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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山羊绒毯行业标准的制定任务,为了使山羊绒毯标准内容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使标准考核指标更切合

现有市场产品,在山羊绒毯标准制定的过程中,按照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确定了对山羊绒毯质量评定的技术要求,主要

包括安全性要求内在质量、外在质量和分等规定。重点阐述了如何确立山羊绒毯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测试方法以及技

术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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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绒毯作为由珍贵的山羊绒纺制而成的产品,
与一般毛毯相比较而言,因其产量稀少、性能优异、价
格昂贵以及加工工艺要求严格,其市场售价远高于一

般的普通毛毯,而市场上销售的山羊绒毯在吊牌上标

识的产品标准大多参照FZ/T61001《纯毛、毛混纺毛

毯》或FZ/T24011《羊绒机织围巾、披肩》等标准执行,
这与山羊绒毯作为高档产品的定位不相符。由于缺少

山羊绒毯的专用标准,各类以羊绒为名义的毯子广告

铺天盖地,特别是电商的迅猛发展,使得普通消费者面

对宣传山羊绒毯的广告无所适从,而市场执法部门也

因缺少专用的标准而很难直接对假冒产品进行处罚打

击,尤其是对山羊绒毯生产企业来说,无法维护自身产

品的权益而备受假货的冲击。2015年工信部发布了

《关于印发2015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工信厅科函[2015]429号),下达了计划编号为

2015-0575T-FZ的山羊绒毯行业标准制定计划。

1 山羊绒毯行业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

在选择产品标准各项技术内容时,遵循目的性原

则、性能特性原则和可检验性原则,使山羊绒标准内容

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使标准考核指标更切合现有市

场产品。主要基于:(1)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相关

要求;(2)要突出山羊绒产品的特点;(3)要保持与现有

标准的连贯性;(4)要符合目前企业生产的实际水平。
作为产品标准的编制,关键是要确定对羊绒毯质

量评定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安全性要求、内在质量、
外在质量和分等规定。

2 安全性能要求

GB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和

GB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是纺

织专业领域两个强制性标准,山羊绒毯作为一种纺织

产品,在安全性能方面必须满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这
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在制定山羊绒毯行业标准中对

山羊绒毯安全性要求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执行。

GB18401中将纺织产品分成了3类,婴幼儿纺织

产品(A类)、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B类)和非直

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C类)。山羊绒毯作为非被褥

类铺盖物,应该作为非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C
类),但考虑到山羊绒毯作为一种高档消费品,也会经

常与皮肤接触,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要求成人用山羊

绒毯的安全性能要符合B类产品的要求。

GB31701对婴幼儿及儿童用纺织产品的安全性

能要求,除要满足GB18401的规定要求外,还对耐湿

摩擦色牢度、重金属、邻苯二甲酸酯和燃烧性能提出了

要求,婴幼儿和儿童处于身体成长阶段,自身抗外界干

扰能力还不成熟,从健康安全角度考虑,要求婴幼儿及

儿童用山羊绒毯的安全性能要符合A类的要求。

3 质量指标

产品内在质量是指产品本身的质量,是产品的内

在属性,是对山羊绒毯产品分等的重要依据,反映产品

内在质量的指标有多个,对于山羊绒毯内在质量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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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指标。

