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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采用燃烧法、光学投影显微镜法、扫描电子显微镜法、红外光谱分析法和近红外光谱分析法来鉴别羊绒、

羊毛纤维,分析了各种鉴别方法的优缺点、适用性和有效性;结果表明用近红外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鉴别羊绒与羊毛纤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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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绒是一种珍贵、稀有的特种动物纤维,被誉为

“纤维宝石”,是最贵的天然纺织原料,主要用于制作高

档服装面料。而同是天然动物毛类纤维的羊毛价格要

低很多,且不易与羊绒纤维区别开来。即在纤维检测

领域羊绒、羊毛的鉴别一直是个难题。为此,分别用燃

烧法、光学投影显微镜法、扫描电子显微镜法、红外光

谱分析法和近红外光谱分析法对羊绒、羊毛纤维进行

检测,以探析其优缺点、适用性和有效性。

1 试验材料和仪器

试验材料:赤峰羊绒,鄂尔多斯羊绒,由上海市纤

维检验所提供;青海羊毛,甘肃羊毛,由上海市纤维检

验所提供。
试验仪器:上海 YG002C型纤维检测系统;日本

JSM-5610LV扫描电子显微镜;德国布鲁克 MPA近红

外光谱仪;美国NICOLET-380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2 结果和分析

2.1 燃烧法

对羊绒、羊毛燃烧状态的描述见表1。
表1 羊绒、羊毛燃烧状态

项 目 羊 绒 羊 毛

靠近火焰 燃融、卷曲 燃融、卷曲

火焰中  卷曲、燃融、燃烧 卷曲、燃融、燃烧

离开火焰 燃烧缓慢,有时自灭 燃烧缓慢,有时自灭

燃烧气味 烧毛发味 烧毛发味

残留物状态 呈松而脆的黑色焦炭状 呈松而脆的黑色焦炭状

  由表1可知,羊绒、羊毛在燃烧过程中的现象一

致,燃烧气味和燃烧残留物状态也相同,这是因为羊

绒、羊毛纤维的基本组成都是角蛋白质,同属蛋白质纤

维。因此羊绒和羊毛不能通过燃烧来进行鉴别。

2.2 光学显微镜法

图1、图2分别是羊绒、羊毛纤维放大500倍的纵

向、横向外观结构图。

(a)羊绒             (b)羊毛

图1 羊绒、羊毛纤维纵向外观结构图

(a)羊绒             (b)羊毛

图2 羊绒、羊毛纤维横向外观结构图

由图1可看出,在光学显微镜下羊绒鳞片比羊毛

薄,排列均匀,透光性好,鳞片呈环状包覆在毛干上,排
列紧密,鳞片翘角不明显,见图1(a);羊毛纤维的鳞片

较厚,排列紧密,间距小,表面突起较多,缺乏平滑感,
鳞片翘角较明显,见图1(b)。

由图2可看出,羊绒与羊毛的纤维截面都呈圆形,
羊绒呈规则圆形,羊毛近似圆形,羊毛的纤维截面圆整

度较好。即两者的截面图虽有些差别,但区别不是很

明显。
虽然羊绒、羊毛两种纤维在细度、表面鳞片厚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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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些差异,但差别非常细微,检测人员不易快速、
准确识别。因此光学显微镜方法虽然操作容易、试样

准备方便、测试成本低,但其检测准确性过于依赖检测

人员的水平和经验,受人为因素影响大。

2.3 扫描电子显微镜法

图3是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在放大2000倍条件下,
观察到的羊绒、羊毛纤维的表面特征。

(a)羊绒             (b)羊毛

图3 羊绒、羊毛纤维的扫描电镜图

扫描电子显微镜法主要是根据纤维表面鳞片的特

征来鉴别纤维,从图3可测量出羊绒纤维鳞片的边缘

高度要低于羊毛。然而若在检测前对纤维面料进行了

化学处理或机械加工,使纤维表面鳞片受到损伤,其厚

度就会发生变化,鉴别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影响。此外,
该检测方法易受检测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且扫描电

