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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T/C50/5013tex经纱通过采用不同浆料配方上浆,测试分析了温度28℃时不同湿度下上浆纱的吸湿与

放湿规律,以及不同回潮率下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结果表明,不同配方下上浆纱的吸湿放湿规律相似,同种配

方下回潮率对上浆纱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的影响规律类似。配方1#上浆纱在一定平衡回潮率范围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性

呈递减规律,平衡回潮率在4.26%时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性最好;配方2# 上浆纱在一定平衡回潮率范围的断裂强

力和耐磨性呈递减规律,平衡回潮率在4.65%时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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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湿度的变化会影响涤棉上浆纱的回潮率,回
潮率的变化影响着上浆纱的性能;因此合理的湿度和

温度才能让涤棉上浆纱的性能满足织造条件,并有效

提高织造的效率[1-3]。近年来市场对T/C50/50纱线

织物需求较多,本项目即以此为对象研究回潮率对其

上浆纱性能的影响。经大量的工厂实践,织造车间温

度一般在28℃左右[4],因此研究了温度为28℃下上

浆纱的吸放湿规律及其性能。回潮率控制关系到产品

质量[5-6],使用不同浆料的混合配方一直是浆纱工艺

者研究的重点[7];基于混合配方的特点选用了变性淀

粉和PVA混合配方进行研究,可为纺织企业生产提供

一定的参考。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试验材料:T/C50/5013tex纱(潍坊浩纺纺织有

限公司);PVA1799(上海凯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Tm8010(山东邹平天美纺织助剂有限公司);氧化淀粉

(广东弘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双变性淀粉(广东弘欣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聚丙烯酸类浆料(郑州冠达化工

原料有限公司);SPR-SC、A115(荷兰 AVEBE公司);
蜡片(上海易巴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试验仪器:HWS-250型恒温恒湿烘箱(北京中科

环试仪器有限公司);Y731D型抱合力机(常州市华纺

纺织仪器有限公司);HD021N型电子单纱强力仪(南

通宏达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验内容

1.2.1 浆料配方

配方1#:PVA179937.5kg,Tm801037.5kg,氧
化淀粉25kg,双变性淀粉25kg,聚丙烯酸类浆料5
kg,蜡片3kg。

配方2#:PVA179937.5kg,SPR-SC12.5kg,
A11550kg。
1.2.2 上浆纱吸湿放湿性能

依据GB/T9995-1997《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

率的测定》和GB/T6529-1986《纺织品调湿和试验用

标准大气》,采用烘箱干燥法进行测试。试样在100℃
烘箱内烘燥至质量不变,记下试样的初始质量。在温

度为28℃,相对湿度分别为78%、74%、70%、65%、
60%的条件下对上浆纱进行吸湿平衡,每隔15min测

试一次试样质量,计算回潮率,得出试样的吸湿、放湿

特征曲线。
试样在相对湿度为78%的恒温恒湿箱内放置24

h,使试样充分吸湿平衡,记下初始质量;而后在温度

28℃,相对湿度分别为78%、74%、70%、65%、60%的

条件下进行上浆纱放湿平衡,每隔15min测试一次试

样,记录数据并计算回潮率。
1.2.3 涤棉上浆纱断裂强力及耐磨性

上浆纱强力、耐磨性测试方法按文献[8]进行,拉伸

性能测试条件为夹持长度500mm,拉伸速度500
mm/min,测试30次,取其平均值。

2 结果和分析

2.1 上浆纱的吸湿规律

图1、图2分别是T/C50/5013tex纱分别用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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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配方2#浆纱,在不同相对湿度下的吸湿曲线;图

3是两种上浆纱相对湿度与平衡回潮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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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配方1#上浆纱的吸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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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配方2#上浆纱吸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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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上浆纱平衡回潮率与相对湿度的关系

图1和图2示出,在28℃不同相对湿度下两种上

浆纱的吸湿规律很相似,即在15-45min之间上浆纱

在各相对湿度下回潮率的增速较大,在45-60min之

间回潮率增速较平缓,60min以后几乎都达到了平衡

状态。
图3示出,两种上浆纱的平衡回潮率都随着相对

湿度的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两种浆料配方中都含有

淀粉浆料,在高湿度下淀粉浆料吸湿性较强;同时环境

外部水分子的浓度高,纱体内部水分子浓度小,水分子

向纱体渗透的趋势增大。即湿度高,吸湿速率快。

2.2 上浆纱的放湿规律

图4和图5是 T/C50/5013tex纱分别用配方

1#与配方2#浆纱后,于不同相对湿度下吸湿饱和后的

放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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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配方1#上浆纱的放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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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配方2#上浆纱放湿规律

