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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涤纶短纤维为纤维骨架,将适量胶黏剂乳液均匀滴加于纤维骨架上,经室温自然风干后,以乙醚为溶剂

进行索氏萃取,计算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试验表明,测试结果的重复性和精密度较好。通过对胶黏剂中可萃取物的

测试,能一定程度表征胶黏剂的性能,为喷胶棉生产企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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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胶棉又称喷浆絮棉,是一种以涤纶短纤维为主

要原料,经过开松、梳理成网、表面喷胶、烘培固化、熨
烫加工而成的非织造类保温材料[1]。由于喷胶棉是在

喷洒情况下加入胶黏剂,且喷淋后不受压力的挤压而

固化成型,故在纤维的黏结状态中,交叉点接触的居

多,胶黏剂架桥结块的少,致使喷胶棉能够保持松、软,
从而具有质轻耐压、蓬松舒适、保暖透气、成本低廉等

特点,广泛用于被褥、服装、睡袋、帐篷等的填充材料,
也可以作为沙发、床垫等家具用品的夹芯材料,应用领

域十分广泛[2]。
喷胶棉是由胶黏剂进行纤网加固而成,需满足行

业标准FZ/T64003-2011《喷胶棉絮片》[3]规定的技

术要求,其纤维含油率不得高于1.0%。同时,国家标

准GB/T22796-2009《被、被套》[4]要求用作填充料的

喷胶棉,其含油率亦不得高于1.0%。喷胶棉的理化性

能除了与纤维本身的特性、喷涂工艺有关外,还取决于

胶黏剂的性能,目前用于喷胶棉的胶黏剂主要有纯丙

乳液、苯丙乳液和醋丙乳液[5]。在实际检验检测中,发
现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的变化,能促使喷胶棉产品

中可萃取物含量增加,即纤维含油率增加,可能导致产

品不满足相关标准所规定的要求。而实际送检的样品

为乳液分散型液体,不能直接测定胶黏剂中可萃取物

含量,故以未进行喷胶处理的涤纶短纤维为纤维骨架,
探索利用索氏萃取对胶黏剂中可萃取物进行测定,以
此评价胶黏剂的性能,为企业生产提供技术参考数据。

1 试验部分

1.1 主要材料与仪器

试剂:试验所用乙醚试剂为分析纯;未喷胶的涤纶

短纤维样品、乳液型胶黏剂(纯丙乳液、苯丙乳液、醋丙

乳液)样品、喷胶棉样品均为企业送检样品。
仪器:DZKW-4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中兴伟业仪

器有限公司);YG747通风式八篮烘箱(南通宏大实验

仪器有限公司);MS304TS电子分析天平(瑞士 MET-
TLERTOLEDO公司)。

1.2 试验设计

将未喷胶的涤纶短纤维按照标准 GB/T6504-
2017《化学纤维 含油率试验方法》[6]方法A的规定,制
备若干个质量为(5.00±0.01)g的待测纤维样品,备
用。

将(5.00±0.01)g胶黏剂乳液均匀滴加在已制备

的待测纤维样品上,在室温下经自然风干24h后作为

一个组合测试样品,并按照GB/T6504-2017《化学纤

维 含油率试验方法》方法A所规定的试验要求,进行

索氏萃取(以乙醚为萃取剂,回流6~8次/h,回流时间

为2h)。同时,对纤维样品进行相同萃取,作为对照试

验。利用萃取前后,接收瓶在(105±3)℃下烘干后质

量的变化,得到组合测试样品和纤维样品中可萃取物

的质量,进而计算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
按照GB/T6504-2017《化学纤维 含油率试验方

法》方法A所规定,取(5.00±0.01)g未喷胶的涤纶

短纤维和胶黏剂样品,分别放入已恒重的称量瓶中,并
将其置于(105±3)℃的烘箱中烘至恒重,以计算纤维

样品的含水率和胶黏剂样品的固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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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未喷胶的涤纶短纤维样品的含水率和可萃取物

含量

试验选用的未喷胶的涤纶短纤维样品按照标准

GB/T6504-2017《化学纤维 含油率试验方法》方法A
所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含水率和可萃取物含量测定试

