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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自制的黏合剂、分散剂与体质颜料及其他助剂等复配,制得一种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将该印花

遮盖浆用于涂料有色罩印时,印花布的各项色牢度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且手感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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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料印花遮盖白浆主要用于织物的拔白或防白,

即在底色织物上直接印上遮盖白浆即可达到拔白或防

白的效果。在遮盖白浆中加入一定量的有色涂料可以

代替防拔染印花,从而大大简化织物防拔染印花的流

程,使多种纤维混纺织物的防拔染印花可以通过简单

的涂料印花方式实现[1-3]。但涂料印花遮盖白浆用于

深色底色布上的彩色罩印时,由于白色和彩色的互拼

会造成色涂料着色力下降,如深黄色变成淡黄色,深红

色变成妃色[4]。本文研究的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

浆就是针对这一问题开发的,主要用于织物的仿防色

和色拔印花,专用于着色的罩印遮盖浆,可以有效改善

涂料在深底色罩印时的着色力,增加花色鲜艳度。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与仪器

织物:304×252根/10cm纯棉织物(绵阳佳联印

染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各种涂料(工业级,双流天府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柔软型无甲醛涂料印染黏合剂(参照参考文献

[5]方法制备);无磷耐碱高效螯合分散稳定剂(参照参

考文献[6]方法制备)。

仪器:ScoutSE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

公司);DF-101S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巩义市

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ZHE4型实验室高剪切分散

乳化机(常州市腾蛟机械厂);ZTR实验室三辊研磨

机;DNJ-8S旋转黏度计(上海平轩仪器有限公司);RC-

MP2000磁棒印花机(正崎机械);HZ-85型小样定型

机(日本制);Y571L染色摩擦色牢度仪(莱州市电子仪

器有限公司);AD-12常温小样机(鹤山精湛染整设备

厂有限公司);723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

有限公司)。

1.2 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的制备

将体质颜料、柔软型无甲醛涂料印染黏合剂、无磷

耐碱高效螯合分散稳定剂、其他辅助助剂及去离子水

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经高速乳化机乳化,三辊机研磨,
均质机均质,然后过滤得到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

浆。

1.3 工艺流程

配制色浆→印花→100℃烘干→140~150℃焙烘

2~3min[1-3]。

1.4 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的性能测试

1.4.1 色牢度

分别按照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和GB/T5713-2013《纺织品 色牢度

试验 耐水色牢度》测试印花织物的摩擦牢度和耐水洗

色牢度[7-8]。

1.4.2 布面甲醛含量

按照GB/T2912.1-2009《纺织品甲醛的测定第

1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测试印花织物的

甲醛含量[9]。

1.4.3 黏度

用DNJ-8S旋转黏度计测试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

遮盖浆及其加入涂料后的黏度。

1.4.4 流变性能

分别在0.3、0.6、1.5、3、6、12、30、60r/min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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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测定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及其加入不同涂料

后的黏度,然后绘制成黏度曲线。印花黏度指数简称

PVI值,是同一浆料在两种不同剪切速率条件下的比

值,本文以η60/η6 表示,用以衡量该浆料的流变性,η60
为浆料在60r/min转速下测定的黏度,η6 为浆料在6
r/min转速下测定的黏度。PVI值与结构黏度指数有