图4和图5示出,在0-16min之间两种上浆纱

的放湿回潮率放湿速率快,在16-30min之间则放湿

速率平缓,30min之后回潮率达到放湿平衡状态。当

环境相对湿度低于上浆纱吸湿回潮率下的相对湿度

时,上浆纱表现为放湿,最终达到放湿平衡状态。

2.3 回潮率与上浆纱性能

图6和图7分别是不同相对湿度下,T/C50/50
13tex纱不同配方上浆纱的回潮率与强力、耐磨性的

关系。
图6、图7示出,平衡回潮率不同上浆纱性能会有

很大的差异,同种配方的上浆纱其断裂强力和耐磨次

数随平衡回潮率的变化规律类似;在一定范围内随回

潮率的增大,不同配方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

都呈先上升后降低变化。这是由于湿度在一定范围内

回潮率的增大削弱了应力集中现象,弱点效应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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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两种不同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增大;当
回潮率过大时分子间作用力明显降低,不能有效避免

应力集中带来的危害,因此两种不同上浆纱的断裂强

力和耐磨次数都呈降低趋势。当两种上浆纱的平衡回

潮率分别为4.26%和4.65%时,上浆纱的断裂强力最

大,耐磨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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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配方1#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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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配方2#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

在不同湿度下,上浆纱的性能不同,其表面浆膜形

态也不同。采用SEM 观测上浆纱在低湿度和高湿度

下的纱体表面形态(放大倍数1000倍),结果如图8所

示。图8示出,涤棉上浆纱在高回潮率下其表面浆膜

干裂程度下降,纱体表面浆料不易脱落。

3 结论

通过对T/C50/5013tex纱分别用浆料配方1#

和配方2#浆纱后,其上浆纱的吸湿放湿规律及不同回

潮率下的断裂强力与耐磨性试验研究,可得出如下结

论:
(1)对试验用的两种不同浆料配方,其上浆纱的平

衡回潮率随相对湿度变化的规律相似,上浆纱的吸湿

与放湿规律相近。
(2)同种浆料配方下回潮率对上浆纱断裂强力和

耐磨次数的影响规律类似。配方1# 上浆纱在平衡回

潮率高于5.76%或在4.26%-4.80%时,上浆纱的断

裂强力 和 耐 磨 性 次 数 呈 递 减 规 律;平 衡 回 潮 率 在

4.26%时,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性最好。配方2#

上浆纱平衡回潮率在4.65%-4.91%之间,或平衡回

潮率高于5.45%时,上浆纱的断裂强力和耐磨次数呈

递减规律;平衡回潮率在4.65%时,上浆纱的断裂强力

和耐磨性最好。

(a)相对湿度60%

(b)相对湿度78%
图8 不同湿度下上浆纱的表面浆膜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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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节能措施是印染工厂建设和运行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涉及到工艺技术、厂房建设、辅助工程设置、运营中

技术的不断改进等各个方面,是各学科综合运用的成

果。做好印染工厂建设和运行中的各项技术措施,可
为印染工厂节能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印染企业综合节

能、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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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EnergySavingMeasuresintheConstruction
andOperationofPrintingandDyeingFactories

ZHAIHong-wei
(SichuanYilongTextileGroupCo.,Ltd.,Leshan613100,China)

  Abstract:Inthetextileindustry,printinganddyeingenterprisesconsumedlargeamountsofenergy,waterandsteam.Combined

withtheexperienceandlessonsoftheconstruction,operationandtransformationoftheprintinganddyeingfactoriesinrecentyears,

comprehensiveanalysiswascarriedoutfromthelayoutoftheplant,printinganddyeingtechnology,equipmentselectionandtrans-

formation,supportingpublicengineeringandoptimalmanagement.Thetechnicalmeasuresforcomprehensiveenergysavinginthe

processoftheconstructionandoperationoftheprintinganddyeingfactorieswereputforward.

Keywords:energysavingmeasures;watersaving;processtechnology;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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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MoistureRegainonMechanicalProperties
ofPolyester/Cotton50/50SizingYarn
ZHANGYuan-yuan,SHENYan-qin*,WUHai-liang

(College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sizingofT/C50/5013texwarpyarnwerecarriedoutbyusingdifferentslurryformula.Themoistureabsorption

andliberationregularitiesofsizingyarnat28℃andthebreakingstrengthandwearresistanceofsizingyarnunderdifferentmoisture

regainweremeasur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moistureabsorptionandliberationregularitiesofthesizingyarnunderdifferent

formulaweresimilar.Theinfluencesofthemoistureregainonthebreakingstrengthandwearresistanceofthesizingyarnunderthe

sameformulaweresimilar.Thebreakingstrengthandwearresistanceof1#sizingyarnreducedincertainequilibriummoistureregain

range.Thebreakingstrengthandwearresistanceofthesizingyarnwerebestwhentheequilibriummoistureregainwas4.26%.The

breakingstrengthandwearresistanceof2#sizingyarnreducedincertainequilibriumregainrange.Thebreakingstrengthandwear

resistanceofthesizingyarnwerebestwhentheequilibriummoistureregainwas4.65%.

Keywords:polyester/cottonyarn;moistureregain;moistureabsorptionandliberationregularities;wearresistance;breaking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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