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棉酶煮练和碱煮练的煮练效果
及染色性能对比

衣芳萱,刘 瑞*

(新疆大学 纺织与服装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9)

摘 要:分别采用煮练酶的最佳工艺和烧碱处理工艺对散棉进行处理。在煮练酶工艺中,探讨了KQ-45酶、517酶以

及两种酶复配的处理效果。从纤维断裂强力、白度、毛效以及处理后散棉的上染率、固色率的角度,对比探讨了煮练酶处

理与烧碱处理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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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棉染色已成为纺织厂主要的生产工序之一,棉
染后的成品主要用于有色纱的生产,以及色纱的织

造[1]。相较于传统的纺纱、织造、染色工艺,前者的生

产成本更低、生产周期更短、产品的颜色风格更加丰

富[2]。传统的散棉前处理工艺已经不能满足后期制造

及生产的高要求,以微生物酶为主的前处理工艺被逐

渐应用于工厂散棉的前处理加工中,具有高效短流程、
前处理产品品质均匀一致、后期染色均匀、减少废水排

放量并降低了污染等优势[3]。针对新型煮练酶的最佳

工艺,对散棉进行前处理,并达到煮练效果,为色纺纱

的高效清洁生产提供了参考依据[4-6]。目前,有很多

学者提出过散棉前处理工艺的改进方法,但是很少有

人将传统工艺与改进工艺处理后的散棉作对比,因此,
将散棉酶处理与传统烧碱前处理作对比,客观分析前

处理后的成品品质及其染色性能,为工厂的实际加工

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及仪器

材料:原棉(新疆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试剂:KQ-45酶、517酶(广州金瑞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NaOH、36%H2O2、Na2CO3、Na2SO3(均为化

学纯),活性黄3RS、活性黑B、活性黑S-R、活性红3BS
(均为工业级)。

仪器:水浴锅,YG(B)008E型电子单纤维强力机

(温州市大荣纺织仪器有限公司),UltraScanPRO分

光测色仪(美国HunterLab公司),超景深三维显微镜

(日本基恩士vhx-950F)。

1.2 煮漂工艺

1.2.1 低温一浴煮漂工艺

KQ-45酶一浴煮漂:浴比1∶40,KQ-45酶2.4~
2.5g/L,H2O2(36%)5g/L,NaOH调节pH值9.5,

55.0℃煮漂54~55min。

517酶一浴煮漂:浴比1∶40,517酶2.9~3.0g/

L,H2O2(36%)5g/L,NaOH调节pH值9.5,55.0℃
煮漂54~55min。

复配酶一浴煮漂:浴比1∶40,KQ-45酶1.625g/

L,517酶1.05g/L,H2O2(36%)5g/L,NaOH 调节

pH值9.5,55.0℃煮漂54~55min。

1.2.2 高温碱煮前处理工艺

烧碱一浴前处理:浴比1∶40,NaOH2g/L,不调

pH值,98℃处理50min。

1.3 染色工艺

拼色染色:一浴煮漂处理及烧碱前处理后的散棉,

3RS黄0.54%,黑B0.16%,黑S-R5.4%,Na2SO4
100g/L,Na2CO320g/L,浴比1∶40,60℃处理90
min。

浅色工艺:一浴煮漂处理及烧碱前处理后的散棉,
活性红3BS0.3%,元明粉7g/L,纯碱6g/L,浴比1∶
40,温度60℃,时间60min。

中色工艺:一浴煮漂处理及烧碱前处理后的散棉,
活性红3BS1%,元明粉10g/L,纯碱8g/L,浴比1∶
40,温度60℃,时间60min。

深色工艺:一浴煮漂处理及烧碱前处理后的散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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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红3BS5.0%,元明粉15g/L,纯碱12g/L,浴比1
∶40,温度60℃,时间60min[7]。

1.4 测试

1.4.1 力学性能测试

参考标准FZ/T98009-2011《电子单纤维强力

仪》,对未处理棉花、酶处理棉花、碱处理棉花以及酶处

理、碱处理后染色的棉花进行单根纤维的力学性能测

试。每组测试数据50组并取平均值。

1.4.2 白度测试

通过分光测色仪,按照 GB/T17644-2008《纺织

纤维白度色度试验方法》的测试方法,并结合白度计算

公式,对未处理棉花、酶处理棉花及碱处理棉花的白度

进行计算:

