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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选用5种碱性强度不同的碱液组成碱剂梯度,研究不同纤维的膨胀规律,建立一系列膨胀性能与纤维种

类的对应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再生纤维素纤维在碱性较弱的碱液中膨胀率较小,无法作为鉴别的有效依据。进一步研

究对再生纤维素纤维有较大膨胀率的烧碱溶液,从浸渍时间和碱液浓度,发现了可供鉴别的碱液浓度及膨胀规律:70g/L
烧碱溶液中,铜氨纤维和莫代尔纤维(含台化莫代尔纤维)膨胀率≥350%,莱赛尔纤维的膨胀率≤250%;100g/L碱液

中,铜氨纤维的膨胀率≥550%,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膨胀率≤450%,且莫代尔纤维在碱液中边缘模糊,有部分裂痕,

莱赛尔纤维边缘清晰,纤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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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纤维素纤维绿色生态,属于可再生资源,具有

环保性,同时拥有优良的吸湿性和穿着舒适性,备受消

费者喜爱[1-2]。随着纺织科学技术的发展,再生纤维

素纤维形成了三代产品,每一代产品的理化性能得到

了很大改良,同时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进一步减

小,因此,推动了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应用[3-5]。目前,
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鉴别标准有FZ/T01057-2007[6]、

AATCC202011[7]、ASTMD276[8]以及JISL1030-
1-2005[9],原理都是用燃烧法、溶解法、红外光谱法等

确定为纤维素纤维,然后结合显微镜法根据形态的不

同,最终确定纤维的种类。对于天然纤维素纤维,纤维

横纵向形态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却具有明显的固有特

征,比如棉纤维,纵向扁平带状、有天然转曲,横截面有

中腔,呈不规则的腰圆形。而再生纤维素纤维是人造

纤维,其横纵向形态随生产工艺的改变而改变,对于横

截面呈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如莱赛尔

纤维、铜氨纤维及台湾台化集团生产的圆形莫代尔纤

维,运用现有方法会造成纤维鉴别的不确定性或无法

鉴别[10]。选择3种再生纤维素纤维,采用碱液将纤维

浸渍一段时间,研究纤维的长度选择、碱液种类、浸渍

时间、碱液浓度等对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膨胀率的影响,
找出在同一条件下,使不同种类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

膨胀率达到较大差异,建立纤维种类与膨胀率之间的

对应关系,从而达到鉴别的目的。

1 材料与仪器

试验材料与仪器见表1。
表1 试验材料与仪器

名 称 生产厂家

铜氨纤维 日本旭化成及国内经销商处

台化莫代尔纤维 台湾台化集团

莱赛尔纤维 国内多家生产企业

氢氧化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碳酸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碳酸氢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Y172型纤维切片器 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微电脑多功能纤维投影仪 日本奥林巴斯株式会社

2 试验方法

将再生纤维素纤维剪成一定长度的纤维,置于载

玻片上,盖上盖玻片,放置在纤维细度仪显微镜的载物

台上,用吸管吸一滴碱液滴在盖玻片一端,测量纤维的

直径,计算膨胀率。
膨胀率(%)=(纤维膨胀后直径-纤维直径)/纤

维直径×100

3 结果与讨论

选择常用的再生纤维素纤维,采用碱液将纤维浸

渍一段时间,研究纤维的长度选择、碱液种类、浸渍时

间、碱液浓度等对再生纤维素纤维膨胀率的影响,找出

在同一条件下,使不同种类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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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较大的差异,建立纤维种类与膨胀率之间的对应

关系,从而达到鉴别的目的,如图1所示。

图1 湿膨胀操作方法

3.1 纤维长度的影响

(a)较短纤维

  (b)较长纤维

图2 纤维图像

采用哈氏切片器将纤维(图2)切成较短的纤维束,
当纤维浸渍在碱液中,随着吸附大量的水分子,纤维直

径不断增大。由于纤维长度较短,当纤维的直径膨大

到与纤维长度近似的尺寸时,碱液不止从纤维的皮层

渗入,还会大量地从横截面端进入纤维内部,纤维发生

变形,影响纤维直径测量的准确性;纤维较长时,纤维

容易交织、缠绕、堆叠在一起,不易分散,交叠处的纤维

对纤维直径的膨胀会产生阻碍作用,影响正常纤维膨

大直径的测量,故应选取合适的纤维长度进行后续试

验。由于纤维膨胀后直径在30~80μm之间,纤维自

身的直径在5~20μm之间,故选取0.3~0.8mm的

纤维长度可以满足要求,且样品制作简单,易操作。

3.2 碱液种类的影响

采用单一种类的碱液测试纤维直径的膨胀率,作
为纤维种类的鉴别依据稍显单薄,且纺织面料的纤维

都经过染色后整理等染料、助剂的影响,纤维的微观结

构会受到影响,与未经任何化学试剂处理的原纤维的

湿膨胀率会略有不同,故需提供尽量多组参数,对纤维

进行分析鉴别。选取了三级水、氨水、碳酸钠、碳酸氢

钠、烧碱配制5组溶液,观察不同再生纤维素纤维的湿

膨胀率,分析湿膨胀率与纤维种类的对应关系,从而达

到定性鉴别的目的,试验结果如图3、图4、图5、图6、
图7、图8所示。

 (a)铜氨纤维   (b)莱赛尔纤维   (c)台化莫代尔纤维

图3 不同种类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a)铜氨纤维   (b)莱赛尔纤维   (c)台化莫代尔纤维

