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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内容及近况,分析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纺织品定性和定量分析中的应用

情况,结果表明: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纺织品成分检测中具有快速、高效、无污染等多项特性,能够有效降低纺织品成分

检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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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纺织品检测中,纤维成分检测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检测项目,作为第三方检验机构,必须拥有准确、快
速、环保的检测手段和检测仪器,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然而,传统的检测方法如显微镜法、手工拆分法、化学

分析法、熔点法等,检测周期长,步骤繁琐,化学试剂有

毒有害,对环境污染大,且检测过程中对样品需要破

坏。因此,为了满足生产、贸易和消费的需要,开发一

种高效、简捷、无化学试剂伤害的检测方法是纺织检测

人员所期待的,而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就具有检测周

期短、操作方便、无污染的特点,并且能快速准确地检

测出多种成分及其含量,降低了纺织品检测的成本,大
大提高了纺织品成分检测的效率。

1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内容及近况

1.1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主要内容

近红外光谱,英文名称为NearInfraredSpectros-
copy(NIRS),当纺织品样品受近红外光的照射时,近
红外光就会被样品中的一些成分吸收并融合,而组成

该材质的纺织品的分子会发生变形,形成近红外光谱。
相对于过去检测纺织品质量的方式,近红外光谱分析

技术具有较多的优点:(1)高效率、高速率;(2)适用对

象较多;(3)对纺织品无伤害,对环境无污染;(4)使用

仪器造价低,购买成本低,能进行在线分析;(5)操作仪

器的步骤简单易懂,操作人员无需较高的专业知识。
但是,该技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1)受其自身缺陷的

影响,不可以使用痕量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2)由
于其检测对象的束缚,其检测限定于一些具有特定属

性的纺织品;(3)受间接测量方式的影响,其检测的精

度有一定的上限。总体而言,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

检测纺织品成分的方式里算是不错的选择对象。

1.2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近况

英国天文学家 WilliamHerschel第一次发现近红

外光谱技术时,并不能够直接使用它进行分析工作,而
是作为一种间接分析技术加以利用,但随着时间飞逝,
近红外光谱技术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它的研

究与使用过程上。近红外光谱技术将在使用传统的检

测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后,开始建立数据模型来展开纺

织品样品的鉴别、检测工作。近红外光谱技术也开始

更多地应用于其他的包括农业、石油、医药、食品材料

等的领域。在纺织品检测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1.2.1 纺织质量的有效控制

经过多人的研究与试验,发现近红外光谱分析技

术对纺织工业的质量控制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它
能有效保障其质量。

1.2.2 废旧纺织品检测的近况

一些团队为进一步分析近红外光谱技术,选择用

此类技术检测棉制产品中存有的杂质,发现如果较好

地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有效地检测并挑出其中使

用了废旧棉制成的纺织品。而有另一团队也对此做了

相似的实验,该团队以Fortier为代表,在实验过程中

发现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对废旧棉质纺织品的检测率

高达97%以上。以李枫为代表的科学实验团队也做了

相关实验,他们主要是针对废旧混纺织物采用近红外

光谱分析技术进行光谱样本的测量与分析,实验发现

其检测率竟也徘徊于90%上下。

1.2.3 纺织成分检测的近况

有团队通过选择BRUKER公司的近红外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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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相关实验,又使用混纺毛织品进行近红外光谱

技术的检测实验,通过形成一个高效的数学模型针对

采用了不相同的染料制成的混纺毛织品来更好地做定

量分析工作,该实验证实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可

靠性。

2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纺织品定性分析中

的应用

  纺织品定性检测是纺织品质量检测中非常重要的

检测项目,也是成分检测的基础。近红外光谱作为定

性检测的新型技术,具有快速、准确、对样品不破坏等

特点,越来越被各个检测机构所应用。近红外光谱区

的波长范围为750~2500nm,有机物的近红外光谱不

仅包括分子的结构、组成、状态等信息,还反映了样品

的密度、粒度,以及高分子的聚合度和纤维的直径等物

理状态信息。因此,通过扫描已知样品成分获得各种

成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图,比对已知样品标准光谱图,
便可获得未知样品的成分。近红外光谱定性分析就是

采用样品光谱与标准光谱比较,获得样品的具体成分,
因此,建立可靠的标准光谱图是定性分析的重要前提。
所以,建立标准光谱图必须对实验中每个样品扫描数

十次以上,取同类样品的平均光谱作为该类样品的标

准光谱。2009年,柴金朝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对

75个纯棉、纯涤、棉/涤、棉/氨样品进行定性聚类分

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光谱,利用马氏距离对

样品进行聚类分析,取得了很好的归类效果,验证了近

红外光谱法应用于纺织品定性分析的可行性。同年,
王丹红采用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和 Mahalanobis距

离对Tencel、棉、粘胶、铜氨等纤维进行快速鉴别,分析

结果表明该方法为Tencel、棉、粘胶、铜氨进行归类提

供了一种可靠、简便的手段,盲样检测的准确率可达

97%。2010年,赵国利用5批羊毛羊绒共30个样品采

用定性方法进行了建模,并采用模型对原样品进行了

验证,验证结果良好。2016年,付建华分析了892个样

品,包括涤、麻、棉、丝、羊毛、涤棉和涤毛等,开展了短

波中波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纺织品成分检测中的应

用,研究分析了同Savitzky-GolaySG滑方式对模型效

果的影响,提出了 wald-wolfowitz法对校集和预测集

样品的光谱和理化值进行检验,建立了基于中波近红

外光谱的纺织品成分鉴别和含量检测模型,提出了稀

疏分析SPCA方法,克服了样品颜色对模型的影响,建
立了基于短波近红外光谱的纺织品成分鉴别模型。大

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利用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对纺织

