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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以海泡石和煤油、海泡石和羧甲基纤维素钠、海泡石和海藻酸钠为主要成分,选择优化配方和工艺,制得

3种新型印花糊料,并进行色浆调制后用于纯棉毛巾活性染料直接印花;对糊料、色浆及印花织物的各项性能进行测试,

结果表明,3种基于海泡石的印花糊料及其后续调浆印花工艺简单、成本较低、安全环保,其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甚至超

过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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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泡石是一种天然多孔含水硅酸盐黏土矿物,晶
体标准化学式为 Mg8Si12O30(OH)4(OH2)4·8H2O,
其分子结构及晶体模型如图1、图2所示,呈层状和链

状的过渡结构[1]。经过去杂、提纯、活化后的海泡石具

有很多优良的性质,如吸附性、催化性、安全性、稳定

性[2-3],现已逐渐在饲料、医药、建材、环保等多个领域

中展开应用[4-5];而其所具有的流变性、吸湿性、分散

性、悬浮性等则为其在纺织印染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

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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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泡石的分子结构

印花糊料是印花加工的基本助剂,对印花色浆起

到增稠、分散、稀释及稳定等作用[8],是染化料的传递

剂、载体及黏着剂,印花后处理的吸湿剂[9],对印花效

果、设备运转性能、染料的表面给色量、花纹轮廓的光

洁度等具有决定作用[10]。近年来,陈镇等以海泡石为

主要原料,通过实验室小试及企业中试,研制出3种可

用于活性染料直接印花的糊料[11-13],这3种基于海泡

石的新型印花糊料分别以海泡石和煤油(S-K型)、海
泡石和羧甲基纤维素钠(S-C型)、海泡石和海藻酸钠

(S-A型)为主要成分,由于海泡石安全、稳定、低价、环
保,因此新的糊料相比印花企业传统的乳化糊、海藻

糊、植物胶等成本更低、制糊更方便、性质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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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海泡石的晶体模型

本文分别选取3种新型糊料的优化配方及工艺,

进行制糊、调浆及印花,对比分析3种新型糊料的基本

性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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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材料

纯棉毛巾、活性艳蓝、纯碱、小苏打、尿素、海藻酸

钠、防染盐S(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海泡石粉(纯
度25%,300目,湘潭源远海泡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2 仪器

MU562A型印花实验机(北京纺织机械器材研究

所);YG751B预制式染色摩擦牢度仪、SW-12D耐洗色

牢度试验机(宁波纺织仪器厂);LSD-400间歇式定型

烘干小样机(佛山市南海区宏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DJ-8S数字式黏度计(上海精天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Datacolor600电脑测色配色仪(广州市同通仪器有限

公司);JJ-1A型电动搅拌器(金坛市良友仪器有限公

司);XY系列精密电子天平(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

1.2 分析与测试

(1)黏度

采用数字黏度计在60r/min转速下测试糊料黏

度。
(2)抱水性

取糊料10g于50ml烧杯中,加入10ml蒸馏水,

搅拌均匀,将10cm×2cm的有划线标记的定性滤纸

插入糊料中(糊面与划线一致),30min之后读取液面

在滤纸的上升高度。
(3)流变性

在25℃下,釆用同一种转子测定色浆在6r/min
和60r/min的黏度η6和η60,按公式(1)计算PVI值:

PVI=η60
η6

(1)

  (4)曳丝性

将直径为8mm 的玻璃棒插入到糊料液面下15
mm处,以6cm/s的速度向上拉出,记录随棒拉出的

糊丝断开时玻璃棒底端至糊料表面的距离。
(5)耐存储性

将色浆用保鲜膜密封,在室温下于阴凉处存放72
h后,测定其是否发生料液分层或析水。

(6)脱糊率

采用减量法按公式(2)来计算脱糊率:

脱糊率(%)=
W1-W2

W1-W0
×100 (2)

式中 W1 为织物印花烘干后的质量(g);W2 为织物

印花洗涤烘干后的质量(g);W0 为 织物印花前的质量

(g)。
(7)印透性

将毛巾立绒面对折,目光平视毛巾绒毛,绒毛毛尖

到根部须完全印透,同时绒底及织物背面不能有任何

沾色或渗色。
(8)花纹精细度

采用由粗到细的测试花型完成印花工序,然后观

测印花织物,若最细(0.5mm)的线条轮廓清楚、均匀,

评价为优;若中等粗线条(1mm)清晰可辨,评价为良;