图4 三级水浸渍后的不同种类再生纤维素纤维

 (a)铜氨纤维   (b)莱赛尔纤维   (c)台化莫代尔纤维

图5 氨水浸渍后的不同种类再生纤维素纤维

 (a)铜氨纤维   (b)莱赛尔纤维   (c)台化莫代尔纤维

图6 碳酸氢钠浸渍后的不同种类再生纤维素纤维

由图3~图7知,三级水、氨水、碳酸氢钠、碳酸钠

浸渍后,3种纤维直径膨胀比较小,无明显变化,很难

作为鉴别的依据。对比图3与图8,发现3种纤维直径

膨胀较大,但几种纤维间的膨胀差异较为接近,无法直

接作为鉴别的有效依据。为了寻找更为直接的鉴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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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点研究了烧碱溶液对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膨胀规

律。

 (a)铜氨纤维   (b)莱赛尔纤维   (c)台化莫代尔纤维

图7 碳酸钠浸渍后的不同种类再生纤维素纤维

 (a)铜氨纤维   (b)莱赛尔纤维   (c)台化莫代尔纤维

图8 烧碱浸渍后的不同种类再生纤维素纤维

3.3 再生纤维素纤维在烧碱溶液中的膨胀规律

研究烧碱溶液对再生纤维素纤维直径有较大膨胀

作用的原理,可以从棉纤维的丝光效应[11]得到启发。
浓烧碱溶液对纤维素纤维作用产生碱纤维素。

Cell-OH +NaOH ⇌Cell-ONa 纤维素钠盐

Cell-OH·NaOH  醇钠化合物

棉纤维经烧碱溶液处理发生剧烈的不可逆溶胀原

因是钠离子体积小,它可以进入到纤维的晶区;同时

Na+是一种水化能力很强的离子,环绕在一个 Na+ 周

围的水分子多达66个之多,以至形成一个水化层。当

Na+进入纤维内部并与纤维结合时,大量的水分也被

带入,因而引起了剧烈溶胀,由于能进入晶区,因此溶

胀是不可逆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由于与棉纤维的化学

结构相同,再生纤维素纤维在碱液中也会发生同样的

反应,只是由于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微观结构与棉纤维

略有不同,比如结晶度、聚合度都低很多,相对于棉纤

维丝光采用的浓碱液,再生纤维素纤维在相对较低浓

度的碱液中即可达到最大的膨胀率。从碱液浸渍的时

间及碱液的浓度两个方面研究再生纤维素纤维的膨胀

规律。

3.3.1 烧碱浸渍时间的影响

将再生纤维素纤维剪成0.3~0.8mm,置于载玻

片上,盖上盖玻片,放置在纤维细度仪显微镜的载物台

上,用吸管吸一滴碱液滴在盖玻片一端,开始记时。随

碱液浸渍时间0.5、1、2、3、4、5、6min分别测量视野中

固定选取的5根纤维的直径,重复30~40次试验,取
纤维膨胀直径的平均值,计算纤维在碱液浸渍中随时

间延长膨胀率的变化。采用烧碱浓度110g/L,浸渍时

间从最初浸渍30s到6min时间内,不同种类再生纤

维素纤维的直径膨胀率的变化,如图9、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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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碱液浸渍时间对纤维直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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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碱液浸渍时间对纤维膨胀率的影响

由图9与图10知,随浸渍时间的延长,不同种类

再生纤维素纤维的直径瞬间膨大。铜氨纤维、莫代尔

纤维、大部分莱赛尔纤维在碱液中浸渍1~6min,甚至

更长时间,膨胀率基本不变,有少部分莱赛尔纤维随浸

渍时间的延长,膨胀率逐渐增大,直到边缘模糊,纤维

在纤维细度仪视野中逐渐消失。即大部分再生纤维素

纤维在烧碱溶液中直径瞬间膨大,接下来保持不变,另
外小部分莱赛尔纤维在碱液中随浸渍时间的延长,膨
胀率不断增大,如图11。

图11 莱赛尔纤维随浸渍时间的延长直径膨胀图

3.3.2 烧碱浓度的影响

将再生纤维素纤维剪成0.3~0.8mm长度,置于

载玻片上,盖上盖玻片,放置在纤维细度仪显微镜的载

物台上,用吸管吸一滴碱液滴在盖玻片一端,开始记

时,在碱液浸渍2~5min中测试纤维的直径变化(测
试根数不少于200根),计算膨胀率。烧碱浓度为50、

70、90、100、110、130g/L,纤维的直径变化如图1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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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示。
cu-1
cu-2
m-1
m-2
ly-2
cu-3
cu-4
cu-5
cu-6
cu-7
cu-8
cu-9
cu-10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直
径
/μ
m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50 60 70 80 90 100 110120130

