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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测试从纺织品上剥取的涂层和印花中的重金属含量,研发了一种环保并可以较为准确地从纺织品上获

取涂层及印花的方法———直接拆除织物法,它适用于涂层或印花可与基布分离,组织结构较简单,线圈较易拆除的针织物

和普通梭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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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属对动物和人体有重大的危害,在人体内能

和蛋白质及酶等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它们失去活

性,也可能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累积,造成慢性中毒,
如铅能直接伤害人体的脑细胞,镉导致肺疾病,损害骨

骼[1]。目前纺织品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在加工过程

中使用的各种助剂、染料、涂层可能含有的重金属,还
有植物纤维因为环境污染,通过生物富集作用,使纺织

品含有微量重金属[2]。国内外都制定了纺织品相关法

规和标准,严格限制纺织品中重金属的限量,如国际纺

织生态协会 OEKO-TEX标准100[3],国家强制标准

GB31701[4]和推荐性标准GB/T18885[5]及婴幼儿产

品标准FZ/T73025[6]和GB/T33271[7]。

GB31701-2015是国内首个关于婴幼儿服装及

童装的国家强制性标准,里面明确规定了A类产品的

重金属铅、镉的限量,采用的方法是 GB/T30157-
2013附录A[8]。GB31701-2015标准中规定:“仅考

核含有涂层和涂料印染的织物,指标为铅、镉总量占涂

层或涂料质量的比值”,意味着检测时,要将纺织品的

涂层或涂料印花刮取下来测试重金属含量,不能跟基

布一起测试。这个规定给检测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纺织品属于柔软体,现在的印花印染技术都很成熟,涂
层或涂料印花跟基布粘合牢固,一般很难直接刮取下

来。GTT2017年技术研讨会上建议了业界统一做法:
采用有机溶剂(丙酮:乙醇=1:1)对涂层、涂料印花样

品进行溶解、刮落、挥干后取样进行消解测试,该方法

能使大部分的涂层、印花与基布有效分离,且减少基布

对涂层、印花测试的影响。
有机溶剂溶解、刀片刮取方法操作简易、迅速,但

是也存在问题,比如不环保,有机溶剂一般有一定毒

性,会对环境和试验人员造成一定危害。刀片刮取时,
难免会将基布上的纤维或纱线一起刮下,混在涂层或

涂料印花里很难去除,造成质量不准确,影响最后结

果,还有些薄的涂层或印花很难刮取,无法按照标准规

定测试。

1 试验部分

本文研发了一种环保并可以较为准确地从纺织品

上获取涂层、涂料印花的方法———直接拆除织物法,它
适用于涂层或涂料印花可与基布分离,组织结构较简

单,线圈较易拆除的针织物和普通梭织物。

1.1 样品准备

在试验之前先预拆除无涂层或涂料的织物部位,
判断基布是否易拆除纱线,并记录织物组织结构。

准备A、B、C三块布料,A、B是梭织物,A的基布

组织结构为斜纹,B为平纹,C为针织平针织物,样品

如图1所示,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

1.2 工具准备

剪刀、镊子、大头针、手套。
表1 A、B、C布料基本参数

编号
基布组织

结构
基布厚度
/mm

基布及印花厚度
/mm

印花厚度
/mm

A 梭织斜纹 0.222 0.284 0.062
B 梭织平纹 0.152 0.166 0.014
C 针织平针 0.412 0.464 0.052

1.3 剥取过程

为避免沾污样品,试验过程最好戴上手套操作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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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剪刀沿着纱线方向剪下一块带涂层或印花的布

料,为了更好地起头拆纱线,从无涂层或印花部位开始

拆除,拆至涂层或印花部位,慢慢地拆下纱线,可借助

镊子和大头针辅助拆除基布,拆除一排或几排纱线可

用镊子剥取涂层或印花,若涂层或印花上沾有脱落的

纱线或纤维,可用镊子去除。这样边拆边将涂层或印

花撕下收集起来直至需要重量。

A

B

C
图1 A、B、C印花布料

1.4 试验结果

A、B、C三块布料剥取的印花原料如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无论针织还是梭织布,此方法用

于剥取印花完全可行,剥取的印花完整,而且几乎不包

含基布。
从厚度方面,A印花厚度最大,剥取的印花最大

块,说明印花厚度越大,剥取更容易,剥取的印花更完

整。

A

B

C
图2 从A、B、C布料上剥取的印花

以基布来看,虽然B布料的印花厚度比C布料大,
但从B布料上剥取印花比C布料容易得多,从试验过

的很多种布料,总体来说,从梭织布料上剥取印花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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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布料上剥取更容易,可能是拆除经纬纱比拆除线

圈更容易,而且针织布料纱线间的空隙相比梭织更大,
跟印花接触的表面积更大,印花跟基布结合更紧密,增
加了剥取的难度。

1.5 比对试验

为了直观比较两种方法剥取印花,同时进行比对

试验。A、B、C三块布料进行有机溶剂溶解、刀片刮取

方法剥取印花,采用有机溶剂(丙酮∶乙醇=1∶1)对
样品分别进行溶解,用刀片轻轻刮落印花,然后自然通

风条件下或烘箱加热加速让有机溶剂完全挥干后称

量。图3为A、B、C布料刮取的布料和印花。

A

B

C
图3 有机溶剂溶解、刀片刮取方法刮取的布料和印花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为了避免刮取到基布对结果