W =100-[(100-L*)2+a*2+b*2]1/2 (1)
式中 W———白度(%);L*———明度指数;a*———明

度系数;b*——— 明度系数。

1.4.3 毛细效应测试

参考标准FZ/T01071-2008《纺织品 毛细效应试

验方法》,对未处理棉花、酶处理棉花及碱处理棉花进

行毛效测试,试验温度为15.4℃、湿度为17%、水温为

20℃。

1.4.4 吸色率测试

根据国家标准GB2391-80《活性染料吸色率和

固色率的测定方法》,通过用分光光度计,以适宜的波

长分别测定光密度值,吸色率E 按式(2)和式(3)计算:

E(%)=100-X (2)

X =
B×100
A×n

(3)

式中  X——— 染色残液中染料量(%);A——— 标准染

液的光密度值;B——— 染色残液的光密度值;n——— 标

准染液和染色残液的测试浓度的倍数。

1.4.5 固色率测试

散棉染色中固色率是反应纤维染色牢度的一个指

标,测定皂洗前散棉的 K/S 值为k1,皂洗后散棉的

K/S 值为k2 ,计算散棉染色的固色率的公式如式(4)
所示。

固色率=
k2
k1

(4)

1.4.6 纤维的表征

采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对纤维的表面结构进行分

析,并对不同前处理的纤维直径进行比较,分析影响纤

维力学性能的原因。

2 结果与讨论

2.1 煮练效果对比

2.1.1 平均断裂强力

不同前处理工艺对散棉纤维平均断裂强力的影响

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前处理后的散棉在力学性能上

普遍降低,其中KQ-45酶的处理效果对散棉的力学性

能损伤最小,其次是517酶的处理效果,烧碱前处理对

散棉的损伤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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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工艺处理散棉的平均断裂强力

作为一种结构复杂的化合物,酶在水溶液中水解

后被激活,它能够降解散棉纤维中的木质素等物质,以
达到煮练除杂的目的,并且对纤维的损伤小。

而在NaOH条件下时,虽然水碱体系并不能明显

改善散棉的天然卷曲,但是可以打断连接半纤维素与

其他组分之间的酯键。工厂采用的2g/L(即0.1
mol/L)NaOH是在不明显破坏散棉纤维力学性能的

条件下,对其进行前处理,但是对比酶的一浴煮漂处

理,烧碱前处理效果略差。
从图2可以看出,原棉纤维的直径普遍偏大,所以

单根纤维的断裂强力大,导致纤维束的强力大,而KQ-
4酶一浴煮漂处理较其他处理方法对纤维的破坏较

少,纤维的力学性能损失较小;相较于酶处理,碱处理

后的棉纤维卷曲度明显降低,使得纤维间的抱合力降

低、强力降低;此外,碱处理的棉花在光学显微镜下较

酶处理后的纤维、原棉纤维较光滑,同样可以证明碱处

理棉纤维的强力弱于酶处理的棉纤维,并弱于原棉纤

维。

2.1.2 白度

不同前处理工艺对散棉纤维白度的影响如图3所

示,KQ-4酶处理后的棉花在白度上具有较明显的改

善,其次是517酶处理后的棉花,复合酶和碱处理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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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白度均略有降低。

(a)原棉

(b)烧碱前处理

(c)KQ-45酶前处理

(d)517酶前处理

      (e)复配酶前处理

 图2 不同前处理工艺的纤维显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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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前处理工艺的棉花白度

生物漂白工艺,即利用微生物或其分泌的酶处理

棉纤维,对棉纤维进行脱色漂白,进而改善棉纤维的可

漂性,酶漂工艺环保、工序简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棉纤维的白度并且可以节约化学练漂剂的用量、减
轻污染负荷[8]。

在工厂实际加工生产过程中,高浓度的烧碱和双

氧水对散棉纤维的损伤较大,对于后续还需要染色的

散棉白度要求不高,可以通过烧碱替代双氧水、次氯酸

钠等漂白化学品。一是简化了实际加工工序、提高效

率,二是减少了废水成分、节约后期处理成本。但是对

于白度要求高的产品,选择 KQ-4酶一浴煮漂处理可

以得到较可观的结果。

2.1.3 毛细效应

纺织品毛细效应作为衡量织物被水润湿渗透性效

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表征纺织品经过前处理加工后,
所具有润湿性的好坏,毛效越高说明吸湿性能越好。
从图4可以看出,KQ-4酶处理后的棉花毛效最好,其
次是517酶处理的散棉、复配酶处理的散棉、烧碱前处

理的散棉。
在烧碱处理棉纤维时,工厂使用的 NaOH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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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棉纤维溶胀程度较低,NaOH对氢键的拆散作用较

