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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准确鉴别铜氨纤维与莱赛尔纤维,分别采用燃烧法、显微镜法、溶解法、湿膨胀性能分析法和近红外光谱分

析法对铜氨纤维、莱赛尔纤维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两者的形态特征、燃烧特征、湿膨胀性能相似,但根据其湿膨胀

性能差异可进行纤维的初步判别,再结合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法就能进行准确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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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氨纤维与莱赛尔纤维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可
纯纺或与棉、毛、丝、麻、合成纤维混纺,在高档织物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3]。但是铜氨纤维的价格较莱赛

尔纤维高,其成衣面料也更具悬垂感和丝绸感。由于

莱赛尔纤维与铜氨纤维两者的外观和理化性能有很多

相似之处,导致目前大多数检验机构还无法对其进行

准确鉴别,难以满足企业和商家的需求。为此,本文针

对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鉴别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对
几种不同的检测方法进行了探讨。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

铜氨纤维(苏州德伊纺织品有限公司);莱赛尔纤

维(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

1.2 测试方法[4]

1.2.1 燃烧法

分别用镊子夹住一小束纤维试样慢慢接近火焰,
稍停片刻随即移开,观察两种纤维试样在燃烧过程中

所发生的现象并闻燃烧后气味,然后将其记录下来。
1.2.2 显微镜法

将适量纤维试样平整置于载玻片上,滴上少量甘

油并盖上盖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纤维的纵向形态。
再将一束纤维试样装入哈氏切片器并涂上火棉胶,用
锋利刀片均匀切下厚度为10~30μm的纤维横截面薄

片,将其移至滴有甘油的载玻片上并盖上盖玻片,在显

微镜下观察纤维的横截面形态。
1.2.3 溶解法

在试管中加入一小束纤维试样并注入溶剂3~5
ml,在规定温度下处理5~15min,观察其溶解现象。

1.2.4 湿膨胀性能分析法

分别将 铜 氨 纤 维、莱 赛 尔 纤 维 放 在 水、11%的

NaOH溶液中浸湿后,测试其直径并计算其横向膨胀

率。
1.2.5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

近红外光谱定性分析是利用已知类别的样品建立

近红外光谱定性模型,然后用该模型考察未知样品是

否属于该类物质的一种方法,它主要用于物质的聚类

分析和判别分析[5]。将近红外光谱技术应用到纺织纤

维鉴别,可准确地鉴别莱赛尔与铜氨纤维,并具有制样

简单、分析速度快和无需破坏样品的优点。
采用 MPA 型多功能傅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

(Bruker)及OPUS数据分析软件,用漫反射法采集纤

维光谱图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建立模型。实验步骤如

下:
(1)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分别采集铜氨和莱赛尔

纤维的建模集样品与验证集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图;
(2)对采集到的近红外光谱图进行光谱预处理,所

用的预处理方法为一阶导数+矢量归一化;
(3)建立各纤维样品的判别模型;
(4)用验证集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图来验证所建判

别模型,并对其有效性与适用性做出评价。

2 结果和分析

2.1 燃烧法

表1是对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的燃烧状态进行

的描述。
由表1可知,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在燃烧的各

个阶段,其状态、味道及其残留物都完全相同。这是由

于铜氨和莱赛尔纤维均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其主要

成分相近,燃烧特征也一致,因此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

维无法通过燃烧法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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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燃烧状态

纤维名称 铜氨纤维 莱赛尔纤维

接近火焰  不缩不熔 不缩不熔

在火焰中  迅速燃烧 迅速燃烧

离开火焰  继续燃烧 继续燃烧

燃烧残渣形态 少量灰白色灰烬 少量灰白色灰烬

燃烧气味  烧纸味 烧纸味

2.2 显微镜法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的横向与纵向形态特征见

图1和图2,其形态描述见表2。

图1 莱赛尔纤维横向与纵向形态特征

图2 铜氨纤维横向与纵向形态特征

表2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表面形态

纤维名称 纵向形态 横向形态

铜氨纤维 纤维顺直,直径均匀,表面平滑有
光泽,尾部轻微原纤化,有小纤维
散开状

圆形或近似圆形

莱赛尔纤维 纤维顺直,直径均匀,表面平滑有
光泽,尾部轻微原纤化,有小纤维
散开状

圆形或近似圆形

  莱赛尔纤维横截面多为圆形并有皮芯结构,皮层

结构致密且薄、易破损,接近全芯结构;在湿态下会横

向膨胀,原纤之间的侧向结合力大大减弱,故在机械外

力作用下,原纤从纤维表面分离出来就会产生原纤化

现象。而铜氨纤维横截面也是圆形,但无皮芯结构,不
易产生原纤化现象,且纵向比莱赛尔纤维通透。虽然

有研究指出通过显微镜观察两种纤维的原纤化现象,
可以区分莱赛尔和铜氨纤维[6],但此方法仅适用于原

纤化型莱赛尔纤维与铜氨纤维的粗略鉴别,无法鉴别

非原纤化型莱赛尔纤维和铜氨纤维。

2.3 溶解法

表3是对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分别在甲酸/氯

化锌溶液,60%硫酸,37%盐酸,混合酸溶液(70%硫酸

20ml与35%盐酸800ml混合液)溶解现象的描述。
由表3可知,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除了在常温下的

