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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低温等离子体对羊绒织物进行处理,探讨了等离子体处理对羊绒织物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等离子体

处理后,数码喷墨印花羊绒织物的表观得色量、摩擦牢度、水洗牢度提高,渗化性能和毡缩性能得到改善;通过生产实践及

产品检测,数码喷墨印花羊绒产品适宜工业化生产,符合纺织行业标准,产品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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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数码喷墨印花技术在纺织染整领域的应

用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一种能耗低、用水少、绿色

环保型的生产技术。等离子体处理可以改变纤维和纺

织品的诸多特性,如吸水性、染色性、防缩性、黏着性和

抗静电性等[1-3],是一种干式、低成本,可实现高功能、
高附加值加工的生态技术,已广泛用于多种生产领域,
而在纺织品染整加工中的应用也有不少报道[4-5]。本

文探讨了采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对羊绒织物处理前后

喷墨印花性能的变化。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试剂及仪器

材料:斜纹羊绒半制品围巾(5×2tex,42g/m2,江
苏中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试剂:海藻酸钠醚化淀粉混合糊(工业纯,自配)、
尿素(分析纯,上海展云化工有限公司)、元明粉(分析

纯,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甘油(分析纯,江苏强盛

功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硫酸铵(分析纯,汕头市西陇

化工厂有限公司)、活性墨水CyanR-GN、MagentaR
-5B、YellowR-5G、DeepBlackR-DB(工业级,上
海安诺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EL303电子天平、YB571预置式染色牢度摩

擦仪、常压等离子体混合处理设备(自制)、101AB-1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SDF
高速导带式数码印花系统(杭州赛顺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JV33-160ATYPEB喷墨打印机(MIMAKIEn-

gineeringCo.Ltd)、SF600X型计算机测色配色仪(美
国Datacolor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等离子体处理方法

采用氩等离子体处理方法,根据需要准备好羊绒

试样,将试样放入等离子体处理器反应台内,压紧两边

的橡胶垫片,避免氩气泄露,打开氩气阀门开关,调节

进气压强和流量,让气体进入处理台,并使压强稳定在

试验所需要的值,预热20min后,打开射频发生器开

始放电并开始计时,达到预设的时间后停止放电,关闭

进气阀,打开反应台,取出处理样品。采用已经优化的

等离子体工艺(电压200V,时间10s)进行处理[6]。

1.2.2 羊绒织物数码喷墨印花工艺

工艺流程:羊绒织物(已等离子体处理)→上浆→
烘干→数码喷墨印花→预烘→蒸化→水洗→烘干。

数码喷墨印花浆料配方:海藻酸钠醚化淀粉糊

2.2%、尿素8%、元明粉7%、甘油4%、硫酸铵2%、加
水合成100%。

制浆:首先取糊料溶解在去离子水中,使用搅拌器

连续搅拌,即可制得印花原糊,然后再分别加入尿素、
元明粉、甘油、硫酸铵,继续搅拌制得均匀稳定的印花

色浆。
上浆:使用80目筛网上浆,刮刀数目为6刀,80℃

烘干。
数码喷墨印花:采用SDF高速导带式数码印花系

统对上浆织物进行数码喷墨印花,印制活性墨水100%
色块,喷嘴高度6mm,分辨率720dpi×720dpi;预烘

温度80℃,时间15min;织物100℃汽蒸15min,取出

冷水洗涤3遍,再用40℃温水洗1遍,然后进行皂洗

(皂片2g/L,80℃,30min,浴比1∶50)处理,最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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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织物,低温烘干织物。
已采用等离子体优化工艺处理的羊绒织物,上浆

后分别选用CyanR-GN、MagentaR-5B、YellowR
-5G、DeepBlackR-DB4种活性墨水和花型图案对

羊绒织物进行数码喷墨印花,并对羊绒数码喷墨印花

织物的表观得色量、色牢度、防渗性能和毡缩率进行分

析。

1.3 测试方法

1.3.1 表观得色量

使用SF600X型测色配色仪对印花织物进行表观

得色量测试。分别测定400~700nm范围内每隔10
nm的可见光谱,最大吸收波长处 K/S 值作为测量结

果,用K/S 值表征织物表观得色量[7]。

1.3.2 色牢度测试

按照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

擦色牢度》,对印花羊绒织物进行耐摩擦色牢度测试。
按照GB/T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洗色牢