关,PVI值越小,则浆料的结构黏度指数越大。

1.4.5 增稠性能测试

取10g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加入90g去

离子水,搅拌溶解成稀释液。然后向稀释液中加入1g
合成增稠剂,搅拌,观察二者的相溶性及增稠性。

2 结果与讨论

2.1 体质颜料的选择

体质颜料是一种惰性颜料,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

对酸碱有很好的稳定性,绝大部分是白色和无色。按

化学成分分类,体质颜料可分为5类,即钡化合物、钙
化合物、铝化合物、镁化合物和含硅化合物。本文选用

钡化合物A、钙化合物B、含硅化合物C、D、E,分别配

制了5种透明印花遮盖浆A、B、C、D、E。表1为5种

透明印花遮盖浆在黑色织物上印制后的花纹效果和透

明度。由表1可知,透明印花遮盖浆B、D和E印制的

花纹呈白色或部分白色且成膜不透明,这个现象说明

选用的体质颜料B、D和E与颜料混合后,色光为白色

和颜料颜色的拼色,将影响颜料的色光。而透明印花

遮盖浆A、C印制的花纹呈无色或基本无色,这个现象

说明体质颜料 A和C与颜料混合后,色光变化不大。

在透明印花遮盖浆A和C中加入2%蓝涂料(对浆料

比重),然后将其印制在黑色织物上,发现A花纹颜色

为黑色,不具有遮盖性;而C花纹颜色为蓝色,与蓝涂

料颜色相近。因此,选用体质颜料C作为配制透明印

花遮盖浆的体质颜料。
表1 不同透明印花遮盖浆印花后的透明度及花纹效果

透明印花遮盖浆 透明度 花纹效果

A 基本透明 基本无色

B 部分透明 白色不连续

C 透明 无色

D 部分透明 白色不连续

E 不透明 白色

2.2 体质颜料用量对透明印花遮盖浆性能的影响

表2列出了体质颜料用量变化对透明印花遮盖浆

性能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体质颜料用量的增加,透
明印花遮盖浆的干摩擦色牢度、耐水洗色牢度均呈现

出下降趋势,而遮盖性则呈现上升趋势。在体质颜料

用量大于17.5%(对有效含量比重)时,其色牢度符合

国家标准且遮盖性良好;在体质颜料用量大于20%(对
有效含量比重)时,其遮盖性良好但色牢度低于国家标

准。因此,体质颜料的较优用量为17.5%~20%(对有

效含量比重)。

2.3 无磷耐碱高效螯合分散稳定剂用量对透明印花

遮盖浆的影响

体质颜料分布越均匀,则印花浆的遮盖性越好。
高性能的分散剂是实现体质颜料在透明印花遮盖浆中

良好分散的重要手段,常用的分散剂是聚磷酸盐分散

剂和聚合电解质型分散剂,本文采用自制的无磷耐碱

高效螯合分散稳定剂(简称分散剂)是一类聚合电解质

型分散剂。表3列出了分散剂用量变化对透明印花遮

盖浆性能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分散剂用量的增加,
透明印花遮盖浆的色牢度呈下降趋势,而其遮盖性呈

上升趋势。当分散剂用量小于2%(对有效含量)时,透
明印花遮盖浆的色牢度良好但遮盖性较差;当分散剂

用量大于3%(对有效含量)时,透明印花遮盖浆的遮盖

性良好但色牢度低于国家标准。因此,分散剂的较优

用量是2%~3%(对有效含量)。

表2 体质颜料用量变化对透明印遮盖浆性能的影响

体质颜料用量
/%(对有效含量)

耐干摩擦色牢度
/级

耐水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白布沾色

甲醛含量
/mg·kg-1

遮盖性

12.5 3-4 3-4 3-4 未检出 微露底

15 3-4 3-4 3-4 未检出 基本不露底

17.5 3 3-4 3-4 未检出 不露底

20 3 3 3 未检出 不露底

22.5 2 2-3 2 未检出 不露底

25 1-2 2 1-2 未检出 不露底

国家标准 ≥3 ≥3 ≥3 ≤75 -
 注:印花浆中加入2%蓝涂料,焙烘温度为150℃,焙烘时间为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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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分散剂用量变化对透明印花遮盖浆性能的影响

体质颜料用量
/%(对有效含量)

耐干摩擦色牢度
/级

耐水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白布沾色

甲醛含量
/mg·kg-1

遮盖性

0 4 4 4 未检出 微露底

1 3-4 3-4 3-4 未检出 基本不露底

2 3-4 3-4 3-4 未检出 不露底

2.5 3 3-4 3-4 未检出 不露底

3 3 3 3 未检出 不露底

3.5 2-3 3 3 未检出 不露底

4 2-3 2-3 2-3 未检出 不露底

国家标准 ≥3 ≥3 ≥3 ≤75 -

 注:印花浆中加入2%蓝涂料,焙烘温度为150℃,焙烘时间为2min。

2.4 柔软型无甲醛涂料印染黏合剂用量对透明印花

遮盖浆性能的影响

透明印花遮盖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是黏合剂,
它是将印花色浆黏附在纤维表面形成聚合物薄膜时

