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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水和白油为混合溶剂,引入自制特殊分散稳定剂,以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制备了一种新型

染料印花增稠剂。讨论了不同溶剂、溶剂用量、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交联剂用量等因素对增稠剂各项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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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花糊料是印花色浆的主要成分[1],它控制着色

浆的流变性、渗透性和迁移性,除染料外,它是决定印

花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印花糊料在经历了天然淀粉的

制浆困难,海藻酸钠的容易水解,A帮浆的污染环境、
不安全后,逐渐步入了合成增稠剂时代[1-2]。

合成增稠剂分为阴离子型和非离子型,目前广泛

使用的是阴离子型合成增稠剂。这类增稠剂具有给色

量高、含固量低、易生产、成本低等优点,但存在以下问

题:(1)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易挥发的煤油,会造成生

产环境和使用环境的污染;(2)抗渗化能力差,印制的

花纹易渗边,造成花纹不清晰、不搭色,不能印制精细

花纹等;(3)耐电解质能力差;(4)洗脱性差,印后织物

手感硬。针对以上问题,引入自制特殊分散稳定剂,开
发出了不含煤油、抗渗化能力强、耐电解质能力强、手
感柔软的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试剂及仪器

材料:纯棉织物、涤棉混纺织物

试剂:丙烯酸、甲基丙烯酸、丙烯酰胺、丙烯酸甲

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羟乙酯、脂肪

醇聚氧乙烯醚、航空煤油、白油、200# 溶剂油、氢氧化

钠、氢氧化钾(工业品),过硫酸铵、过硫酸钾、亚硫酸

钠、亚硫酸氢钠、偶氮二异丁腈、甲醇、乙醇、异丙醇、对
苯二酚(化学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活性红P-
BN-01、分散红3B等染料(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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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J-8S数显黏度计(上
海平轩科学仪器有限公司);RC-MP2000磁棒印花机

(正崎机械),HZ-85型小样定型机(日本制),Y571L染

色摩擦牢度仪(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SCT 纺织

品测色系统(美国X-Rite)。

1.2 试验方法

1.2.1 特殊分散稳定剂的合成

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油水分离器和冷凝管的四

口烧瓶中分别加入一定量的α-羟基丙烯酸、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催化剂、阻聚剂和煤油,在回流温度下进行

酯化反应,并严格控制反应条件,待油/水分离器底部

的水量恒定时,反应到达终点,得到粗产品,再经阴离

子交换树脂精制反应物,并减压蒸馏出煤油,即得到特

殊分散稳定剂[3]。

1.2.2 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的合成

将丙烯酸或甲基丙烯酸预先用一定浓度的氢氧化

钠或氢氧化钾中和到特定的中和度,然后将交联单体、
水溶性分散稳定剂、丙烯酰胺等水溶性单体加入中和

液中构成水相,接着将水相物在高速搅拌条件下加入

由适量乳化剂、特殊型号的白油、特殊分散稳定剂、油
溶性单体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
丙烯酸羟乙酯等组成的油相中,高速乳化30min,最后

将乳液倒入500ml三口烧瓶中升温至一定温度,在氮

气保护条件下加入引发剂引发,保持反应物温度为65
~70℃聚合反应2h,最后减压蒸馏去除白油,得到固

含量大于40%的 W/O型胶乳,然后再加入一定量的

不含APEO的反相乳化剂进行反相乳化,即得到O/W
型环保染料印花增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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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白浆和印花色浆的配方和印花工艺

白浆配方:增稠剂2%,去离子水98%。
活性染料印花色浆配方:活性染料3%,增稠剂

5%,碱1.5%,尿 素10%,防 染 盐 S1%,去 离 子 水

75.5%。
分散染料印花色浆配方:分散染料2%,增稠剂

3%,尿素2%,去离子水93%。
活性染料印花工艺:印花→烘干(100℃)→汽蒸

(102℃,10min)→水洗(先冷水后热水)→皂煮(皂片

3g/L,沸煮10min)→水洗(先热水后冷水)→烘干

(100℃)。
分散染料印花工艺:印花→烘干(100℃)→焙烘

(180~185℃,2~3min)→水洗→皂洗(肥皂3g/L,

95℃,3min)→水洗→还原清洗(保险粉2g/L,NaOH
2g/L,70℃,2min)→水洗→烘干(100℃)。

1.4 性能测试[3-6]

1.4.1 黏度

用NDJ-8S数显黏度计测试白浆黏度(4号转子,
转速为0.3r/min)和色浆黏度(3号转子,转速为3r/

min)。

1.4.2 耐电解质性能

首先配制5%的白浆200g,然后加入1gNaCl,测
试加NaCl前后的黏度。并按式(1)计算黏度保留率。
黏度保留率越高,耐电解质能力越好。

黏度保留率(%)=G1/G0×100 (1)