验,试验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在6次平行试验下,未

喷胶的涤纶短纤维样品的含水率为0.36%,相对标准

偏差为4.86%;可萃取物含量为0.63%,相对标准偏

差为4.59%。含水率与可萃取物含量试验结果的相对

标准偏差均小于5%,表明用作纤维骨架的未喷胶的涤

纶短纤维样品中可萃取物含量较为一致,具有较好均

匀性,能够为准确测定胶黏剂中萃取物含量提供准确

空白参照。

表1 未喷胶的涤纶短纤维样品的含水率和可萃取物含量

Value/%
X1 X2 X3 X4 X5 X6

AV/% RSD/%

含水率 0.36 0.34 0.37 0.35 0.34 0.38 0.36 4.86
可萃取物含量 0.66 0.61 0.63 0.58 0.65 0.63 0.63 4.59

2.2 胶黏剂样品的固体含量和可萃取物含量

不同质量的胶黏剂乳液滴加在纤维骨架上可能影

响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的结果,分别滴加2.0、3.0、

4.0、5.0、6.0、8.0、10.0g的胶黏剂在纤维骨架上进行

试验,结果见表2。试验结果表明,3种胶黏剂在7个

质量水平下,在6次平行测试下,不同质量水平的平均

试验结果差异不大,但高质量水平的样品测试结果一

致性较好。这是由于胶黏剂乳液的固体含量在50%左

右(结果见表3),胶黏剂乳液经过室温自然风干后,留

在纤维骨架上的有效胶黏剂质量会减少。在低的质量

滴加水平下,试验结果的随机性误差对结果影响较大,
而较高质量能够较好地消除这类因素的影响,但更高

质量时过多胶黏剂会增加测试试样的质量,导致萃取

不完全。在5.0g时,胶黏剂能够较好地均匀滴加在

纤维骨架上,同时胶黏剂的有效质量在2.5g,试验结

果的一致性比较好。故将胶黏剂在纤维骨架上的质量

选择为5.0g,可以更加准确测定胶黏剂中的可萃取物

含量。

表2 不同质量水平的胶黏剂对其可萃取物含量的影响(n=6) 单位:%

胶黏剂 2.0g 3.0g 4.0g 5.0g 6.0g 8.0g 10.0g
纯丙乳液 5.21±2.34 5.52±2.21 6.07±1.37 6.31±0.85 6.23±1.08 5.89±1.08 5.98±1.16
苯丙乳液 7.75±2.46 7.70±1.98 7.91±1.46 7.96±0.98 7.89±1.35 7.81±1.05 7.77±1.11
醋丙乳液 1.75±0.96 1.70±0.81 1.91±0.53 1.96±0.38 1.89±0.49 1.81±0.73 1.77±0.71

表3 3种喷胶棉胶黏剂乳液的固体含量

胶黏剂
Value/%

X1 X2 X3 X4 X5 X6
AV/% RSD/%

纯丙乳液 55.80 52.76 53.90 57.75 49.72 57.29 54.54 5.58
苯丙乳液 46.03 50.09 50.60 44.07 49.62 52.68 48.85 6.51
醋丙乳液 54.86 52.96 53.91 53.93 48.59 51.64 52.65 4.31

2.3 不同胶黏剂筛选测试

在实际送检过程中,喷胶棉企业发现喷胶棉产品

的纤维含油率项目测试结果一直不能满足标准规

定[3-4]的其值不得高于1.0%的要求,同时对未进行喷

胶处理的纤维进行含油率测试未发现问题。故企业认

为其所用胶黏剂可能导致喷胶棉产品中纤维含油率值

增高。故为验证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结果对喷胶棉

产品中纤维含油率指标的影响,企业先后分批提供了2
个胶黏剂生产厂家的三类胶黏剂,要求进行可萃取物

含量的测定,同时对其进行喷胶处理后的产品进行纤

维含油率的测试。
不同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试验结果汇总情况如

图1所示。由图1可知,厂家B生产的苯丙乳液和厂

家A生产的纯丙乳液型胶黏剂的可萃取物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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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7.35%和6.13%;厂家A生产的醋丙乳液和苯