若粗线条(2mm)轮廓清楚,评价为中;若仅粗线条(5
mm)清晰,评价为差。

(9)手感

采用评级法,将印花毛巾置于暗箱内,通过“搓、

捏、摸、抓”等来对比织物的滑爽、软糯、丰满、弹性等手

感特征,采用5级制,5级最好,1级最差。
(10)表面得色量

采用电脑测色配色仪测定毛巾织物印花区域的

K/S 值。
(11)耐摩擦牢度

参照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

擦色牢度》,测定印花织物干、湿摩擦牢度。
(12)耐洗色牢度

参照GB/T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

洗色牢度》,测定印花织物耐洗色牢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糊料对比

2.1.1 糊料配方

3种基于海泡石的新型印花糊料的基本配方组成

见表1。
表1 3种新型糊料的主要成分

糊料
种类

主要成分

S-K型 海泡石8.0%~15.0%,煤油6.0%~12.0%,乳化剂0.8%~
1.6%,其余为水

S-C型 海泡石1.0%~7.0%,羧甲基纤维素钠1.0%~7.0%,其余为水

S-A型 海泡石0.5%~5.0%、海藻酸钠0.5%~5.0%,其余为水

  从表1可以看出,3种新型糊料均以具备一定增稠

性能的海泡石为主要基础成分,来搭配其他同样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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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稠性能的煤油、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等基本原

料。乳化糊在印花过程中易挥发,有潜在的空气污染

可能性;海藻酸钠虽然牛顿黏度较高,但印花后不易清

洗脱糊;而羧甲基纤维素钠虽只需很少的含固量就能

获得较高黏度,但耐电解质性能略差;而海泡石虽然黏

度较低,具有一定的含固量,但性质稳定、安全环保,因
此3种新型糊料的主要组成物质简单、易得,通过复

配、协同增效,性能更加稳定、优秀,同时对环境的影响

和危害更小(海泡石、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均安

全无毒)。

另外,海泡石作为一种无机非金属黏土矿物,目前

世界已探明储量70%在中国,市场价格总体较低,低品

位海泡石(15%~30%)售价在5000元/t以下,高品

位海泡石(50%~70%)售价在10000元/t左右,而作

为印花糊料用的海泡石,对其品位要求并不高,采用低

成本、低品位的海泡石即可以满足印花糊料的加工及

制备要求。因此,新型印花糊料相比目前企业常用的

以海藻酸钠、合成糊或乳化糊为纯组分或主要组分体

系的印花糊料,在成本上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2.1.2 制糊工艺

3种新型印花糊料的制糊工艺见表2。
表2 3种新型糊料的制糊工艺

糊料
种类

制糊工艺

S-K型 在40~70℃搅拌下往煤油中慢慢加入乳化剂,待油相完全透
明后,加入海泡石,继续搅拌至糊状

S-C型 室温下将羧甲基纤维素钠与水混合搅拌成无色透明糊状,再
加入海泡石,继续搅拌至糊状

S-A型 室温下先将海泡石与海藻酸钠干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再加水
搅拌至糊状

  从表2可以看出,3种新型糊料的制糊工艺基本相

似,均为搅拌制糊,所需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对企业来

说,也无须进行过多的设备改造或员工培训便可快速

上手,投入生产应用。

2.1.3 糊料性能

分别取3种印花糊料的优化配方制糊后进行测

试,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3种新型糊料的优化配方中,S-
K型糊料组份中物料含量最高,达19%,制糊后黏度也