60%硫酸与混合酸溶液中的溶解现象稍有差别以外,在其

余试剂中的溶解现象完全相同,所以可根据两种纤维的不

同溶解性能进行初步鉴别。但上述酸性试剂对纤维损伤

较大,且试验结果较依赖操作者的经验判断,主观性较强,
因此对两种纤维无法做到准确鉴别。

2.4 湿膨胀性能分析法

由于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均具有良好的吸湿性

能,大量水分子容易进入到纤维内部的无定形区,使原

纤之间的侧向结合力减弱而发生剧烈膨胀,因此纤维

表现出了较高的横向湿膨胀率;NaOH 溶液进一步加

剧了纤维的膨胀,在NaOH溶液中浸湿的横向膨胀率

远大 于 水 的 湿 膨 胀 率。由 表4可 知,铜 氨 纤 维 在

NaOH溶液中浸湿的横向膨胀率远大于莱赛尔纤维,
在11%的NaOH溶液中浸湿后测试纤维的横向膨胀

率,可初步区分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

表3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的溶解现象

纤维名称 甲酸/氯化锌溶液 60%硫酸 37%盐酸 混合酸溶液

铜氨纤维 70℃处理25min溶解 常温下立即溶解
常温处理5min部分溶解,加 热3
min后立即溶解

常温下处理25min溶解

莱赛尔纤维 70℃处理25min溶解
常温处理5min部分溶解,加热后立
即溶解

常温处理5min部分溶解,加 热3
min后立即溶解

常温下处理30min溶解

表4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的湿膨胀

项 目
干态直径
/μm

方案1 方案2
平均直径/μm 横向膨胀率/% 平均直径/μm 横向膨胀率/%

莱赛尔纤维 10.2 14.4 41.2 35.6 249
铜氨纤维 11.0 16.4 49.1 68.6 524

 注:方案1的处理条件为水处理;方案2的处理条件为用11%的NaOH溶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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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

图3是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模型验证的2D得

分图,表5是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的判别模型验证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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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模型验证的2D得分图

表5 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的判别模型验证结果

纤维种类
验证样品数
/个

正确识别数
/个

错误识别数
/个

模型识别率
/%

铜氨纤维 4 4 0 100
莱赛尔纤维 4 4 0 100

  由图3可知,该判别模型可以对铜氨纤维和莱赛

尔纤维进行清晰分类,两者的差别很明显,很容易区

分。由表5可看出,该模型对铜氨纤维和莱赛尔纤维

的识别率为100%,表明该模型有很高的纤维聚类可信

度,能得到较为准确的鉴别结果,具有较高的检测效率

和较好的适用性。

3 结语

铜氨纤维与莱赛尔纤维的截面形态基本一致,其
燃烧现象和化学溶解性能非常相似,用常规的燃烧法、
显微镜法和溶解法均无法准确鉴别。但是根据其湿膨

胀性能存在的差异可进行纤维的初步判别,再结合用

近红外光谱分析法就能做到准确鉴别这两种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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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MethodsofCuprammonuiumandLyocellFiber
GUOHang-le

(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Cuprammonuiumandlyocellfiberwereidentifiedandanalyzedthroughcombustionmethod,microscopy,dissolution
method,wetexpansionperformanceanalysisandinfraredspectrumanalysis.Theresultsshowedthatthemorphologicalcharacteris-
tics,combustioncharacteristicsandwetexpansionperformanceofbothfibersweresimilar.Accordingtotheperformanceofwetex-
pansiondifferences,preliminaryidentificationofbothfiberscouldbeundertaken,andtwokindsoffibercouldbeaccuratelyidentified
bynearinfraredspectrum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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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tructurallayerofthreemostsalablebrandsofbabydiapersonthemarketwasanalyzed.Thematerialsstructureof
thesurfacelayer,guidelayer,absorptioncorelayerandbacklayerwasstudied.Theliquidpenetrationabilityofsurfacelayer,theliq-
uidflowguidingperformanceofguidelayer,theliquidabsorptionamountofabsorptioncorelayerandtheairpermeabilityofbacklay-
erweretested.Thepropertiescharacteristicsandcomprehensiverankingofallproductswereac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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