度》,对印花羊绒织物进行耐洗色牢度测试。按照

GB/T251-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

色样卡》对印花织物进行沾色评定。

1.3.3 防渗性能

用数字喷墨印花机分别对等离子体处理前后的羊

绒织物进行CMYK色块(打印尺寸4cm×10cm)及
经纬向的色线(打印宽度1mm)打印,而后扫描色块和

色线用PHOTOSHOP软件尺寸测定功能测量5个位

置的线宽,并取平均值,以此评价等离子处理前后印花

织物渗化情况[8]。

1.3.4 毡缩率

按《毛针织物经机洗后的松弛及毡化收缩试验方

法》,试样需在标准大气下调湿4h及以上,试样放平,
在无张力的情况下轻轻地将试样上的皱纹抚平,然后

取两个标记之间的距离。以GB8629中规定的7A程

序进行洗涤一次,然后自然晾干或在低于60℃的烘箱

中烘干,然后再按照GB8629中规定的5A程序连续洗

涤两次,干燥后量取毡化后长度。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毡化收缩率和面积收缩率:
经向收缩率Ls(%)=(LRM -LFM)/LRM (1)
纬向收缩率Ws(%)=(WRM -WFM)/WRM (2)
面积收缩率(%)=Ws+Ls+Ws×Ls/100 (3)

式中  LRM 为松弛后长度(cm);LFM 为毡缩后的长度

(cm);Ls为经向收缩率(%);Ws为纬向收缩率(%)。

若面积收缩率低于10% 时,Ws×Ls/100这个因

素影响较小可以省略[9]。

2 结果与讨论

2.1 等离子处理对表现得色量和染色牢度的影响

采用4种活性墨水CyanR-GN、MagentaR-
5B、YellowR-5G、DeepBlackR-DB和不同花型图

案对等离子体处理前后的羊绒织物进行数码喷墨印

花,其印花图案效果如图1所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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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图1 等离子体处理前后羊绒织物数码喷墨印花效果图

其中色块1、3、5、7、9是未经等离子体前处理的羊

绒织物数码喷墨印花效果图,色块2、4、6、8、10是对应

的经等离子体处理的羊绒织物数码喷墨印花效果图。
对其进行印花测试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等离子体处理前后喷墨印花羊绒织物K/S 值及色牢度

样 品 K/S 值
K/S 值
增长率
/%

耐干摩
擦牢度
/级

耐湿摩
擦牢度
/级

耐洗牢度/级

变 色 沾 色

2(Magenta)25.5115 30.35 3-4 3-4 3-4 4
1 14.9795 3-4 3-4 3-4 4

4(Yellow)26.5610 43.09 3-4 3-4 3-4 4
3 15.1150 3-4 3-4 3-4 4

6(Cyan) 19.1380 37.00 3-4 3-4 3-4 4
5 12.0570 3-4 3-4 3-4 4

8(Black) 28.1340 30.35 3-4 3-4 3-4 4
7 19.5945 3-4 3-4 3-4 4
10 3-4 3-4 3-4 4
9 3-4 3-4 3-4 4

  由表1可知,与未经过等离子体处理织物相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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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羊绒织物的 K/S 值均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且不同墨水增加幅度不同,均达到30%~
40%,等离子体处理前后印花织物干摩擦牢度、湿摩擦

牢度均达到3-4级,耐洗牢度变色达到3-4级,而沾

色达到4级。羊绒织物经过等离子体处理后的润湿性

得到明显的改善,染料在纤维上的上染率提高。由于

活性染料与羊绒纤维以共价键相结合,因此印花织物

的K/S 值增加,色牢度较高。此外,由图1可知,印花

织物图案轮廓清晰,色彩鲜艳,基本无渗化现象。

2.2 渗化性能

为定量研究等离子体处理对喷墨印花渗化性能的

影响,进行了色块色线打印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等离子体处理前后喷墨印花羊绒织物

CMYK四色经纬向喷墨打印线宽

样 品

线 宽/mm
青 色(C) 品红色(M) 黄 色(Y) 黑 色(K)