弱,导致棉纤维的吸水性低,毛效值变低。而在酶催化

反应中,首先是酶与棉纤维以非共价键结合形成酶-
棉纤维中间复合物,此时棉纤维结合在酶的特定功能

区域(即活性中心),所以对棉纤维中-OH 的破坏程

度很小,当酶分子与棉纤维相互接近时,酶蛋白构象将

发生有利于与棉纤维结合的变化,从而使酶与棉纤维

相互契合而进行化学反应,产生新的亲水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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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前处理工艺的毛细效应测试结果

2.2 染色性能对比

2.2.1 吸色率

由表1可以看出,在进行拼色染色时,酶处理对散

棉吸色率具有较明显的改进。但是对于活性染料的单

色染色,不论是染浅色、中色还是深色,酶处理散棉较

碱处理散棉的吸色率较差,所以针对不同的活性染料,
酶处理散棉和碱处理散棉会有不同的吸色率。由于拼

色染色时用了大量的活性染料,所以活性基多于单色

染色时的活性基,使得拼色染色时共价键结合较多,最
终导致拼色染色时吸色率明显高于单色染色。

表1 不同前处理散棉的染色吸色率

吸色率/%
拼色染色

配方
浅色工艺

处方
中色工艺

处方
深色工艺

处方

KQ-45酶处理 83.02 43.96 33.36 24.69
517酶处理 79.75 45.05 31.44 24.61
复合酶处理 81.41 43.96 33.96 28.71
烧碱前处理 78.71 67.03 42.39 31.81

2.2.2 固色率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拼色配方染色,不同

方法前处理后散棉的固色率均达到很好的效果。对散

棉进行浅色工艺染色时,酶处理后的散棉固色效果较

差,所以散棉染浅色时更适合烧碱前处理。对于中、深
色的染色工艺,KQ-45酶处理、复合酶处理后的散棉均

有较高的固色率,517酶处理、烧碱处理得到散棉的固

色效果略差,综合力学性能及白度的分析,在染除浅色

样品的条件下,可采用KQ-45酶一浴煮漂工艺。
表2 不同前处理散棉的染色固色率

吸色率/%
拼色染色

配方
浅色工艺

处方
中色工艺

处方
深色工艺

处方

KQ-45酶处理 99.55 66.67 78.64 88.69
517酶处理 99.33 76.09 67.26 72.22
复合酶处理 97.53 80.95 75.00 88.40
烧碱前处理 99.33 82.43 72.72 66.66

  在散棉纤维进行染色时,活性染料上的活性基团

会与纤维上的-OH 发生亲核取代或亲核加成反应,
最终实现活性染料与纤维素的结合。在烧碱前处理

时,低浓度的NaOH处理棉纤维会使其表面变得润胀

而具有反应活性,在进行浅色工艺染色时,染色效果较

好,但是进行深色工艺染色时,染料不能均匀地向纤维

内部渗透,最终导致烧碱前处理时染深、中色的效果较

差。而对散纤维进行酶煮练时,酶与纤维素发生结合

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进而达到煮练的效果,此时,纤维上

的亲水基团变多,与活性染料的结合位点变多,所以在

进行中、深色染色工艺时,固色效果较好。

3 结论

(1)作为生物催化剂,酶与无机、有机催化剂相比

具有高效性,并且反应条件温和,酶活性可调控。所以

选择酶作为前处理助剂,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工厂的

用水量、用电量,减少污水排放。
(2)从纤维强力损失率、白度、毛细效应上看,酶处

理的效果均比烧碱处理工艺好,并且在这3种酶处理

工艺中,KQ-45酶处理后散棉的强力损失率最小、白度

增加率最大、毛细效应最显著,故在工厂成本允许的前

提下,可考虑选择KQ-45酶一浴煮漂处理工艺。
(3)在工厂进行散棉的浅色染色工艺时,选择烧碱

前处理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还
能达到较优异的效果。工厂进行中、深色的散棉染色

时,相较于烧碱前处理,选择 KQ-45酶一浴煮漂处理

散棉,对散棉的固色率具有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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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optimalenzymesscouringtechnologyandthecausticsodatreatmentprocesswereusedtohandleloosecotton.In

thescouringenzymeprocess,thetreatmenteffectsofKQ-45enzyme,517enzymeandthecombinationofthetwoenzymesweredis-

cussed.Thedifferencesofenzymescouringtreatmentandcausticsodatreatmentwerecomparedfromtheperspectivesoffiberbreak-

ingstrength,whiteness,capillaryeffect,anddyeingandfixingrateofloosecottonafter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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