3.1 山羊绒纤维含量

产品中山羊绒纤维要达到一定含量,这是代表山

羊绒毯最本质的一个参数。根据行业约定,山羊绒纤

维含量在95%以上的即可称为纯山羊绒毯,纤维含量

可标为100%;对于混纺山羊绒毯,为体现山羊绒毯的

特色,起草的山羊绒毯行业标准中明确要求山羊绒含

量要在30%以上。因此标准中把山羊绒纤维含量作为

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也是体现山羊绒制品的关键项

目。

3.2 条重偏差率

条重偏差率是指山羊绒毯实测重量与规定重量间

的差异,尤其是山羊绒纤维被称为软黄金,价格昂贵。
如果条重超过规定重量太多,增加企业成本,而若条重

低于规定重量太多,又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利于

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因此把该指标作为内在质

量的考核项目。
山羊绒毯标准中对产品条重偏差率的要求建议继

续采用已有纯毛、毛混纺毛毯标准中对产品条重偏差

率的要求,即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的条重偏差率分

别为4%~-3%、≥-5%和≥-8%。

3.3 二氯甲烷可溶性物质

二氯甲烷被广泛使用在羊毛、羊绒针织品中,这种

物质可增加毛织品的柔软性,使手感更好,但二氯甲烷

对皮肤及黏膜有刺激性,因此山羊绒毯标准中把该指

标作为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按照FZ/T20018标准

方法,对从生产线下来的纯山羊绒毯所含二氯甲烷可

溶性物质进行了实验室测试,测试结果见表1。
表1 二氯甲烷可溶性物质测试数据 单位:%

方 法 FZ/T20018

1# 0.3
2# 0.3
3# 0.5
4# 0.3

  现有其他相近产品标准如FZ/T73009《羊绒针织

品》中规定优等品为≤1.5、一等品≤1.7、二等品不考

核;FZ/T24007《粗梳羊绒织品》中规定优等品≤1.7、
一等品≤1.7、合格品≤2.0;FZ/T61001《纯毛、毛混纺

毛毯》中规定优等品≤1.5、一等品≤2.0、合格品≤
2.5。一方面保持与现有羊绒产品标准的一致性,同时

考虑到山羊绒相对羊毛的柔软性和手感更好,因此在

山羊绒毯加工整理中即使使用,用量相对会少,所以本

标准中对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的要求分别是不超

过1.5%、1.7%和2.0%。产品实际测试的结果也完

全符合标准要求。

3.4 脱毛量

脱毛是毛制品通常考虑的一项指标,山羊绒毯是

由山羊绒纤维制成,由于山羊绒细长柔软、表面较少鳞

片,加工过程中容易损伤纤维,在使用中会有部分纤维

脱落或滑脱,脱毛量的多少会直接体现在外观上,影响

消费者穿着服装的美观效果,因此在起草山羊绒毯标

准中把该项指标作为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按照FZ/

T60029测试方法,采集了国内主要山羊绒毯生产企

业的脱毛量的测试结果,数据见表2。
表2 脱毛量测试数据 单位:mg/(100cm2)

方 法 FZ/T60029

1# 1.0
2# 0.2
3# 1.3
4# 1.1
5# 23.5
6# 19.4
7# 22.3
8# 22.8
9# 13.8
10# 14.3

  现有其他相近产品标准中纯毛、毛混纺毛毯的脱

毛量只对优等品提出了要求,FZ/T61004中拉舍尔毯

的脱毛量也只对优等品提出了要求。而山羊绒与羊毛

相比,表面鳞片减少、细度细,纤维间摩擦系数较小,因
此在穿着使用中纤维容易滑出脱落,影响使用和美观。
山羊绒毯标准中建议不只优等品有要求,建议对一等

品和合格品也要有要求,作为对山羊绒毯这一高档纺

织品的质量要求。同时结合目前羊绒毯主要生产企业

实际,比较轻薄的羊绒毯难于考核,主要对起绒产品考

虑,因此本标准中规定只对起绒产品进行量化考核,优
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脱毛量的要求分别为不超过

15%、25%和35%。

3.5 起球等级

由于山羊绒细长柔软、表面较少鳞片,加工过程中

容易损伤纤维,一部分会脱落或滑脱外,还有一些纤维

一端嵌在纱线内部,而另一端伸出纱线,在与人体或其

他织物摩擦过程中起球,影响产品的整体美观,因此山

羊绒毯标准把该项指标作为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按

照GB/T4802.1测试方法,对市场上主要机织山羊绒

毯的起球等级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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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绒毯标准中对产品起球等级优等品、一等品