品实现快速无破环性鉴别是可行的。

3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纺织品定量分析中

的运用

3.1 试样的准备

从常规检验的样品中选取50块已知成分不同颜

色的混纺样品,选取的样品混纺均匀,且进行了无涂层

和粘合剂处理。选取的样品大小不得小于A4纸,把样

品对折再对折,叠好的样品大于扫描光圈,不能让光源

透过。目前公司建立的数据库包括棉/氨纶、粘胶纤

维/氨纶、聚酯纤维/氨纶、锦纶/氨纶、聚酯纤维/粘胶

纤维/氨纶、聚酯纤维/棉/氨纶等。

3.2 试验方法

扫描前,近红外光谱仪需预热1h,自检和标准校

验通过后方可使用,扫描过程中保持室内温度在(25±
2)℃,严格控制室内湿度。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仪对每

块样品进行正反两面扫描,并对两条光谱进行比较,若
存在明显形状差异或者漂移扩大,需对该样品进行重

新扫描,取其平均值,即可得到该织物的成分定量结

果。

3.3 结果分析

选取10块聚酯纤维/氨纶样品分别用化学分析法

和近红外光谱法进行试验,得到的数据见表1。
表1 10块聚酯纤维/氨纶样品中氨纶含量测试结果

样 品
氨纶含量/%

化学分析法 近红外光谱法

氨纶绝对
偏差/%

1 8.8 8.0 -0.8
2 2.5 2.7 0.2
3 3.8 3.4 -0.4
4 2.0 2.3 0.3
5 5.6 5.4 -0.2
6 8.0 7.5 -0.5
7 8.5 7.9 -0.6
8 3.7 4.0 0.3
9 9.4 9.1 -0.3
10 5.0 5.6 0.6

  可以看出,10个样品的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都具

有很高的准确性。比较可知,氨纶含量最大绝对偏差

为0.8%,最小绝对偏 差 为0.2%,根 据 标 准 GB/T
29862-2013《纤维含量的标识》规定,当标签上某种纤

维含量≤10%时,纤维含量允许偏差为±3%,因此,近
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进行定量分析时,扫描的结果达

到了成分定量的要求。另外,对棉/氨纶、粘胶纤维/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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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锦纶/氨纶、聚酯纤维/粘胶纤维/氨纶、聚酯纤维/
棉/氨纶进行同样的检测,也达到了理想的效果,证明

近红外光谱技术在成分定量分析中是可行的。

4 结语

为加快检测出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检测纺织品

成分的效率好坏与否,对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具体

内容和近况进行了了解,分析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

在纺织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中的运用,较好地展现

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分析过程与应用。该技术在

质量与效率方面都是具有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

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质量保障,同时也推进了我国纺

织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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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NearInfraredSpectroscopyinTextileCompositionDetection
TAOZhi-qiang

(ShanghaiTextileGroupTestingStandardCo.,Ltd.,Shanghai200082,China)

  Abstract:Thecontentanddevelopmentofnearinfraredspectroscopyanalysistechnologywereintroduced.Theapplicationofnear

infraredspectroscopyanalysistechnologyi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isoftextileswas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near

infraredspectroscopy(NIRS)wasafast,efficientandnon-pollutingtechnologyintextilecompositiondetection,whichgreatlyre-

ducedthecostoftextilecompositiondetection.

Keywords:near-infraredspectroscopyanalysistechnology;compositiondetection;textilesample;qualitativeanalysis;quantita-

tiveanalysis



研究人员:让家蚕“吐出”蜘蛛丝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谭安江研究组利用基因定点替换的方法在

家蚕丝腺和蚕茧中大量表达蜘蛛丝蛋白。相关研究成

果已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
蜘蛛丝是自然界中机械性能最好的天然蛋白纤

维,其强度甚至高于制作防弹衣的凯夫拉纤维,在工

业、医疗和国防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如何

大量获取蜘蛛丝纤维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由于蚕丝蛋

白和蜘蛛丝蛋白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利用

家蚕遗传改造大量获取类蜘蛛丝纤维是一个可行性高

的策略。
谭安江研究组利用基因组编辑工具转录激活因子

样效应物核酸酶,完全敲除了丝素重链基因编码区,同

时保留了编码区上下游完整的调控序列。在此基础上

定点整合了含有部分蜘蛛丝基因和荧光标记的DNA
片段,实现了完全去除内源性丝蛋白丝素重链基因的

表达;并利用丝素重链基因的内源性调控序列来调控

外源性蜘蛛丝基因的表达。在转化个体的丝腺和蚕茧

中均可检测到蜘蛛丝蛋白的表达,其含量在纯和个体

的茧层中可达35.2%,远远高于已报道的转基因方法。
该系统拓展了家蚕丝腺生物反应器的应用,为利

用家蚕大量生产新型纤维材料及表达其他高附加值蛋

白提供了新的策略。
(来源:中国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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