子显微镜价格昂贵,试样准备也较麻烦,测试速度较

慢,不易推广。

2.4 红外光谱分析法

将纤维样品固定于红外光谱分析仪的采样器上,
对样品进行扫描获得红外光谱,取平均图谱如图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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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羊绒、羊毛的红外吸收光谱

从图4可看出,羊绒、羊毛纤维的吸收光谱几乎相

同,两者的红外光谱强吸收峰和弱吸收峰也相差无几,
很难对其进行准确鉴别。此外,图谱分析过程对检测

人员的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红外光谱在定量分析过程

中误差也较大。

2.5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

使用近红外光谱仪采集到的羊绒、羊毛纤维光谱

如图5所示,显然两种纤维的近红外光图比较相似,其
波峰和波谷极为相似,有些甚至重叠,这是源于羊绒、
羊毛两种纤维的化学成分和化学结构几乎相同。即通

过肉眼无法对两种纤维的光谱进行辨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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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羊绒、羊毛纤维的近红外光谱

为此,使用OPUS软件对采集到的原始谱图进行

预处理,通过一阶导数、矢量归一化、二阶导数等多种

预处理,不断变化选择平滑点数。最终采用二阶导数

和矢量归一化法,平滑点数选择13,选择差别较大的一

段波谱,采用标准法(欧式距离)查看光谱。图6是利

用二阶导数等预处理之后的图谱。通过调整定性模型

的各项参数,建立定性分析模型,由几种已知的羊绒、
羊毛样品对所建立的定性鉴别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

明此方法对羊绒、羊毛的鉴别正确率达到100%(见表

2)。即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法可准确鉴别羊绒、羊毛纤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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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预处理之后的羊绒、羊毛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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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羊绒、羊毛定性分析模型验证情况

纤维样品
样品验证数
/个

正确数
/个

错误数
/个

模型识别率
/%

羊 绒 10 10 0 100
羊 毛 10 10 0 100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的优点是:(1)分析速度快,样
品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完成检测;(2)适用样品范围

广,可直接对不同形态的样品进行检测;(3)分析效率

高,通过测量样品的光谱数据和已建立的验证模型就

可对样品进行定性分析;(4)具有可传输性,能实现在

线检测;(5)检测样品不用预处理,检测分析过程不会

产生污染;(6)操作便捷,对检测人员要求不高,通过简

单培训即可上岗。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的技术难题是所建立的数据模

型的代表性,若建模过程中样品收集不够广泛,其检测

的准确性也难以保证。

3 结语

在现有的羊绒、羊毛检测技术下,检测方法各有优

缺点,仅靠某一种检测方法很难做到快速、准确地鉴别

羊绒与羊毛纤维;相比之下,应用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

来鉴别羊绒、羊毛纤维具有一定的优势。若将显微镜

法和近红外光谱法相结合来鉴别羊绒、羊毛纤维,其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科技发展

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近红外技术应会成为羊毛检

测领域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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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IdentificationMethodsofClothingCashmereandWoolFiber
WANGHua

(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Cashmereandwoolfiberwereidentifiedthroughcombustionmethod,opticalprojectionmicroscopy,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y,infraredspectrumanalysisandmethodsofnearinfraredspectrum.Theadvantages,disadvantages,applicabilityandef-
fectivenessofeachfiberidentificationmethod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cashmereandwoolfibercouldbequickly&
accuratelyidentifiedbynearinfraredtechnology.

Keywords:cashmerewool;fiberidentification;testingmethod;nearinfraredspectrumanalysis


(上接第39页)

OptimizationDesignofCoatHanger
ZHANGYi-fan,WUJi-hui*,LIUJie,ZHAOJia-shan

(SchoolofFashionArtand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Inordertodealwiththeharmthatcausedbyunreasonabledesignofclothinghanger,throughthequestionnairesurvey
onconsumers,interview methodandexperimentoffourdifferenthangers,theshortcomingofexistinghangerswassummarized.

Somesolutionstooptimizeofhangerwereproposed.Bydividinghangerintomanandwoman,addingtheshoulderanteversionto

hangerandchangingcomplanateformofhangertoreducetheadverseeffecttoclothesthatcausedbyhanger.

Keywords:hangerdesign;humanbodydata;shoulderanteversion;curv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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