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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离子对人体有着特殊的保健功效,被誉为“空气

维生素”[1]。自1931年,德国医生首次发现空气中正

负离子对人体的影响后,80多年来,其一直是国际社

会关注的重要课题。目前,在环境评价中,空气负离子

浓度已经被列为衡量空气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参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当空气中负离子含量达到

每立方厘米1000~1500个时,就是洁净空气。然而,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空气中负离子的浓度逐渐降低。
相关研究资料显示,20世纪初空气中正、负离子的比

例为1∶1.2,而现在空气中正、负离子的比例为1.2∶
1[2],这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因此,负离子及其功能产

品的相关研究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

以负离子功能纺织品为例,阐述负离子功能产品的研

发现状和发展趋势。

1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及其保健功效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是由日本最先研发成功的,它
是集释放负离子、远红外辐射、抗菌抑菌、除臭去异味、
抗电磁波辐射等多种功能的负离子纺织品。经过80
多年的研究,人们发现了负离子对人体健康的诸多功

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负离子能够净化空气,提高人们赖以生存的空

气的质量。负离子通过与未带电荷的大气污染物相互

作用来吸附、聚集并沉降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尤其对

于直径小于0.01μm的微粒以及工业上难以除去的飘

尘具有明显的沉降作用[3]。
(2)负离子能够有效缓解机体疲劳[4]。肌肉疲劳

的根源在于“疲劳元素”(乳酸和焦性葡萄糖)在体内的

积聚所致。一方面由于负离子带负电荷,能够与氢正

离子结合生成氢原子,使得人体体液呈弱碱性,另一方

面负离子能够抑制体内活性氧的氧化,从而减少体液

中氢正离子的产生。因此,负离子能够调节人体体液

的pH值,维持在7.4左右的弱碱性,这正好与人体血

液的pH值相一致,从而活跃机体的新陈代谢,使得体

内积聚的乳酸和焦性葡萄糖充分燃烧,体力得以迅速

恢复。
(3)负离子能够活化细胞。负离子通过与作用于

细胞膜内外的钠离子和钾离子交换,将氧气、营养等物

质输送到细胞内并且将二氧化碳、废物等排出细胞外,
从而使细胞活化。

(4)负离子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生率[5]。通常情况

下,人体的气管、支气管内的纤毛每分钟拍打约900
次,纤毛和黏液可以阻止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

人体,并且纤毛运动的速度越快,它的作用效果就越明

显。试验证明,在香烟的烟雾中,不仅纤毛的拍打速度

明显降低,黏液的流动性也大大降低,提高了病毒、粉
尘、致癌物等进入人体肺脏、危害人体健康的几率,而
当空气中负离子的含量提高时,纤毛的拍打速度又重

新恢复正常甚至能够达到每分钟拍打1200次。

2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负离子的发生原理

2.1 自然环境中负离子的产生原理

在正常情况下,大气中的气体分子呈电中性,即含

有等量的正、负电荷,当这些气体分子受到自然环境因

素的影响,就会发生电离,一些外层的电子便会脱离原

子核的控制变成自由电子,自由电子很快就会附着在

附近的中性分子上,尤其特别容易附着在氧分子和水

分子上,成为空气负离子[6-7]。这里的自然环境因素

主要包括自然界中的放射线、光电效应、雷电现象及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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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等。

2.2 人工条件下负离子的产生原理

人工条件下产生负离子的方法主要有2种,一种

是通过负离子发生器来产生负离子,另一种是通过负

离子功能纺织品来产生负离子。负离子发生器产生负

离子的原理主要有电晕放电原理、射线放射原理和水

发生原理;负离子功能纺织品产生负离子的途径主要

是通过负离子添加剂。

2.2.1 负离子发生器产生负离子

(1)电晕放电原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明了利用电晕放电来

产生负离子的负离子发生器。电晕放电是一种常见的

气体放电形式,在曲率半径很小的尖端电极附近,由于

局部电场强度超过气体的电离场强,使得气体发生电

离,在电极附近的电晕区内会产生大量的自由电子和

阳离子,阳离子会被吸引到阴极,释放出电荷,在电极

附近的电晕区外则会产生大量的负离子[8]。
(2)射线放射原理

该原理是通过放射性物质电离空气产生负离子,
其产生的负离子浓度一般较高,而且利用该原理制成

的负离子发生器设备简单,但是要做好特殊的防辐射

措施,使用不当则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3)水发生原理

水发生原理是指利用动力设备和高压喷头将静止

水从容器中雾化喷出,由于雾化后的水滴以气溶胶形

式带负电因而成为负离子。利用该原理制成的负离子

发生器设备复杂,成本较高,但是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

的气体。

2.2.2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产生负离子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主要是通过负离子添加剂来产