和合格品的要求分别是不低于3-4级、3级和2-3
级,实际测试得到的结果均能满足合格品的要求。

表3 起球等级测试数据 单位:级

方 法 GB/T4802.1

1# 3
2# 3
3# 3-4
4# 3

3.6 干洗尺寸变化率

山羊绒毯作为一种高档消费品,尤其是纯山羊绒

毯经常会采用干洗方式进行清洁,因此山羊绒毯把该

项指 标 作 为 内 在 质 量 的 考 核 项 目。按 照 FZ/T
80007.3测试方法,对机织山羊绒毯进行了实验室测

试,同时收集了主要生产企业对产品干洗尺寸变化率

的测试结果,得到的结果见表4。
表4 干洗尺寸变化率测试数据 单位:%

方 法 FZ/T80007.3

1# -0.8
2# -0.7
3# -0.5
4# -0.5
5# -2.7
6# -3.8
7# -3.3
8# -4.5
9# -4.2
10# -5.4

  山羊绒毯标准中对产品干洗尺寸变化率优等品、
一等品和合格品的要求分别为不超过-2%、-4%和

-6%,从实验室和生产企业得到的测试数据均能满足

合格品的要求。

3.7 松弛尺寸变化率

山羊绒纤维也是一种蛋白质纤维,其结构直接导

致在使用中容易松弛变形,这也会影响山羊绒毯的使

用效果,因此山羊绒毯标准把该项指标作为内在质量

的考核项目。
现有其他相近产品标准中对机织纯毛、毛混纺毛

毯的水洗尺寸变化率(松弛尺寸变化率)优等品、一等

品和二等品的要求分别要大于-4%、-6%和-8%,
等级与本标准中的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对应,结合

目前山羊绒毯主要生产企业之前一直采用该标准,因
此本标准建议沿用此标准的技术要求,而企业生产的

山羊绒毯实际测试结果也基本能够达到该要求。

3.8 顶破强力

顶破强力指标主要是针对针织类山羊绒毯的考核

项目。现有其他相近产品标准中对羊绒针织品的顶破

强力提出了要求,对于山羊绒毯中的针织山羊绒毯的

顶破强力,起草中讨论会认为可以直接沿用羊绒针织

品中的要求,这样能够保证与已有标准的连续性和一

致性。对于精梳产品,按照纱支范围,对线密度小于

20.8tex(48Nm)的山羊绒毯要求顶破强力不低于196
kgf/cm2,对线密度等于或大于20.8tex(48Nm)的山

羊绒毯要求顶破强力不低于225kgf/cm2;对于粗梳产

品,要求顶破强力不低于196kgf/cm2。

3.9 断裂强力

断裂强力指标主要是针对机织类山羊绒毯的考核

项目。强力是纺织产品最基本的质量要求指标,现有

其他相近产品标准中将优等品机织纯毛、毛混纺毛毯

的强力要求分为两档,优等品要等于或大于145N,一
等品 和 二 等 品 的 要 求 不 低 于120N。按 照 GB/T
3923.1测试方法,实验室进行的测试和企业实际测试

的数据见表5。
表5 断裂强力测试数据 单位:N

方 法 GB/T3923.1

试 样 经 向 纬 向

1# 134 140
2# 135 174
3# 245 266
4# 243 220
5# 153 106
6# 107 80
7# 156 293
8# 374 190
9# 215 165
10# 544 466
11# 130 180
12# 170 120

  从机织羊绒毯的实际断裂强力结果看,绝大多数

产品的强力要求基本上都在120N以上,但对于轻薄

产品(≤250g/m2)建议适当降低。因此,本标准中对

强力的要求分为两档:250g/m2以上的,优等品和一等

品、合格品分别要求不低于145N和120N;等于或低

于250g/m2 的,优等品和一等品、合格品分别要求不

低于100N和80N。

3.10 色牢度

山羊绒毯标准中将色牢度作为山羊绒毯的内在质

量的考核项目,由于GB18401和GB31701两个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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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中也将相关色牢度指标作为基本安全性能要