式中 G1为加NaCl后白浆的黏度;G0为加NaCl前

白浆的黏度。

1.4.3 流变性能

配制含一定量增稠剂的白浆和色浆,然后用NDJ-
8S数显黏度计分别测定白浆和色浆在相同转子条件

下6r/min和60r/min转速下的黏度A6 和A60,则该

增稠剂的黏度指数PVI=A6/A60。PVI值越小,黏度

受剪切应力影响越大,触变性越大,越利于印花。

1.4.4 增稠速率

配制一定含量的增稠剂白浆或色浆,用搅拌机定

速搅拌,记录从搅拌开始到完全成糊所用时间。

1.4.5 抱水性能

将不同增稠剂配成黏度基本一致的色浆,然后将1
cm宽的滤纸条浸入色浆1cm深处,测定5min后水

分上升的高度。上升高度越低,抱水性越好,抗渗化能

力越强。

1.4.6 印花布脱糊率

印花后的织物在含皂片和 Na2CO3的95℃溶液

中皂洗20min,浴比为1∶50,取出织物后先用热水洗

再用冷水洗,最后烘干。脱糊率按式(2)计算:
脱糊率(%)=(m1-m2)/(m1-m0)×100 (2)

式中  m0为印花前织物质量(g);m1为印花后未皂洗

织物质量(g);m2为皂洗后织物质量(g)。

1.4.7 印花布K/S 值、渗透率

将印花织物折叠4层,用X-rite型电脑测色配色

仪测试印花后织物的K/S 值,渗透率按式(3)计算:

渗透率(%)=
反面K/S 值
正面K/S 值 ×100 (3)

1.4.8 印花布耐磨擦色牢度

参照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

擦色牢度》方法测定染色织物的干摩擦牢度、湿摩擦牢

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溶剂对增稠剂增稠性能的影响

2.1.1 溶剂种类对增稠剂增稠性能的影响

分别选择航空煤油、白油和200#溶剂油作为乳化

溶剂,其他条件不变,按1.2方法合成增稠剂,按1.3
方法配成白浆和色浆并测定其黏度,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溶剂对增稠剂增稠性能的影响  
单位:Pa·s

溶剂类型 2%白浆黏度
分散印花
色浆黏度

活性印花
色浆黏度

航空煤油 306 19.147 5.282
白 油 274 17.166 4.622

200#溶剂油 229 11.664 3.301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航空煤油增稠剂的黏度

最好,其次为白油增稠剂,最后是溶剂油增稠剂。但是

航空煤油沸点相对较低,易挥发,常造成生产车间有难

闻的煤油味及航空煤油的浪费,因此不予选用。而溶

剂油增稠剂的黏度较低,印花时需要增加增稠剂用量,
增加了印花成本,也不予选用。因此,本文采用了黏度

介于航空煤油和溶剂油之间的白油作为合成增稠剂的

溶剂,可达到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无污染、对人

体无害的目的,使得所合成的染料印花增稠剂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环保型增稠剂。

2.1.2 溶剂用量对增稠剂性能的影响

改变白油的用量,使其分别占单体重量的30%、

38%、45%,其他条件不变,按1.2方法合成增稠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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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法配成白浆和色浆并测定其黏度,结果如表2所

示。
表2 溶剂用量对增稠剂增稠性能的影响

溶剂用量
/%

2%白浆黏度
/Pa·s

分散印花色浆
黏度/Pa·s

活性印花色浆
黏度/Pa·s

30 241 13.552 3.649
38 274 17.166 4.622
45 258 14.496 3.903

  由表2可以看出,增稠剂黏度随着白油用量的增

加而增加,这是由于聚合反应主要发生在水相,白油用

量少时有利于链的增长,分子量大,增稠能力好。但是

当白油用量达到38%后,继续增加白油的用量增稠剂

黏度反而下降。这是因为白油用量过大不利于聚合反

应的发生,增稠剂黏度下降。综合考虑,白油用量控制

在38%时较佳。

2.2 特殊分散稳定剂对增稠剂各项性能的影响

改变特殊分散稳定剂的用量,使其分别占单体重

量的0%、0.23%、0.46%、0.69%、0.92%,其他条件不

变,按1.2方法合成增稠剂,按1.3方法配成白浆和色

浆并测定其主要性能,结果如图1、图2、表3、表4所

示。

2.2.1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白浆黏度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特殊分散稳定剂的加入,合
成的增稠剂白浆黏度增加,但是加入量有一个最大值,
超过此值再继续增加特殊分散稳定剂的用量反而会降

