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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天然彩色双宫丝开展了耐洗、耐汗渍、耐摩擦、耐日晒色牢度检测。结果表明,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洗、耐汗

渍、耐摩擦色牢度检测结果较理想,都达到4级及以上等级,耐日晒色牢度效果稍差,检测结果为3-4级。天然彩色双宫

丝各项色牢度检测结果都好于天然彩色生丝,尤其耐日晒色牢度远远好于天然彩色生丝。其耐洗、耐汗渍、耐摩擦色牢度

符合现行国内外纺织品标准优等品或限量要求,耐日晒色牢度也能达到我国现行双宫丝织物标准一等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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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天然彩色品种蚕茧缫制的茧丝统称为天然彩色

丝,按生产工艺不同,又分为天然彩色生丝和天然彩色

双宫丝等,通常天然彩色生丝是细规格茧丝,天然彩色

双宫丝是搭配了一定比例双宫茧缫制而成的粗规格茧

丝。天然彩色丝因其色彩鲜艳、光泽柔和而给人一种

高贵、华丽、优雅的视觉效应,且天然彩色丝因其分子

间空隙较大等结构特性,使其具有一定的保湿、抗菌、
抗氧化 及 吸 收 紫 外 线 的 功 能,具 有 广 阔 的 开 发 前

景[1-2],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对其研究和开发,研究热

潮主要集中在2003-2014年间,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

进展[3-16],彩色丝、彩色丝织物、彩色丝服饰相继面

世[17],但至今天然彩色丝及其深加工产品天然彩色丝

绸服饰并未像天然彩色棉及其服饰那样形成市场化交

易及产业化应用,还仅停留在小样试制及推广阶段。
究其原因,专家学者们总结主要有2方面因素制约了

天然彩色丝的进一步发展,一是天然彩色丝的褪色问

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没有相应的固色技术支撑[18];二
是天然彩色丝不耐日晒,李洁通过试验发现天然彩色

生丝耐日晒色牢度仅为1级,经过固色后色牢度也才

达到3级[19]。天然彩色双宫丝是粗规格的丝纤维,其
抗褪色及耐日晒色牢度情况鲜见报道,本研究拟缫制

天然彩色双宫丝,并对其各项色牢度指标进行检测,为
天然彩色丝的开发提供参考。

1 试验

1.1 材料

100/120den(111.1/133.3dtex)天然黄色彩色双

宫丝(南充高坪宏兴丝绸厂缫制)。

1.2 仪器及试剂

仪器:DJ104型切断机、QDJ920II型纤度机(四川

康乐医疗器械厂),SW-12A耐洗色牢度试验仪、YG-
631汗渍色牢度仪、Y571B摩擦色牢度仪(南通宏大实

验仪器有限公司),XENOTEST150日晒色牢度试验

机(美国亚太拉斯)等。
试剂:皂片、L-组氨酸盐酸盐—水合物(上海市纺

织工业技术监督所),氯化钠(四川西陇化工有限公

司),磷酸氢二钠十二水合物、磷酸二氢钠二水合物(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等。

1.3 试验方法

1.3.1 耐皂洗色牢度检测

按照 GB/T3921-2008(ISO105-C10:2006,

MOD)《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的方法对

天然彩色双宫丝进行耐皂洗色牢度检测。
将缫制完成的天然彩色双宫丝丝片用切断机摇取

为丝锭试样,再用纤度机将丝锭试样摇取为100回的

小绞试样用于色牢度检测。
剪取一段天然彩色双宫丝小绞试样夹于两块100

mm×40mm的丝、毛单纤维贴衬织物之间,沿四边缝

合,双宫丝质量为贴衬织物总质量的一半。将缝合物

试样放入皂片浓度5g/L、浴比50∶1、浴温40℃的水

浴锅内,机械搅动30min。取出、洗净,悬挂于空中干

燥,用灰色样卡对比原样评定试样变色和贴衬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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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耐汗渍色牢度检测

按照 GB/T3922-2013(ISO105-E04:2013,

MOD)《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的方法对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酸、碱汗渍色牢度进行检测。
酸性试液配制:用三级纯水配制试液,每升酸性试