求,山羊绒毯标准将强标中的色牢度项目和其他相关

色牢度指标并在一块,以便于标准的使用。
(1)对于强制标准规定的色牢度,根据对山羊绒毯

的分类,将GB18401中的耐水、耐汗渍和耐干摩色牢

度以及GB31701中的耐湿摩擦色牢度作为标准中色

牢度考核项目,而且这4项色牢度指标的技术要求不

能低于强标中规定的要求。
(2)由于山羊绒毯属于比较高档的产品,大多会采

用干洗方式进行洗涤,因此山羊绒毯中把耐干洗色牢

度作为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
(3)山羊绒纤维属于蛋白质纤维,在日光的长时间

照射下会产生褪色,为使山羊绒毯在使用过程中能保

持较好的整体美观,山羊绒毯标准把耐光色牢度作为

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
对于色牢度等级要求,山羊绒毯标准中首先要求

产品要符合两个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8401(B类)和

GB31701(A类)的要求,即耐水色牢度、耐(酸、碱)汗
渍色牢度、耐(干、湿)摩擦色牢度,必须符合强制标准

中的等级要求;同时,结合山羊绒与羊毛相比更易受外

界光照的影响,以及山羊绒毯经常会采用干洗方式进

行清洁,标准中增加了耐干洗色牢度和耐光色牢度2
个指标。2个山羊绒毯样品的色牢度指标的测试结果

见表6。
表6 色牢度测试数据 单位:级

项 目 方 法 1# 试样2#

耐 水 GB/T5713
变色:4-5
沾色:4-5

变色:4-5
沾色:4-5

耐汗渍(酸) GB/T3922
变色:4-5
沾色:4

变色:4-5
沾色:4-5

耐汗渍(碱) GB/T3922
变色:4-5
沾色:3-4

变色:4-5
沾色:4-5

耐摩擦 GB/T3920
干摩:4-5
湿摩:4

干摩:4-5
湿摩:3-4

耐干洗 GB/T5711
变色:4-5
沾色:4-5

变色:4-5
沾色:4-5

耐洗 GB/T12490
变色:4-5
沾色:4

变色:4-5
沾色:4

耐光色 GB/T8627 变色:4 变色:4

  从实际测试结果看,耐水色牢度、耐(酸、碱)汗渍、
耐(干、湿)摩擦、耐干洗、耐洗和耐光色牢度等级均能

达到山羊绒毯标准中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的要求。

3.11 其他说明

保暖性是山羊绒毯最显著、最基本的功能,也是秋

冬季节人们选择羊绒制品的主要原因,在标准研制过

程中与有关企业沟通中发现,山羊绒毯的保暖性与产

品的厚薄和克重比较密切,而目前市场上山羊绒毯的

厚薄、克重比较大,难以统一标准进行衡量,鉴于山羊

绒本身的保暖性是公认的,只要产品中山羊绒含量达

到一定比例,其保暖性是能够保证的,因此,本标准中

暂不把保暖性作为内在质量的考核项目。

4 外观质量

山羊绒毯标准中对外观质量的考核项目,一是参

考现行标准对毯子类产品的要求,二是结合山羊绒毯

生产加工企业的实际经验进行确定,包括外观实物质

量、规格尺寸偏差和外观疵点。

4.1 外观实物质量

外观实物质量是指按照供需双方确认的标样或制

造方生产标样的质量,交货时供需双方按照确认标样

的质量要求,对产品质量进行评等。

4.2 规格尺寸

规格尺寸主要考核长度和宽度两个方向与设计规

定尺寸间的差异,用百分数表示。

4.3 外观疵点

外观疵点标准中规定了色差、压梭痕、补洞痕、蛛
网、缺纱、纱疵(油纱、色纱、紧纱、粗细纱)、错花纹、色
花、条痕、折痕、透色(串色)、局部露底、边角不良、边道

不良、印压花不良、纬档、循环差异、斑疵、长度不齐、局
部狭窄、格道歪斜、毯边质量等作为外观疵点的考核项

目。除色差外,其他疵点与纯毛和毛混纺毛毯要求一

致。

5 分等规定

山羊绒毯标准中规定,山羊绒毯产品的品等分为

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对于按照外观实物质量进行平等的产品,将明显

优于实物质量手感的山羊绒毯定为优等品,与实物质

量手感完全一致的定为一等品,与实物质量手感基本

符合的定为合格品。

6 结语

山羊绒毯行业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山羊绒产

品的特点,主要指标包括安全性要求、内在质量、外在

质量和分等规定四大类内容,其中内在质量部分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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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10个检测项目,为评定山羊绒毯产品的质量提