有影响,刮取并不彻底,基布上残留部分印花,由于是

人工操作又很难避免不刮取到基布。

2 结果与讨论

直接拆除织物法完全可用于获取纺织品上的涂层

或印花用于重金属测试。此方法相比溶剂溶解、刀片

刮取方法有明显的优点。
(1)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操作,只要一个普通干净的

试验台就可以操作,溶剂溶解、刀片刮取方法一定要在

专门的配备通风橱的试验台才可以操作。
(2)不需要用有机溶剂,对环境无污染。溶剂溶

解、刀片刮取方法需要用到的有机溶剂丙酮有一定毒

性,对环境有影响。
(3)对试验人员不需要特别保护措施,溶剂溶解、

刀片刮取方法中试验人员需要佩戴防毒面具。
(4)获取的涂层或印花几乎不含基布,而且印花也

比较完整,检测结果更为准确;溶剂溶解、刀片刮取方

法获取的印花很难避免不含基布,而且有残留印花也

不完整。
(5)即使比较薄的涂层或印花也可以通过此方法

剥取。
(6)操作简单,只需要剪刀、镊子、大头针、手套这

些检验室常备工具就可操作。
但是直接拆除织物法与溶剂溶解、刀片刮取方法

相比也有明显的缺点。
(1)速度慢,拆除纱线耗费时间长。
(2)适应性窄,由于要拆除纱线,不适用组织结构

复杂难以拆除纱线的纺织品,特别是线圈结构复杂的

针织物。

GB31701-2015于2016年6月1号起实施,实施

过渡期是2年,对于检测机构和生产厂家来说,实施后

重金属的检测量肯定会飞速增长,本文提供的这种获

取涂层或印花的方法旨在给检测机构和生产厂家检测

时提供参考,特别检测结果是有检出,或在限量值附近

时,可采用直接拆除织物法用于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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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testthecontentofheavymetalsinprintingandcoatingfromtextiles,amethodofdirectdismantling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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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版国际生态纺织品标准五大变化

  2018年1月,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发布了最新版

Oeko-TexStandard100生态纺织品检测标准和限量

值要求。经过3个月过渡期后,新标准将于2018年4
月1日起正式生效。新标准参考了国际上现行的各种

法律法规,通过新增考察物质并严格控制限量值,对纺

织品中有害化学残留监管达到了进一步的加严。
与2017版相比,最新标准对有害化学物质的监管

进一步升级,归纳起来发生五大变化:第一,部分现有

限制化学物质限量值进一步收紧。短链氯化石蜡(SC-
CP)和邻苯基苯酚(OPP)限量值更严,如针对邻苯基

苯酚,在 产 品 级 别I的 限 量 值 由50mg/kg调 整 为

10mg/kg,产品级别II至IV的限量值由100mg/kg调

整为25mg/kg,最高收紧程度下降了5陪。第二,新限

制化学物质有所增加。新标准“其他残余化学物”项目

中,新增加了苯酚、双酚A及限量值标准。另外,新增

“受监测”物质喹啉,但目前尚未规定其限量值。这意

味着在申请生态纺织品认证的过程中,将随机对喹啉

进行检测,并将结果提供给申请企业作参考。第三,同

类化学物受限制范围扩大。“残余表面活性剂润湿剂”
项目中,烷基酚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的限量值虽然保

持不变,但是酚的种类扩大到庚基苯酚,支链和直链和

戊基苯酚;“致癌染料”限制种类上升到18种,比17版

增加了5种;此外,“致敏染料”限制种类比17版增加1
种达到了22种。第四,纺织色牢度指标与中国接轨。
新生态标准中产品类别I的耐水色牢度要求由原来的

“3级”提 高 到 “3-4级”,这 样 与 我 国 强 制 性 标 准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对

于婴幼儿要求实现完全一致。第五,针对有机棉产品

增加转基因生物测试。有机棉比普通棉花综合成本高

出约两、三倍,由于有机棉不使用转基因种子,故新标

准将针对有机棉产品增加转基因生物(CMO)测试。
“Oeko-Tex”是目前全球纺织行业公认的权威生

态纺织标准,通过该项认证的产品素有“信心纺织品”
的美誉。由于其每年持续参考不同国家及组织关于纺

织领域的相关最新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并及时修订,
故欧美地区许多大型采购商都将 Oeko-TexStand-
ard100标准作为产品采购的技术依据。拥有 Oeko-
TexStandard100证书的生态纺织品市场优势明显,不

仅销路畅通,而且价格比普通纺织品要高出20%-
30%,强调产品的生态安全性能已经成为国际纺织品

贸易的新趋势。不过,由于我国尚未完全摆脱以中低

端纺织产品为主打的局面,在纺织品生态安全认证方

面还需要不断加以重视,做好推广挖潜工作。
符合国际生态环保标准要求是纺织企业强化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相关纺织企业绝不可含糊。
在此,检验检疫部门建议纺织企业应及时了解最新版

Oeko-TexStandard100标准的参数要求,尽快改进

生产工艺,加强产品生态安全把关,做到未雨绸缪,紧

跟国际步伐。同时,希望我国纺织企业积极通过生态

认证以增强产品在国际的认可度,将提高产品附加值

和技术含量作为投身国际竞争的前提条件,从而确保

我国纺织产品安全进入国际市场。
(来源: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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