着色形成图案的关键因素。因此,选用合适的黏合

剂是提高透明印花遮盖浆印花织物色牢度和手感的

必要手段。采用自制柔软型无甲醛涂料印染黏合剂

(简称黏合剂),具有较好的抗电解质性、较好的色

浆流动性和柔软的手感。表4列出了黏合剂用量变

化对透明 印 花 遮 盖 浆 性 能 的 影 响,从 表4可 以 看

出,在黏合剂用量为37.5%(对有效含量)时,印花

织物的各项色牢度就已达到国家标准;随着黏合剂

用量的增加,印花织物的各项色牢度逐渐提高,当
黏合剂用量高于75%(对有效含量)时,织物的各项

色牢度变化不大,但黏合剂过多会使透明印花遮盖

浆在印花时发黏和堵网,开车不顺利,因此,黏合剂

用量在50%~75%为最佳。同时,从表2~表4的

数据可以看出,本文研究的透明印花遮盖浆不含甲

醛且印花织物手感柔软,因此该透明印花遮盖浆是

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

表4 黏合剂用量变化对透明印花遮盖浆性能的影响

黏合剂用量
/%(对有效含量)

耐干摩擦色
牢度/级

耐水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白布沾色

甲醛含量
/mg·kg-1

遮盖性 手感

25 2-3 3 3 未检出 不露底 柔软

37.5 3 3 3 未检出 不露底 柔软

50 3 3-4 3-4 未检出 不露底 柔软

62.5 3-4 3-4 3-4 未检出 不露底 柔软

75 4 4 4 未检出 不露底 柔软

80 4 4 4-5 未检出 不露底 柔软

国家标准 ≥3 ≥3 ≥3 ≤75 - -

 注:印花浆中加入2%蓝涂料,焙烘温度为150℃,焙烘时间为2min。

2.5 焙烘条件对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浆印花效果的

影响

表5为不同焙烘温度和时间时,柔软型环保透明

印花遮盖浆印花布的各项性能比较。从表中数据可以

看出,在100℃时,印花织物的各项色牢度就已达到国

家标准,但焙烘时间过长(5min),很难实现连续化的

大生产;随着焙烘温度的升高,印花织物的各项色牢度

逐渐提高,当焙烘温度高于140℃后,织物的各项色牢

度变化不大,但是温度太高会造成能耗的增加。因此,

焙烘温度在140~150℃为最佳。
表6为焙烘温度为150℃,不同焙烘时间时柔软

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印花布的各项性能比较。从表

中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焙烘时间的增长,印花织物的各

项色牢度提高,当焙烘时间达到2min时,织物的各项

色牢度已达到国家标准;当焙烘时间达到4min时,织
物的各项色牢度不再变化。但是,焙烘时间过长,会造

成能耗的增加。因此,焙烘时间选择在2~3min为最

佳。

·01· 纺织科技进展            2018年第2期     




表5 焙烘温度对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印花效果的影响

焙烘温度
/℃

焙烘时间
/min

耐干摩擦色
牢度/级

耐水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白布沾色

甲醛含量
/mg·kg-1

手感

90 6 2-3 3 3 未检出 柔软

100 5 3 3 3 未检出 柔软

120 4 3 3 3 未检出 柔软

140 3 3 3-4 3-4 未检出 柔软

150 2 3 3-4 3-4 未检出 柔软

160 1.5 3 3-4 3-4 未检出 柔软

国家标准 ≥3 ≥3 ≥3 ≤75 -
 注:印花浆中加入2%蓝涂料。

表6 焙烘时间对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印花效果的影响

焙烘时间
/min

耐干摩擦色
牢度/级

耐水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白布沾色

甲醛含量
/mg·kg-1

手 感

1 2-3 3 3 未检出

2 3 3-4 3-4 未检出 柔软

3 3 3-4 3-4 未检出 柔软

4 4 4 4 未检出 柔软

5 4 4 4 未检出 柔软

国家标准 ≥3 ≥3 ≥3 ≤75 -
 注:印花浆中加入2%蓝涂料,焙烘温度为150℃。

2.6 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的性能表征

图1为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的流变曲线,
表7是柔软型透明印花遮盖浆的性能表征。从图1中