较大,S-C型糊料组份中物料含量居中,为8%,制糊后

黏度也居中,而S-A型糊料组份中物料含量最低,为

5%,制糊后黏度与S-C型接近;三者的抱水性能基本

接近,为2.0~2.5mm,抱水性较好,能有效阻止印花

过程中染料的渗化。
表3 3种糊料的性能对比

糊料
种类

糊料配方
黏度

/mPa·s
抱水性
/mm

S-K型 海泡石10.0%,航空煤油8.0%,乳化剂

1.0%,水81.0%
5564 2.5

S-C型 海泡石4.0%,羧甲基纤维素钠4.0%,水
92.0%

4460 2.0

S-A型 海 泡 石 2.0%,海 藻 酸 钠 3.0%,水

95.0%
4335 2.5

2.2 色浆对比

2.2.1 色浆配方

分别取3种印花糊料的优化配方制糊后进行调

浆,色浆配方见表4。
表4 3种新型糊料的色浆配方

糊料
种类

主要成分

S-K型 S-K型糊 料50.0%、活 性 艳 蓝1.5%、尿 素 5.0%、小 苏 打

4.0%,防染盐S2.0%,水37.5%

S-C型 S-C型 糊 料 50.0%、活 性 艳 蓝 1.5%、尿 素 5.0%、纯 碱

2.0%、防染盐S1.0%、水40.5%

S-A型 S-A糊料50.0%、活性艳蓝1.5%、尿素5.0%、纯碱2.0%、
防染盐S1.0%、水40.5%

  从表4可以看出,3种新型色浆的优化配方中,S-
K型色浆组分略有差异,以小苏打作为固色碱剂,受热

分解产生碳酸钠,调节pH 值到11左右,来提高印花

织物得色量、色泽和皂洗牢度,而S-C型和S-A型色浆

均以纯碱作为温和碱剂,提供上染固色环境,并有利于

印花后糊料中海藻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等的去除。

2.2.2 调浆工艺

3种印花色浆的调浆工艺见表5。
表5 3种印花色浆的调浆工艺

糊料
种类

调浆工艺

S-K型 根据色浆处方称取染化料,先将活性染料用少量蒸馏水溶解,
再加入尿素、防染盐S和水,混合均匀后加入到糊料中,搅拌
均匀,最后加入已溶解好的小苏打

S-C型 按量称取染料、尿素、防染盐S、纯碱于温水中充分溶解,混合
均匀,然后加入到糊料中,搅拌均匀

S-A型 按量称取染料、尿素、防染盐S、纯碱于温水中充分溶解,混合
均匀,然后加入到糊料中,搅拌均匀

  从表5可以看出,3种新色浆的调浆工艺基本相

似,均为溶解染化料后与糊料混合,搅拌均匀,设备简

单,操作便捷,其中,S-K型略为复杂,而S-C型和S-A
型更加简便,工艺过程也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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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色浆性能

分别对3种印花色浆的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6。
表6 3种色浆的性能对比

糊料
种类

流变性
(PVI值)

曳丝性
/cm

耐存储性
(72h)

S-K型 0.355 3.5 无料液分层或析水

S-C型 0.510 4.5 无料液分层或析水

S-A型 0.425 4.0 无料液分层或析水

  从表6可以看出,3种色浆的PVI 值在0.355~
0.510之间,为假塑性流体,数值处于一个中低水平,

比较适合于平网印花;3种色浆的曳丝性基本接近,色
浆垂直流动时成丝可达3.5~4.0cm,有利于提高花

纹轮廓清晰度;另外,3种色浆的耐存储性均较好,正
常3天(72h)存放均能保持稳定。

2.3 印花对比

2.3.1 印花性能

分别采用上述3种色浆对纯棉毛巾进行平网印

花,对印花后织物进行性能测试,结果见表7。
表7 印花性能对比

糊料
种类

脱糊率
/%

印透性 精细度
手感
/级

S-K型 89.56 绒毛毛尖到根部完全印透,无渗色 优 5
S-C型 88.70 绒毛毛尖到根部完全印透,无渗色 优 4
S-A型 88.81 绒毛毛尖到根部完全印透,无渗色 优 4-5

  从表7可以看出,纯棉毛巾采用上述3种色浆印

花后织物的脱糊率、印透性、精细度、手感等性能均较

好,其中S-K型各项性能最佳,S-C型在脱糊率及手感

方面略差,但均已达到甚至超过行业所要求的指标水

平。

2.3.2 印花效果

分别对3块印花织物进行印花效果测试,结果见

表8。
表8 印花效果对比

糊料
种类 K/S 值

耐摩擦牢度/级 耐皂洗牢度/级

干摩 湿摩 变色 沾棉

S-K型 9.825 4-5 3 4 4-5
S-C型 9.043 4 3 4 5
S-A型 10.545 4-5 4 4 5

  从表8可以看出,纯棉印花毛巾的得色深度、耐摩

擦牢度、耐皂洗牢度等性能基本接近,其中S-A型各项

性能最佳,而S-C型 K/S 值和干摩擦牢度相对较低,

S-K型各项指标居中,但三者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行业

标准。

3 结论

分别以海泡石和煤油、海泡石和羧甲基纤维素钠、

海泡石和海藻酸钠为主要成分,通过优化配方和工艺,

可以制备印花糊料。印花色浆的调制工艺简单、操作

方便、成本较低、安全环保;通过对糊料、色浆及印花织

物的测试分析,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甚至超过行业标

准,完全可以用于工业化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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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本研究提高了竹节纱的整体强力,并开发出了高

