浓度20g/L、改性时间8h;在染

料浓度为5%(o.w.f)时,最佳工艺为改性剂质量浓度

80g/L、氢氧化钠质量浓度30g/L、改性时间8h,改性

棉织物采用无盐低碱染色工艺,可大大提高上染率和

K/S 值,同时对匀染性影响不大。
2.4 改性后棉织物染色的各项牢度

测试改性后棉织物染色的皂洗牢度、摩擦牢度及

日晒牢度,与常规染色对比来评价改性效果。由表1
可知,改性后染色棉织物的摩擦色牢度与常规染色棉

织物的摩擦色牢度相似,皂洗色牢度也相对持平,日晒

牢度无改变,说明经过阳离子改性剂B改性后染色棉

织物对其摩擦牢度和皂洗色牢度并没有较大影响。
表1 织物染色后各项色牢度

染料
用量/%

处理
方式

皂洗牢度
/级

摩擦牢度/级

干摩擦 湿摩擦

日晒牢度
/级

3 常规 4-5 5 4 4
改性 5 5 4 4

5 常规 4-5 4-5 3-4 3-4
改性 4-5 4-5 3-4 3-4

3 结论

(1)采用阳离子改性剂B对棉织物进行改性,若采

用染料浓度为3%(o.w.f)进行无盐低碱染色,改性剂

B用量50g/L、氢氧化钠用量20g/L,采用冷轧堆的方

法堆置改性8h,改性后织物具有较好染色性能。当染

料浓度为5%(o.w.f)时,改性剂B和氢氧化钠用量需

适当增加,改性时间相同。
(2)改性后的棉织物采用无盐低碱工艺进行活性

染料染色,与常规染色相比,改性后织物的上染率、
K/S 值均有较大的提升。皂洗色牢度、摩擦色牢度和

日晒牢度没有太大改变,且匀染性没有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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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ationicModifierBontheSalt-free
andLow-alkaliDyeingofCottonFa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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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ottonfabricwasmodifiedbycoldpad-batchmethodusingcationicmodifierB.Theeffectofcationicmodification
processonthesalt-freeandlow-alkalidyeingpropertiesofcottonfabricwithreactivedyeswasdiscussed.Theresultsshowedthea-
mountofmodifier,alkaliandmodificationtimehadeffectsonthedyeingperformanceofthefabric.Thedyeingrateofthereactivedye
ofthemodifiedfabricwasobviouslyimproved,andthelevelingpropertywasnotsignificantlydecreased.Thesoapingcolorfastness,

sunshinefastnessandrubbingfastnessofthemodifiedcottonfabricweresimilartothoseoftraditionaldyeing.
Keywords:cationicmodifier;cottonfabric;coldpad-batchmethod;reactivedye;salt-freeandlow-alkalidyeing

·31·     2019年第6期             研究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