烧碱浓度/g�L-1

图12 碱液浓度对纤维直径的影响

由图12知,3种纤维的直径膨胀率随碱液浓度的

升高,先增大后减小。由于随碱液浓度的升高,碱液中

Na+增多,进入纤维内部Na+数增多,纤维可以吸附更

多的水分子,纤维的直径随碱液浓度的升高急剧增加;
当碱液浓度达到100g/L时,纤维向外溶胀达到最大

值,随碱液浓度进一步升高,由于在室温下测定,碱液

黏度上升,碱液变得粘稠,纤维内部的Na+反而减少,
纤维直径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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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纤维直径的膨胀率随碱液浓度变化的趋势图

由图13知,纤维直径的膨胀率随碱液浓度的增大

先上升后下降。在碱液浓度为70g/L,铜氨纤维和莫

代尔纤维的膨胀率接近,最低在350%左右,莱赛尔纤

维的直径膨胀率较小,基本低于250%;碱液浓度为

100g/L时,铜氨纤维的膨胀率≥550%,莫代尔纤维和

莱赛尔纤维膨胀率≤450%,且莫代尔纤维在碱液中边

缘模糊,有部分裂痕,莱赛尔纤维边缘清晰,纤维完整,
如图14~图15所示。

4 结语

根据棉纤维丝光的工艺原理,提出了湿膨胀法,尝
试选用5种碱性强度不同的碱液组成碱剂梯度,研究

不同纤维膨胀性的规律,建立了一系列膨胀性能与纤

维种类的对应关系。但通过试验研究发现,再生纤维

素纤维在碱性较弱的碱液中膨胀率较小,无法作为鉴

别的有效依据,故重点研究了对再生纤维素纤维有较

大膨胀率的烧碱溶液,从浸渍时间到碱液浓度,发现了

存在巨大差异的碱液浓度及膨胀规律。

图14 100g/L碱液莫代尔纤维

图15 100g/L碱液莱赛尔纤维

70g/L烧碱溶液中,铜氨纤维和莫代尔纤维(含台

化莫代尔纤维)膨胀率≥350%,莱赛尔纤维的膨胀率

≤250%。100g/L 碱 液 中,铜 氨 纤 维 的 膨 胀 率 ≥
550%,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膨胀率≤450%,且莫

代尔纤维在碱液中边缘模糊,有部分裂痕,莱赛尔纤维

边缘清晰,纤维完整。铜氨纤维、莫代尔纤维、大部分

莱赛尔纤维在烧碱溶液中浸渍2~5min,膨胀率恒定

不变,有少部分莱赛尔纤维随浸渍时间的延长,膨胀率

逐渐增大,直到边缘模糊,纤维在纤维细度仪视野中逐

渐消失,对于有异议的纤维,可以用其他手段方法进行

相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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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selectingfivekindsofalkaliliquorwithdifferentalkalinestrength,theexpansionlawofdifferentfiberswasstudied,

andaseriesofcorrespondingrelationsbetweenexpansionpropertiesandfibertypeswereestablished.Itwasfoundthattheexpansion

rateofregeneratedcellulosefiberinweakalkalinesolutionwassmall,whichcouldn'tbeusedasaneffectivebasisforidentification.

Thecausticsolutionwithhighexpansionrateforregeneratedcellulosefiberwasfurtherstudied.Thealkaliconcentrationandexpan-

sionlawcouldbeobtainedfromthesoakingtimeandthealkaliconcentration.In70g/Lcausticsodasolution,theexpansionrateof

cuprammoniafiberandModalfiber(includingTaihuaModalfiber)wasgreaterthanorequalto350%,andtheexpansionrateofLyo-

cellfiberwaslessthanorequalto250%.In100g/Lalkaliliquor,theexpansionrateofcuprammoniumfiberwasmorethan550%,

theexpansionrateofModalfiberandLyocellfiberwaslessthanorequalto450%,andtheedgeofModalfiberwasfuzzyandthere

weresomecracks.TheedgeofLyocellfiberwasclearandthefiberwascomplete.

Keywords:regeneratedcellulosefiber;fiberidentification;wetexpansionmethod;caustic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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