低白浆黏度。当特殊分散稳定剂的用量为0.46%~
0.69%时,增稠剂白浆的黏度最大。这是由于该特殊

分散稳定剂含有疏水性较强的长链基团(C≥12),当其

在水中达到一定含量时,随着增稠剂大分子链的伸展,
分子链内或分子间的疏水性基团发生缔合,形成部分

以微胶束为物理交联点的聚合物网络,因而黏度最大,
但随着聚合物主链中疏水基团的增多,聚合物分子链

内缔合的几率也会增加,使聚合物链段不能充分伸展

而呈卷曲状态。同时,由于疏水性基团增多,使聚合物

亲水性减弱,由静电斥力引起的分子链伸展减弱,从而

使所合成的增稠剂的白浆黏度下降。因此,特殊分散

稳定剂的最佳用量为0.46%~0.69%。

2.2.2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耐盐性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特殊分散稳定剂能提高合成增

稠剂的耐盐性,且随着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的增加,增
稠剂耐 盐 性 增 加,当 特 殊 分 散 稳 定 剂 的 用 量 大 于

0.46%后,黏度保留率的变化不大。这是由于特殊分

散稳定剂的疏水性基团的侧链较长(C≥12),其空间位

阻较强,对消弱屏蔽效应的能力较强,黏度保留率增

大,耐盐性增加,抗电解质能力增强。因此,特殊分散

稳定剂的最佳用量为0.4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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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白浆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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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耐盐性的影响

2.2.3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抗渗化性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不加特殊分散稳定剂的染料增

稠剂用于染料印花后织物有渗边现象,而加了特殊分

散稳定剂的染料增稠剂印花后织物均无渗边现象;随
着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的增加,其抱水性降低,抱水能

力增强;染料印花增稠剂用于分散染料印花色浆时其

抱水能力好于活性染料印花色浆。这是因为特殊分散

稳定剂的疏水性长链降低了水从增稠剂大分子上渗出

的毛细作用力,从而增强了增稠剂的抱水能力。同时

由于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结构的不同,从而造成色浆

抱水性也不同。当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大于0.69%
后,增稠剂的抱水性变化不大,而增稠剂白浆黏度下降

较多,因此,特殊分散稳定剂的最佳用量为0.46%~
0.69%。

2.2.4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脱糊性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随着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的增

加,增稠剂的脱糊性增加,这是由于特殊分散稳定剂分

子中既含有疏水性基团又含有亲水性基团,印花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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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时亲水性基团对水有亲和性,因而易洗涤下来,从而

增加了增稠剂的脱糊性。当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大于

0.69%后,增稠剂的脱糊率增加不多,而增稠剂白浆黏

度下降较多,因此,特殊分散稳定剂的最佳用量为

0.46%~0.69%。
表3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抗渗化性的影响

特殊分散
稳定剂用量/%

活性染料印花 分散染料印花

抱水性/cm 抗渗化性 抱水性/cm 抗渗化性

0 0.50 有渗边现象 0.20 有渗边现象

0.23 0.21 不渗化 0.15 不渗化

0.46 0.17 不渗化 0.09 不渗化

0.69 0.10 不渗化 0.05 不渗化

0.92 0.05 不渗化 0.02 不渗化

表4 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对增稠剂脱糊性的影响  
单位:%

特殊分散
稳定剂用量

活性染料印花
脱糊率

分散染料印花
脱糊率

0 73.10 69.54
0.23 73.27 72.22
0.46 74.61 73.33
0.69 75.73 74.96
0.92 76.59 75.85

2.3 交联剂用量对增稠剂性能的影响

选用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作为反相乳液聚合

合成增稠剂的交联剂。改变交联剂的用量,使其分别

占单体重量的0%、0.05%、0.10%、0.15%、0.20%、

0.25%、0.30%、0.35%、0.40%,其他条件不变,按1.2
方法合成增稠剂,按1.3方法配成白浆并测定其黏度

和黏度保留率,结果如图3、图4所示。

2.3.1 交联剂用量对增稠剂增稠性能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交联剂用量的增加,合成增

稠剂白浆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这是由于在线性聚

丙烯酸铵(钠)及其丙烯酸酯共聚物中引入交联剂后,
所合成的聚合物形成网状结构,当其遇水后,对自由态

的水分子的限制作用大大增加,但若交联剂用量超过

一定量后,继续增加交联剂用量,交联度过大,聚合物

的溶胀性较差,吸水能力下降,则增稠剂的白浆黏度反

而下降。因此,交联剂的最佳用量为0.20%。

2.3.2 交联剂用量对增稠剂耐电解质性能的影响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交联剂用量的增加,增稠剂