可以看出,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在转速较小时

黏度较大,随着转速的增加其黏度迅速减小。这个现

象说明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流变性较好,在印

花时,其色浆的黏度会因为剪切应力的作用迅速降低,
这种假塑性流体的特性有利于涂料印花过程的进行。
同时,加入不同涂料后,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的

流变曲线几乎是重合的,说明涂料对柔软型环保透明

印花遮盖浆的流变性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柔软型环保

透明印花遮盖浆可以加入涂料来印花。而由表7的数

据可以看出,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及加入涂料

的透明印花遮盖浆的印花黏度指数PVI值均在0.1~
0.3之间,说明其结构黏度指数较大,不会“淌浆”,适
用于平网印花。同时,由于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

浆可以加入合成增稠剂调节色浆黏度和PVI值,因而

也可用于PVI值要求较大的辊筒印花和PVI值要求

在平网印花和辊筒印花之间的圆网印花,适用范围广。
另外,从表7还可以看出,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

印花织物的色牢度和甲醛含量符合国家标准,手感柔

软,因而不需要再进行后续处理,可以减少印花工序,
节约能耗。

印花浆
印花浆+蓝涂料
印花浆+红涂料
印花浆+黄涂料

黏
度
/P
a�
s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转速/r�min-1
706050

图1 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的流变曲线

3 结论

(1)通过研究各个组分用量对柔软型环保透明印

花遮盖浆性能的影响,确定其最优配比,即体质颜料用

量为17.5%~20%(对有效含量),黏合剂用量为50%
~75%(对有效含量),分散剂用量为2%~3%(对有效

含量)。
(2)考察焙烘条件,确定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

浆的优化应用工艺:印花→烘干(100~130℃)→焙烘

(温度140~150℃,时间2~3min)。
(3)柔软型环保透明印花遮盖浆流变性好,具有良

好的实用性能,其印花织物具有良好的色牢度、水洗牢

度,织物手感柔软,布面无甲醛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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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透明印花遮盖浆的性能表征

涂 料
黏度
/Pa·S PVI值 增稠性

耐干摩擦色
牢度/级

耐水洗色牢度/级

原样变色 白布沾色

甲醛含量
/mg·kg-1

手 感

无 494 0.25 可增稠 - - - 未检出 柔软

蓝涂料 468 0.16 可增稠 3 3-4 3-4 未检出 柔软

红涂料 459 0.17 可增稠 3-4 3-4 3-4 未检出 柔软

黄涂料 477 0.15 可增稠 3-4 4 4 未检出 柔软

国家标准 ≥3 ≥3 ≥3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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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纺织科技进展之智能化

  “智能化”无疑是近两年的高频热词之一,主要涵

盖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和智能运营三大板块。其中,装

备是基础,运营是核心,而产品是方向。
智能生产

目前,智能化在纺织各细分领域都有应用。如:涤

纶短丝后处理联合机由直流电动机拖动长边轴到多电

机直流共母线变频调速分部驱动;棉纺生产线从清梳

联到细络联、粗细络联、并粗细络联、车间管理系统;喷

气织机引纬自动分析自动修正;针织车间设备互联互

通;图像整花整纬技术;等。
棉纺智能化车间

江南大学与经纬榆次共同研发的三原色智能纺纱

技术,通过同时喂入3根不同颜色的粗纱,经耦合牵

伸、混合加捻以及改变三基色的配比而改变纱线颜色,

可以纺制任意色彩的纱线,实现了纺纱与纱线配色的

同步,以及配置方式的智能化操作。
三原色智能纺纱技术

针织装备智能化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进一步

提高了针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机器视觉的疵点

在线检测技术、送纱的智能化控制技术、CAM 集成控

制系统促进了针织装备的智能化发展,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产品品质;针织智能设计系统、针织物仿真系统、
针织物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针织产品

的设计水平,适应个性化、定制化、快时尚的发展趋势;
在线实时数据采集技术及大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进

而建立针织产品质量数据挖掘模型,为企业的产品质

量管理提供预先控制机制。
(来源: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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