生负离子,目前最常用的负离子添加剂是电气石。特

殊的晶体结构使得电气石具有独特的热电性和压电

性,当温度和压力发生微妙的变化(即使是很微小的变

化)就 会 引 起 强 大 的 电 势 差,这 种 电 势 差 高 达

1000000eV,从而形成强大的电场,处在电场中的空

气便会受到电场的电离作用变成负离子[9]。目前,已
经被人们发现的用作负离子添加剂的天然原料还有蛋

白石、奇才石、光触媒材料及古代海底矿物层等[10]。
除此之外,还有人工合成的具有光电效应的纳米材料,
如纳米二氧化钛,借助其特有的晶面效应,在光电作用

下会产生羟基自由基,从而通过氧化作用产生负离子。

3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的制备方法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的制备方法主要分为2种:一
种是利用具有释放负离子功能的负离子纤维,另一种

是对已有的织物进行后整理,使负离子材料粘附在织

物上。制备负离子功能纤维主要有3种方法:表面涂

覆改性法、共聚合法和共混纺丝法[11]。对已有的织物

进行后整理主要有4种方法,分别为浸渍法、涂覆固化

法、后整理技术和浸轧烘燥法[12]。

3.1 负离子功能纤维的制备方法

3.1.1 表面涂覆改性法

表面涂覆改性法是在纤维的后加工过程中,通过

表面处理技术、树脂整理技术将含有电气石等负离子

发生体的处理液涂覆在纤维的表面,由于该矿物原液

中含有树脂黏合剂的成分,因此能够得到耐久性良好

的负离子纤维。

3.1.2 共聚合法

共聚合法是利用高分子化学反应,在聚合过程中

加入负离子添加剂,制成负离子切片或浓溶液后纺丝。
通常情况下,利用共聚合法制得的负离子功能纤维成

形性好。

3.1.3 共混纺丝法

共混纺丝法是一种最常见的负离子功能纤维制备

方法,它是在聚合或纺丝前,将负离子发生体如电气石

等矿物质制成负离子母粒加入到纺丝液或聚合物熔体

中制得负离子纤维。与表面涂覆改性法相比,该方法

产生的负离子耐久性更好。

3.2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的整理技术

3.2.1 浸渍法

将纺织品面料浸渍在含有黏合剂树脂和矿物质微

粒的溶液中,采用挤压的方式使得纺织品面料中的矿

物质微粒达到规定的附着量,制得具有负离子发生能

力的织物。

3.2.2 涂覆固化法

将液状有机硅涂覆在织物的表面,使其发生负离

子。

3.2.3 后整理技术

该方法通过浸轧—烘燥将含有矿物质微粒的负离

子发生体处理液固着在织物的表面,从而使该织物具

有释放负离子的功能。后整理技术工序简单,可以应

用于各种不同的纺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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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浸轧烘燥法

浸轧烘燥法主要是针对羊毛纤维纺织品。通过浸

轧烘燥焙固法、循环浇淋法、喷雾法、上胶涂布法等将

含有矿物质微粒和有机载体的水溶液作用到羊毛纤维

纺织品上,由于该水溶液中含有羊毛溶解物质,因此易

于被羊毛纤维纺织品吸收且不破坏手感。

4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负离子发生量的测试方法

4.1 仪器法

测试织物负离子浓度的仪器主要有DR407M 织

物负离子发生量测试仪,测试原理是:在一定体积的测

试仓中,将试样安排在上、下2个摩擦盘上,用空气离

子测量仪测定试样与试样本身在规定条件下相互摩擦

时,单位体积空间内激发出空气负离子的个数,并记录

试样负离子发生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测试方法是:
从样品上裁取至少3组试样,每组各2块试样,一块安

装在上摩擦盘上,另一块安装在下摩擦盘上,其尺寸要

分别与上、下2摩擦盘的尺寸相适应,以保证2块试样

能分别用夹持装置固定于上摩擦盘和下摩擦盘,且能

完全覆盖在2摩擦盘表面。根据记录的负离子发生

量—时间关系曲线图,计算3组试样的负离子发生量

的平均值,并根据样品的负离子发生量对试样的负离

子浓度进行评价,如表1所示。
表1 试样负离子发生量评价标准

负离子发生量/pcs·cm-3 评 价

>1000 负离子发生量较高

550~1000 负离子发生量中等

<550 负离子发生量偏低

4.2 开放式测量方法(手搓法)
手搓法是一种开放式测量方法。它的优点是操作

简单,缺点是误差比较大。由于手搓法的测试环境是

开放性的,因此织物产生的负离子会被空气稀释,同时

空气中的灰尘等中性粒子及正电荷也会中和一些负离

子,所以测试的结果会存在一定的误差[13]。

4.3 封闭式测量方法(FCL织物负离子浓度测试法)

FCL织物负离子测试法是一种封闭式测量方法。
该方法的原理与手搓法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每次测量的误差,使得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更高且重现性好。