液中含有L-组氨酸盐酸盐—水合物0.5g、氯化钠5.0
g、磷酸二氢钠二水合物2.2g,用0.1mol/L的氢氧化

钠溶液调整试液pH值至5.5±0.2。
碱性试液配制:用三级纯水配制试液,每升碱性试

液中含有L-组氨酸盐酸盐—水合物0.5g、氯化钠5.0
g、磷酸氢二钠十二水合物5.0g,用0.1mol/L的氢氧

化钠溶液调整试液pH值至8.0±0.2。
试样与贴衬物剪贴缝合方法与耐皂洗色牢度检测

中的缝合方法相同,将两组缝合物试样分别放入浴比

50∶1的酸、碱试液中放置30min,再置于两块玻璃板

之间,放入温度37℃、压强(12.5±0.9)kPa的试验装

置中,于(37±2)℃的恒温箱中保持4h。取出、悬挂

干燥,用灰色样卡评定试样变色和贴衬沾色。

1.3.3 耐摩擦色牢度检测

按照 GB/T3920-2008(ISO105-X12:2001,

MOD)《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对天然彩

色双宫丝耐摩擦色牢度进行检测。
将彩色双宫丝平行缠绕于试样纸板上,均匀铺平,

试样和摩擦布调湿4h以上。
干摩擦色牢度:将调湿后的试样紧固于试验仪平

台上,摩擦布平放摩擦头上进行摩擦。摩擦动程(143

±3)mm,试样压力(9±0.2)N,运行速度为往返1
次/s,共摩擦10次。

湿摩擦色牢度:称量调湿后的摩擦布,浸入蒸馏水

中,重新称量摩擦布,确保含水率达到95%~100%,然
后按干摩擦方法进行试验。用灰色样卡评定摩擦布沾

色。

1.3.4 耐日晒色牢度检测

按照 GB/T8427-2008(ISO105-B02:1994,

MOD)《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对
天然彩色双宫丝进行耐日晒色牢度检测。

天然彩色双宫丝小绞试样缠绕在硬卡上,放入

XENOTEST150日晒色牢度试验机中,暴晒条件为相

对湿度50%、仓内温度35℃、黑标温度50℃、辐射量

42kJ/m2,按照GB/T8427-2008的方法5,用空冷式

氙弧灯对试样和蓝色羊毛标样一起暴晒8h后取出,
用灰色样卡评定试样变色。

2 结果和分析

2.1 天然彩色双宫丝检测结果

目前与丝绸相关的纺织产品色牢度规定要求,我
国主要有FZ/T43009-2009《桑蚕双宫丝织物》、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国际

上主要 有 国 际 环 保 纺 织 协 会 制 定 的《OEKO TEX
STANDARD100》纺织生态标准。这些标准对纺织产

品的色牢度要求如表1所示。
各项色牢度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现行国内外纺织产品标准色牢度要求 单位:级

检测项目
FZ/T43009-2009 GB18401-2010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三等品 A类 B类 C类
OEKOTEX

STANDARD100
耐碱汗渍 变 色 4 3-4 3-4 3 3 3-4

沾 色 3-4 3
耐酸汗渍 变 色 4 3-4 3-4 3 3 3-4

沾 色 3-4 3
耐皂洗 变 色 4 3-4 3 3-4 3 3 3

沾 色 3-4 3 2-3
耐干摩擦 4 3-4 3 4 3 3 4
耐湿摩擦 3-4 3,2-3(深色) 2-3,2(深色) / / / /
耐日晒 4 3 / / / /

  将表2中的检测结果与表1中各项色牢度指标要

求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天然彩色双宫丝色牢度质量总

体较好。耐皂洗、耐汗渍、耐摩擦的色牢度较理想,变
色和沾色都达到4级及以上,超过了FZ/T43009-
2009《桑蚕双宫丝织物》标准对色牢度优等品的评级要

求,也符合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

技术规范》和《OEKOTEXSTANDARD100》纺织生

态标准的限量要求。也就是平时水洗、出汗、摩擦对天

然彩色双宫丝服饰的使用影响不大,不易引起褪色、沾
色及破损。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日晒效果稍差,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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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过8h的暴晒就达到3-4级变色程度,大于同等

试验条件下蓝色羊毛标样的变色程度,褪色较明显,未
能达到双宫丝织物优等品色牢度不低于4级的要求,
但达到一等品的色牢度不低于3级的规定要求。与天

然彩色生丝耐日晒色牢度1级、固色后色牢度3级[19]

的检测结果相比,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日晒色牢度效果

还是明显好于天然彩色生丝。
表2 天然彩色双宫丝色牢度检测结果 单位:级

检测项目 变色评定
沾色评定

丝 棉

耐皂洗 4 4-5 4-5
耐碱汗渍 4 4 4-5
耐酸汗渍 4 4 4-5
耐干摩擦 4-5
耐湿摩擦 4-5
耐日晒 3-4

2.2 天然彩色双宫丝色牢度特性分析

2.2.1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洗色牢度特性分析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皂洗色牢度变色评级为4级,
在丝及棉织物贴衬上的沾色评级都为4-5级,这些检