的黏度保留率降低,这是因为增稠剂分子中引入交联

剂后,聚合物大分子链上形成许多交联点,交联点在水

溶液中,高分子链充分拉伸,在纯净的水介质中,高分

子链上的负电荷产生的静电斥力较强,使得大分子链

上的交联点改变其构象,并且在静电斥力和交联点的

回弹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而在水中加入电解质

NaCl等时,同离子效应使大分子链上的负电荷密度减

小,静电斥力降低,交联点的回弹力大于静电斥力,大
分子链由伸展状态回缩成卷曲状态,交联度越高,回弹

力越大,回缩卷曲越严重,因而黏度保留率越低,耐电

解质能力越差。当交联剂用量大于0.20%后,黏度保

留率下降很快,因此,交联剂用量为0.05%~0.20%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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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联剂用量对增稠剂白浆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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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交联剂用量对增稠剂耐盐性的影响

2.4 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与市售增稠剂性能比较

将新型染料增稠剂与自制普通分散染料印花增稠剂、
市售分散染料印花增稠剂、自制普通活性染料印花增稠

剂、市售活性染料印花增稠剂按照1.3方法配制白浆和色

浆,并测试其主要性能,结果如表5、表6所示。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新型染料增稠剂的色浆

黏度最大,抱水性最小,黏度保留率最高,PVI 指数最

小,说明新型染料增稠剂的增稠性能、抱水性能、耐电

解质能力均优于自制普通增稠剂和市售增稠剂;同时,
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印花织物的K/S 值最高,渗透率

最高,脱糊率最高,说明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的得色量

和洗脱能力优于其他2种增稠剂;就摩擦色牢度而言,

3种增稠剂印花织物的干摩擦色牢度均在4级以上,湿
摩擦色牢度均在3级以上,差别不大,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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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新型染料增稠剂与市售分散染料印花增稠剂性能比较

增稠剂
色浆黏度
/Pa·s

抱水性
/cm

黏度保
留率/% PVI指数

印花后织物性能

K/S 值 渗透率/% 脱糊率/% 干摩擦牢度/级 湿摩擦牢度/级

自制普通分散增稠剂 48.3 0.11 13.30 0.207 26.653 50.54 69.54 4 3
市售分散增稠剂 53.4 0.16 12.18 0.178 27.734 53.21 74.82 4-5 3-4
新型染料增稠剂 88.2 0.02 22.70 0.170 29.992 60.52 74.93 4-5 3-4

表6 新型染料增稠剂与市售活性染料印花增稠剂性能比较

增稠剂
色浆黏度
/Pa·s

抱水性
/cm

黏度保
留率/% PVI指数

印花后织物性能

K/S 值 渗透率/% 脱糊率/% 干摩擦牢度/级 湿摩擦牢度/级

自制普通活性增稠剂 15.6 0.13 13.30 0.372 25.628 68.37 73.10 4 3
市售活性增稠剂 10.9 0.18 12.18 0.450 25.714 69.59 74.98 4-5 3-4
新型染料增稠剂 28.3 0.05 22.70 0.332 26.264 71.01 75.73 4-5 3-4

3 结论

(1)以白油和水为乳化溶剂,特殊分散稳定剂为功

能单体,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合成了一

种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其优化工艺为白油用量为

38%(对单体重量),特殊分散稳定剂用量为0.46%~
0.69%(对单体重量),交联剂用量为0.20%(对单体重

量)。
(2)按照优化工艺合成的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不

含煤油,抗渗化能力强,耐电解质能力强,印花织物手

感柔软。该新型染料印花增稠剂既可用于分散染料印

花,也可用于活性染料印花,得色量和脱糊率均优于市

售染料印花增稠剂,色牢度和市售印花增稠剂差别不

大,均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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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NewDyePrintingThickeningAgent
HANLi-juan1,2,LUOYan-hui1,2,LIANGJuan1,2,TANHong1,HUANGYu-hua1,2

(1.SichuanTextileResearchInstitute,Chengdu610072,China;

2.High-techOrganicFibersKeyLaboratoryofSichuanProvince,Chengdu610072,China)

  Abstract:Anoveldyeprintingthickeningagentwaspreparedbyusingwaterandwhiteoilasmixturesolvent,N,N-methylene

bisacrylamideascrosslinkingagentandself-madespecialdispersiblestabilizer.Theeffectsofdifferentsolvents,solventdosage,spe-

cialdispersantstabilizerdosageandcrosslinkingagentdosageontheperformanceofthickeningagentwere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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