5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的研究进程

5.1 国外研究进程

日本是国际上最早系统研究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的

国家,因此日本市场上的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种类比较

繁多。日本钟纺公司成功研制出一种负离子腈纶纤

维,将该纤维和棉纤维进行混纺生产出混纺纱,可以广

泛地运用于春夏服装设计中,设计出的服装不仅具有

优良的负离子保健功能同时还有较好的耐水洗性[14]。
日本大和纺织公司制备出一种具有负离子发射功能和

远红外功能的负离子整理液,该整理液是将具有负离

子发射功能的陶瓷粉体和树脂混合,然后利用该整理

液对织物进行后整理制备出具有特殊保健功效的负离

子纺织品。日本Forest公司成功研制出一种具有负离

子发射功能的海藻碳纤维,利用该纤维制成的床上用

品、睡衣、内衣、窗帘等日常生活用品已经投放到日本

市场。

5.2 国内研究进程

相比于日本,我国对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的研究仍

处于开始阶段,但是我国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新
疆、云南和广西等地蕴藏着丰富的电气石矿资源,我们

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深入研究负离子纺织品在社

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开发出更多对人体有着保健功效

的负离子纺织品。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秦文在《负离子针织物的

开发》一文中,通过检索负离子纺织品的专利申请文

件,总结出了目前负离子针织物的获得方法,即采用

E28-KS3特里科三梳经编机,织造出具有负离子功能

的针织物,其组织如下:GB1:1-2/1-0//;GB2:1-
0/3-4//;GB3:1-0/1-2//,最后通过在后整理中添

加柔软助剂和抗紫外助剂来改善负离子针织物的柔软

性和抗紫外性[15]。经过上述工艺制得的负离子针织

物具有良好的吸湿、排汗和保健功能。
苏州大学的李云在《负离子型涤纶织物的设计与

开发》一文中,提出采用2种方法来制备负离子涤纶织

物:一种是利用负离子涤纶纤维来制备负离子涤纶织

物,另一种是利用负离子涂层法来制备负离子涤纶织

物[16]。制备负离子涤纶纤维主要是利用熔融纺丝法:
第一步,将纳米钛金负离子粉体与聚酯切片均匀混合,
通过造粒机双螺杆挤出造粒,制作成负离子功能母粒。
第二步,将聚酯切片与负离子功能母粒按照一定的比

例混合,利用熔融纺丝设备来纺制负离子涤纶纤维。
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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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吴舒、李青山及任宇红等研究出一种名为PVC/

Anion的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是将PVC即聚氯乙烯

和Anion负离子添加剂混合制备而成的,采用滴塑成

型技术将该复合材料印制在纺织品的表面,从而制得

具有负离子释放功能的滴塑负离子纺织品[17]。

6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在生活中的应用

随着负离子发生材料的不断开发、后整理技术的

逐步成熟与广泛运用,负离子纺织品在生活中的应用

领域也被逐步拓展。目前开发的负离子功能面料具有

耐水洗性较好、负离子发生效果明显、接触肌肤比较柔

软的特点,可以广泛运用于服装、家居、医疗等生活领

域。

6.1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用于服装

服装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与人

体息息相关。将负离子广泛运用于各式各样的服装

中,可以让人们随时随地感受负离子带来的益处。负

离子功能纺织品用在运动服上,可以帮助消除肌肉疲

劳、舒筋活血;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用在内衣内裤上,可
以有效缓解经期疼痛、促进血液循环;负离子功能纺织

品用在秋衣秋裤上,可以蓄热保暖、提高表皮温度。

6.2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用于家居

由于负离子具有优良的远红外发射功能,因此用

负离子功能纤维制成的床上用品、睡衣、室内装饰物

等,能够有效地帮助睡眠、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净化

室内的空气[18]。研究表明,在夜晚穿着由负离子功能

纤维制成的负离子睡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人体的

直肠温度,提高夜晚的睡眠质量。

6.3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用于医疗

负离子发生体具有热电性和压电性,当温度和压力发

生极微小的变化时,负离子发生体就会产生强大的电场,
处在电场中的细菌如大肠杆菌、霉菌等就会受到电场的作

用以及电场所形成的微电流的作用而被杀死或抑制其分

裂。试验表明,负离子的抗菌杀菌率高达97%,将负离子

纺织品制成手术用的手术服、病人的护理服可以有效地防

止医源性感染及细菌感染等[19]。

7 结语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对机体有着特殊的保健功效,
对人体起到抗菌抑菌、活化细胞、缓解机体疲劳,促进

血液循环的作用。目前负离子功能纺织品已经逐步应

用于家居用品、功能服装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在未来,
负离子功能纺织品将广泛拓展人们的生活领域,除了

应用于家居、服装、医疗等领域外,还会广泛地应用于

工业、环保等领域,使得负离子功能纺织品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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