供了标准依据。同时保持了与现有标准的连贯性,符
合目前国内山羊绒毯企业生产的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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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AnalysisontheKeyProblemsin
theEstablishmentoftheIndustryStandardofCashmereBlanket

CHENLei,YINXiang-gang
(InspectionCenterofTextileIndustryProducts,NanjingCustomsDistrict,Wuxi214101,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taskofmakingtheindustrystandardofcashmereblanket,inordertomakethecontentofthestandard

reasonableandoperable,andmakethestandardassessmentindexmoresuitablefortheexistingmarketproducts,intheprocessof

makingthestandardofcashmereblanket,accordingtothegeneralideaofmakingthestandard,thetechnicalrequirementsforthe

qualityassessmentofcashmereblanketweredetermined,mainlyincludingsafetyrequirements,internalquality,externalqualityand

gradingregulations.Theestablishmentofinternalqualityassessmentitems,testmethodsandtechnicalparametersofcashmereblan-

ketwere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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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棉Cotton-Sim:塑料瓶回收利用的榜样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塑料作为便宜、美观、轻巧
的材料,开始在发达国家大量投入使用,然而,现在却
给我们的环境带来无穷的麻烦和灾难。

统计显示,近些年来每年平均有500~1300万t
的塑料垃圾,从都市下水道排入江河后被注入大海,或
从大小船舶上直接倾倒入海。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
塑料垃圾的重量加起来将超过鱼类的总重量。这些塑
料垃圾几经辗转,很可能进入鱼类、龟类等海洋生物的
肠道内。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塑料垃圾中,除了我们
熟悉的废弃塑料袋外,其次还有占大比例的废弃塑料
瓶。数据显示,全球每分钟售出100万个塑料瓶,一年
下来总数可达到5000亿个,相当于每秒钟消费2万个
塑料瓶。而这一数字到2021年预计还将增加20%。
遗憾的是,目前仅有不到一半的废弃塑料瓶被回收利
用,其中仅有7%被再生利用制造成新瓶子,而大多数
瓶子的下场都是混在垃圾中被填埋或流入海洋。这就
意味着废弃塑料瓶的增加速度远超回收利用的速率。

对于越来越严重的塑料污染,专家们已有共识:塑
料污染危及地球上所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繁衍的生
物,所带来的危机与气候变化的威胁不相伯仲,因为塑
料垃圾已经污染了几乎整个地球,无论是在海洋还是
在陆地都十分显而易见。

环保仿生棉COTTON-SIM技术是废旧塑料瓶的

又一项回收应用与纺织的技术,能进一步增加塑料瓶
的回收利用率和人们对循环经济、绿色环保的认识。

环保仿生棉COTTON-SIM是由曾祥先生主导开
发的环保不染色纺织产品,利用回收宝特瓶等废料,生
产出带色母粒,颜色以酞青颜料,着色过程不需用水,
通过拉丝生产成有色短纤,按特殊工艺混纺成彩色花
灰纱线,通过电脑配对成各种幻彩面料,再后整以丝柔
工艺处理,使其具有棉型手感的各种幻彩面料。仿生
棉幻彩不用染色,且原料成本比原棉成本低,缩减了传
统彩色花灰的工艺,使从原料到成衣更快捷、环保。

仿生棉可配搭任何材质,生产各种不同成份的面料。
仿生棉成衣可回收重新循环生产,赋于第二生命

延续,100%回收利用。
仿生棉CottonSim系列开发了两年多,色谱系列

近200个,布种近50多款,如平纹、拉架平纹、卫衣、抓
毛卫衣,双面,罗纹,空气层,毛巾,剪毛,丝盖棉,烧花,
印涂,3D编织等。仿生棉面料更可处理各种功能,而
成为功能性面料。与其他材质相互配合产品源源不绝
被开发。

仿生棉COTTON-SIM 系列产品采用了20%以
上的回收料生产的原料,符合GRS回收标准,并取得
了Oeko-Tex100环保认证。产品以绿色环保、循环利
用、健康生活为主题,深受欧美及国内用户的欢迎!

(来源:纺织科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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