测结果是天然彩色双宫丝在40℃的皂液中洗涤30
min后所获得的结果,这种皂液温度和洗涤时间是模

拟平时衣服常温下洗涤状况。可以说在常温下水洗天

然彩色双宫丝及其织物,其掉色、褪色的程度是很轻

的,洗涤前后颜色没有明显差异。
茧丝纤维由丝素和丝胶组成,丝素约占75%,丝胶

约占25%左右,丝胶包裹在丝素外面保护丝素粘结丝

束。学者们对彩色茧丝的结构研究表明,天然色素主

要存在丝胶中,会随丝胶溶失而丢失,常温水浸湿下丝

胶仅会发生膨润和少量溶失,在沸点温度下加入一定

浓度的碱液经过长时间煮练,丝胶才会大面积溶失。
所以常温洗涤不会导致天然彩色丝色牢度变差。

2.2.2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汗渍色牢度特性分析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酸、碱汗渍色牢度变色评级为4
级,在丝织物贴衬上的沾色评级为4级,在棉织物贴衬

上的沾色评级为4-5级,这些检测结果是天然彩色双

宫丝经过酸、碱试液的充分浸渍后在37℃恒温箱中放

置4h所获得的结果,这是模拟平时穿衣时因流汗长

时间打湿衣服的状况。汗液含有弱酸、弱碱及盐的混

合物,弱酸、弱碱在常温体液下不会导致丝胶明显溶

失,茧丝对盐还有吸附作用[20],可以说在平时穿着中,
遭受汗液浸湿后,天然彩色双宫丝及其织物的掉色、褪
色的程度也是很轻的,色牢度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2.2.3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摩擦色牢度特性分析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干摩擦和湿摩擦色牢度在棉织

物摩擦布上的沾色评级都为4-5级,也就是说具有较

好的耐摩擦色牢度,这是因为丝纤维在天然纤维中的

耐磨性本身比较好,而本试验所缫制的天然彩色双宫

丝为100/120den(111.1/133.3dtex)的粗规格丝,摩
擦系数较大,丝条本身耐磨。在加上本试验的天然彩

色双宫丝含胶率平均值达到24.92%,比普通双宫丝含

胶率平均值24.67%略大,含胶率越大丝条也越耐磨。
所以天然彩色双宫丝丝条耐磨,丝胶脱落少,色素丢失

也少,色牢度好。

2.2.4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日晒色牢度特性分析

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日晒色牢度3-4级,未能达到

FZ/T43009-2009《桑蚕双宫丝织物》标准的优等品4
级及以上规定要求。与其他色牢度性能检测结果都能

达到优等品相比,检测结果不太理想。究其原因,与丝

纤维结构有关,在日光照射下,因受紫外线的作用,丝
纤维大分子中的络氨酸的—OH 被氧化分解,致使分

子链断裂,引起丝条机械性能恶化,丝色泛黄,丝纤维

是纺织纤维中耐光性最差的纤维[21],在日常穿着使用

中丝绸服饰要避免长时间照晒。另一原因与色素的分

子结构有关,天然彩色丝中的黄色主要是来自桑叶中

的类胡萝卜素(β-胡萝卜素、新生β-胡萝卜素)和一

部分叶黄素类色素(叶黄素、蒲公英黄质、紫黄质、次黄

嘌呤黄质)[22],唐辉等认为类胡萝卜素分子在加热、遇
光或遇到某些化学试剂时,分子结构中的多烯链非常

容易发生几何异构导致其降解,引起颜色褪色乃至丧

失。但本试验所缫制的天然彩色双宫丝的规格较粗,
含胶率较大,耐日晒的抵抗力比细规格的生丝要强,因
此其耐日晒色牢度仍能达到3-4级,较天然彩色生丝

好。

2.3 天然彩色双宫丝与天然彩色生丝的色牢度比较

盖国平等[23]对天然黄色彩色生丝的耐汗渍、耐
洗、耐干摩擦色牢度进行了检测,李洁等对彩色生丝耐

日晒色牢度进行了检测,将其检测结果与本试验的检

测结果对比分析,可以找出天然彩色双宫丝与天然彩

色生丝色牢度的异同。天然彩色双宫丝与天然彩色生

丝色牢度检测结果比较情况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耐洗、耐汗渍色牢度检测结果

中,天然彩色双宫丝的变色评级都高于天然彩色生丝

半级,沾色评级中,天然彩色双宫丝在丝织物贴衬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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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洗沾色评级高于天然彩色生丝半级,其他评级结果