丙乳液型胶黏剂,以及厂家B生产的纯丙乳液型胶黏

剂的可萃取物含量次之,分别为2.89%、1.73%和

1.49%;厂家B生产的醋丙乳液型胶黏剂的可萃取物

含量最低,为0.55%。
不同胶黏剂喷胶处理后的喷胶棉中纤维含油率,

测试结果汇总情况见表4。由表4可知,当胶黏剂中可

萃取物含量较高时,其喷胶处理后喷胶棉产品中纤维

含油率测试结果也偏高。胶黏剂厂家B生产的苯丙乳

液型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最高,为7.35%,其喷胶处

理后的喷胶棉产品中纤维含油率也最高,为1.83%,均
高于标准要求的1.0%的限量值;胶黏剂厂家 A生产

的纯丙乳液、醋丙乳液、苯丙乳液型胶黏剂,以及胶黏

剂厂家B生产的纯丙乳液型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次

之,分别为6.13%、2.89%、1.73%和1.49%,喷胶处

理后的 喷 胶 棉 产 品 中 纤 维 含 油 率 也 较 高,分 别 为

1.53%、1.32%、1.23%和1.18%,均高于标准要求的

1.0%的限量值;厂家B生产的醋丙乳液型胶黏剂的可

萃取物含量最低,为0.55%,其喷胶处理后的喷胶棉产

品中纤维含油率也最低,为0.83%,满足标准要求的

1.0%的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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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喷胶棉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n=6)

表4 不同胶黏剂喷胶处理后喷胶棉中纤维含油率测试结果

喷胶棉 胶黏剂类型
Value/%

X1 X2 X3 X4 X5 X6
AV/% RSD/%

1# 纯丙乳液(A) 1.51 1.57 1.55 1.49 1.59 1.48 1.53 2.94
2# 苯丙乳液(A) 1.26 1.17 1.30 1.17 1.28 1.20 1.23 4.66
3# 醋丙乳液(A) 1.29 1.35 1.28 1.41 1.26 1.35 1.32 4.28
4# 纯丙乳液(B) 1.18 1.16 1.23 1.22 1.15 1.13 1.18 3.37
5# 苯丙乳液(B) 1.78 1.81 1.89 1.92 1.77 1.83 1.83 3.29
6# 醋丙乳液(B) 0.80 0.81 0.87 0.79 0.83 0.88 0.83 4.51

3 结语

利用涤纶短纤维为纤维骨架,将适量胶黏剂乳液

均匀滴加于纤维骨架上,经室温自然风干后,以乙醚为

溶剂进行索氏萃取。当纤维与胶黏剂乳液的质量均在

5.0g时,有较好测试稳定性,分析误差小,可以准确地

测试出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
通过对胶黏剂中可萃取物含量的测定,可以评价

胶黏剂的质量,企业可根据胶黏剂中萃取物含量的高

低,对所用喷胶的胶黏剂进行选择,优化喷胶工艺,保
障喷胶棉产品质量满足相应技术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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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olyesterstaplefiberwasusedasthefiberskeleton,andanappropriateamountofadhesiveemulsionwaseve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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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pedonthefiberskeleton.Afternaturalairdryingatroomtemperature,Soxhletextractionwascarriedoutwithetherasthe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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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StudyontheStructure
andPerformanceofTwoFlame-retardantFibers

CHENMin,DONGZi-jing,SUNRun-jun*,ZHANGXian,HAOJing-xian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h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structureandperformanceofflame-retardantpolyesterfiberandmodacrylicfiberweretestedandanalyzed.Infrared

spectroscopyanalysisshowedthatthechemicalstructureofflame-retardantpolyesterfiberwassimilartothatofpolyesterfiber,and

themodacrylicfiberwasmadebymodifyingacrylicfiber.Thephysicalandmechanicalpropertiesofthetwofibersshowedthatthe

flame-retardantpolyesterfiberhadthelowermoistureregain,greaterflexibility,bettertensilebreakingperformance,lowerspecific

resistance,andbetterspinnabilitythanthemodacrylicfiber.Theflameretardancyandcombustibilitytestresultsshowedthatthe

flame-retardantpolyesterfiberhadbetterflameretardancythanthemodacrylicfiber.However,theflame-retardantpolyesterfiber

drippedwhenitcontactedtheflame,whichmeanttheflame-retardantpolyesterfiberneededtobetreatedwithdrippingresistancein

practicalapplications.

Keywords:flameretardantpolyester;modacrylicfiber;structure;performance;flameretardancy












 



“节能减排,大有可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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