纬 向 经 向 纬 向 经 向 纬 向 经 向 纬 向 经 向

未处理 1.6 1.7 1.4 1.5 1.9 1.8 2.1 2.0
经处理 1.2 1.3 1.1 1.2 1.2 1.3 1.2 1.3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不同颜色墨水打印的线宽

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不同颜色墨水在纤维上及纤维和

纤维的孔隙之间渗化性能不同。通过比较处理前后的

线宽可知,在未处理织物上的打印线宽较粗,经等离子

体处理后,喷墨打印色线线宽明显变细,4个颜色线宽

值均降低明显,说明渗化情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因

为等离子体对羊绒纤维进行处理后,其表面受到刻蚀,
产生许多微小凹沟,纤维瞬时吸湿性提高,染料更容易

留在这些凹沟中,不容易受到毛细效应的影响发生渗

化,同时由于等离子体处理后会在纤维表面引入一定

数量的极性基团,也提高了纤维的吸水性,加快织物对

墨水的吸收,从而起到了防渗效果。

2.3 毡缩率

羊绒织物经过等离子体处理后,对其毡缩性能进

行测试,如表3所示。
表3 等离子体处理对织物毡缩率的影响

织 物
处理
条件

总经向
收缩率/%

总纬向
收缩率/%

面积收
缩率/%

羊 绒 未处理 5.10 1.85 6.95
10s、200V 3.00 1.10 4.10

  羊绒织物的毡缩率从6.95%降低到4.1%,毛织物毡

缩的原因主要是羊毛鳞片层的定向摩擦效应和羊毛的卷

曲、弹性。因此毛织物防毡缩的方法主要有破坏鳞片层和

使聚合物沉积在纤维表面这2种方法。等离子体处理羊

绒使羊绒表面鳞片层破坏,发生部分脱落,在湿态时鳞片

层的结构变得柔软,纤维单方向运动变得困难,纤维的定

向摩擦效应降低,使毡缩率进一步减小[10]。

2.4 等离子体处理羊绒织物喷墨印花产品生产实践

2.4.1 品种

5×2tex、42g/m2 斜纹羊绒围巾(江苏中孚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4.2 生产流程

羊绒织物(等离子体处理200V,10s)→上浆→烘干

→数码喷墨印花(喷嘴高度6mm,分辨率720dpi×720
dpi)→预烘(80℃,15min)→蒸化(100℃,15min)→水洗

(冷水洗3遍,40℃温水洗1遍,皂洗)→烘干

2.4.3 样品图

经等离子体处理后喷墨印花羊绒织物样品如图2
所示。

图2 等离子体处理羊绒织物喷墨印花样品图

2.4.4 产品检测报告

通过南通市纤维检验所检测,数码喷墨印花羊绒

产品符合FZ/T24011-2010《羊绒机织围巾、披肩》纺
织行业标准(暂时无国家标准),成分为羊绒100%,断
裂强力经向为58N,纬向为48N(因本产品为精梳60
Nm/1或50g/m2以下薄型结构的特殊产品,符合产品

合约要求),耐洗色牢度变色为3-4级,沾色为4级,
耐干摩擦色牢度和耐湿摩擦色牢度达到3-4级。

3 结论

(1)与未经过等离子体处理织物相比,等离子体处

理后的羊绒织物的K/S 值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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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墨水增加幅度不同;印花织物干摩擦牢度,湿摩擦牢

度均达到3-4级,耐洗牢度变色达到3-4级,而沾色

达到4级以上。此外,等离子体处理的数码喷墨印花

织物,表观得色量更高,印花图案色彩更加鲜艳,轮廓

清晰,基本无渗化现象,毡缩率下降。
(2)通过中样试验及产品检测,数码喷墨印花羊绒

产品符合FZ/T24011-2010《羊绒机织围巾、披肩》纺
织行业标准,耐洗色牢度、耐干摩擦色牢度和耐湿摩擦

色牢度较好,得色量提高,渗化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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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随着羽绒制品行业质量意识的不断提升,企业质

量主体责任的不断落实,主管部门监管效果的不断深

化,羽绒制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将越来越可控,质量诚信

度越来越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将持续增强,我国的羽

绒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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