支的竹节纱。在实际生产中,不需再进行测试,按固定

弱节分布位置,可直接设计工艺,在一次放纱过程中对

各个固定弱节进行最佳包绕,生产无固定弱节的竹节

纱,无固定弱节竹节纱的整体强力提高了近100%。在

保证竹节纱粗段细段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减小了竹节

纱的整体细度,同时又通过包绕固定弱节方式,提高了

竹节纱强力,开发出高支竹节纱,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情

况下,竹节纱整体可变细50%左右。

参考文献:

[1] 张 梅.微机控制环锭纺竹节纱生产的优化设计与产品

性能分析[D].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02.
[2] 任学勤,张 茜,施延刚.纺织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功能综

述[C]//第15届全国花式纱线及其织物技术进步研讨会

论文集,2009.
[3] 张大鹏,汤元会,任学勤.花式纺纱机计算机控制与工艺管

理系统[J].毛纺科技,2007,(6):59-61.
[4] 李玲珍,徐伯俊.竹节纱织物的品种与风格[J].纺织导报,

2006,(2),63-65.
[5] 陈 飞.竹节纱外观参数检测的关键方法研究与设计

[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2.
[6] 方 明.空心锭花式线纺纱机的介绍[J].北京纺织,1982,

(2):47-50.
[7] 任学勤.提高包芯纱包覆效果的实践[J].北京纺织,2000,

(4):33-34.
[8] 李文雅.空心锭包绕捻度的控制研究[D].西安:西安工程

大学,2012.
[9] 徐伯俊,谢春萍.竹节纱的生产工艺及控制装置[J].纺织

导报,2004,(2):46-48.
[10]李文雅,任学勤,师 琅.定位包覆竹节纱控制工艺的设

计[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4,28(6):683-686.

ResearchonHigh-countSlubbyYarnwithUnfixedWeakLinks
QIUYan-ru,RENXue-qin*,WANGYi-fan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Slubbyyarnhadloweryarnstrengththanordinaryyarnduetoitsspecialstructure.Theyarnbrokeeasilyduringspin-

ningprocess.Productionefficiencywouldbeaffected.Inordertoimprovethestrengthofslubbyyarnandreducethebreakage,the

distributionlawoffixedweaklinksofslubbyyarnwasstudied.Theoverallstrengthofslubbyyarnwasgreatlyimprovedbypositio-

ningandwrappingthefixedweaklinks.High-countslubbyyarnwasdeveloped,whichmadeslubbyyarn'soverallspinningfinerwhen

itsstrengthmetproductionprocess.

Keywords:slubbyyarn;distributionruleoffixedweaklink;positioningandwrapping;high-countslubby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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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AnalysisofThreeKindsofPrintingPasteBasedonSepiolite
HUYong1,CHENZhen2,*,YANGQi2,LIAOXiang3

(1.IntertekTestingServicesShenzhenLtd,Shenzhen518067,China;

2.KeyLaboratoryofEcologicalTextileMaterials&NovelDyeingandFinishingTechnology,

HunanProvincialEducationDepartment,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3.XiangtanYuanYuanSepioliteCo.,Ltd,Xiangtan411200,China)

  Abstract:Withsepioliteandkerosene,sepioliteandsodiumcarboxymethylcellulose,sepioliteandsodiumalginateasthemainin-

gredients,respectively,threekindsofnewprintingpasteswerepreparedbyselectingtheoptimizedformulaandprocess.Andthe

threekindsofprintingpasteswereusedfordirectprintingofreactivedyesforpurecottontowel.Throughtheperformancetestof

paste,colorpasteandprintedfabric,theresultsshowedthatthepreparationprocessofthreekindsofprintingpastesbasedonsepio-

liteanditssubsequentsizingandprintingprocessweresimple,lowcost,safe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theirperformance

indicatorshadreachedorevenexceededtheindustrystandards.

Keywords:sepiolite;paste;colorpaste;printing;reactived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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