相同。天然彩色双宫丝耐干摩擦色牢度评级高于天然

彩色生丝半级。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日晒色牢度评级高

于天然彩色生丝二级半,其耐日晒色牢度远远好于天

然彩色生丝。天然彩色双宫丝与天然彩色生丝虽然分

子结构相同,但天然彩色双宫丝的规格较粗,含胶率较

大[24],耐洗、耐汗渍、耐摩擦、耐日晒的抵抗力比细规

格的生丝要强,因此其色牢度检测结果较好。
表3 天然彩色双宫丝与天然彩色生丝色牢度检测结果比较

单位:级

检测项目
变色评定

双宫丝 生丝

沾色评定

丝 棉

双宫丝 生 丝 双宫丝 生 丝

耐皂洗 4 3-4 4-5 4 4-5 4-5
耐碱汗渍 4 3-4 4 4 4-5 4-5
耐酸汗渍 4 3-4 4 4 4-5 4-5
耐干摩擦 4-5 4
耐日晒 3-4 1

3 结论

(1)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洗、耐汗渍、耐摩擦色牢度

较好,检测结果都在4级及以上,符合现行国内外纺织

品标准优等品或限量要求。
(2)天然彩色双宫丝耐日晒色牢度稍差,检测结果

3-4级,与丝纤维结构和色素的分子结构有关,但也

能达到我国现行双宫丝织物标准一等品要求。
(3)天然彩色双宫丝色牢度检测结果好于天然彩

色生丝,尤其耐日晒色牢度远远好于天然彩色生丝。
以推广天然彩色双宫丝规模化生产为突破口,尽快实

现天然彩色丝的产业化生产及应用。
(4)天然彩色双宫丝色牢度检测结果表明,色牢度

不是影响天然彩色茧丝后续开发的主要技术瓶颈,在
天然彩色丝深加工过程中如何使天然色素继续保留在

丝条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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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astnessTestandCharacteristicAnalysisofNaturalColoredDoupionSilk
JIANGXiao-kui1,GOUYuan2,ZHAOLuo-jian1,ZHOUSheng-bo2,XIEGuo-qiang1

(1.TechnicalInsuranceCenterofNanchongEntry-ExitInspectionandQuarantineBureau,

Nanchong637900,China;2.InspectionandQuarantineTechnologyCenterofSichuan

Entry-ExitInspectionandQuarantineBureau,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Thecolorfastnesstowashing,perspiration,rubbingandsunlightofnaturalcoloreddoupionsilkweretested.There-

sultsshowedthatthecolorfastnesstowashing,perspirationandrubbingofnaturalcoloreddoupionsilkyarnwasideal,reachedgrade

4orabove.Thefastnesstosunlightwasslightlyworse,andthetestresultsweregrade3-4.Thetestresultsofcolorfastnessofnat-

uralcoloreddoupionsilkwerebetterthanthatofnaturalcoloredrawsilk.Inparticular,thecolorfastnesstosunlightwasmuchbetter

thanthatofrawsilk.Thecolorfastnesstowashing,perspirationandrubbingofnaturalcoloreddoupionsilkmetthecurrentdomestic

andinternationaltextilestandardsforhigh-qualityproductsorlimitedrequirements,andthecolorfastnesstosunlightcouldalsomeet

therequirementsofthecurrentdoupionsilkfabricstandardsforfirst-classproductsinChina.

Keywords:doupionsilk;colorfastness;detection


(上接第22页)
通过不同的工艺方法,如刺绣、印花、手绘等,用图案的

形式把皮影艺术移植到西式服装中,打破西式服装过

于严谨呆板的固有版式,丰富和创新设计细节,重新演

绎传统文化的同时,赋予皮影艺术全新的艺术表现。
总之,通过研究皮影造型的再塑设计在女装中的应用

这一设计主题,加强了对中国民俗瑰宝的保护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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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theRe-ShapingDesignofShadowPuppetinWomen'sWear
JINDu-juan,CAOBei,LiYi-ran,JINQi-qi

(ClothingInstitute,ShaanxiFashionEngineeringUniversity,Xi'an712046,China)

  Abstract:Shadowarthadalonghistory.Itsuniqueartisticexpressionwasthecrystallizationoftheartofworkingpeople.With

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thetimes,theshadowarthadnotbeenforgotten,butitwasinheritedandinnovatedintheformof

shadowpuppetdress,whichenabledtheartofshadowplaytocontinuetoplayitsuniquetraditionalcharm.Thedevelopmenthistory
ofshadowartforthousandsyearswasexplored.Conformingtothenewtrendofclothingdevelopmentunderthenewsituation,the

applicationofredesignofshadowpuppetinwomen'sclothingwereexploredtobringsthenewwaveofshadowarttothesociety.

Keywords:shadowpuppetmodeling;redesign;women's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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