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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量化与评价

郝彩 1，邱笑笑 1，王晓蓬 2，3，王来力 3，4，5

（1.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浙江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8；3.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18；4.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18；5.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综述并比较了纺织服装品牌企业和供应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举措以及可持续发展第三方

评价标准。得出结论：服装品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关注碳排放与能源使用、固废管理、水资源消

耗、化学品管控、材料选择与使用等方面；纺织服装供应商围绕品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联合国 SDG6、

SDG12和 SDG13开展行动；可持续发展第三方评价与认证标准聚焦纺织服装原材料选择、产品生产加工、

回收再利用以及产品可持续性评价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客观评价和认证保障。

基于 COVID-19 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综述

于学智，贾艳梅，张月

（辽东学院，辽宁丹东 118003）

摘要：从防护功能角度阐述了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分类，重点从医用一次

性防护服的结构及材料加工技术、性能评价及临床应用 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解决防护性和舒适性相

互矛盾的问题，为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提供优质、舒适、耐用、抗污染的产品，为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研

发、生产、标准制定、使用及市场质量监管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和欧盟标准在防护安全方面更加注重防护服液态阻隔能力的评价，而我国标准更加侧重对液体和



气溶胶颗粒阻隔能力的要求。液体防护方面，GB 19082—2009仅对防护服材料进行了“静水压试验”和“沾水

试验”的要求，不能满足在严苛条件下对医护人员安全防护的需要。与之相比，NFPA 1999:2018规定防护服

必须通过 ASTM F1359:2012的检测，能模拟防护服在更接近实际使用状态下液体阻隔性能的好坏。欧盟 EN

14126:2003采用穿透时间来评价液体阻隔性能，并且作出了分级要求。

GB 19082—2009将防护服抗合成血液渗透性指标分为能够等效欧盟 EN 14126:2003的 6个不同等级。

美国 NFPA 1999:2018将其对合成血液的检测与液态阻隔能力的检测进行了合并，采用经表面活性剂处理后

的水模仿血液和体液，更易渗透，说明该标准对抗合成血液渗透性测试要求相对更严苛。

ZIF-8 多孔材料的研究进展及其在印染中的应用展望

易 帆 1，王雪梅 1，洪国英 1，赵亚栋 2

（1.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2.兰州三毛实业有限公司，甘肃兰州 730300）

摘要：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气体吸附与储存、染料废水吸附、催化、

传感、分离及药物缓释等方面展现了优异的性能。介绍了MOFs 的分类，总结了MOFs 的子类材料 ZIF-8

多孔材料的合成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总结并展望了 ZIF-8 多孔材料在合成染料乃至天然色素印染方

面的应用。

ZIFs 材料作为MOFs 材料的一个分支，是由 Co2+或 Zn2+与咪唑配体自组装形成的一类材料。ZIFs 不仅

具有类似沸石的结构，而且具有MOFs 材料的传统特征，因此具备优秀的热稳定性及化学稳定性，同时还

具有大的比表面积、高孔隙率和孔道可调性。晶体结构如图 1所示。

目前，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是治理染料废水最有效的途径，这些处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相关文

献表明：ZIF-8 材料对染料废水有相当好的吸附作用。张磊等通过溶剂热法制备出具有方钠石结构的 ZIF-8

晶体材料，并对亚甲基蓝和甲基橙染料进行了吸附。结果表明：ZIF-8对阳离子染料亚甲基蓝的吸附效果非

常好，对阴离子染料甲基橙的吸附效果较差。王静等通过溶剂法制备出 ZIF-8材料，并对染料活性黑 KN-B、

活性红 3BS、活性艳蓝 KN-R 进行了吸附降解实验。结果表明：ZIF-8 对活性黑 KNB、活性红 3BS 的吸附

降解效果较好，对活性艳蓝 KN-R的吸附降解效果较差。



远红外功能纤维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霍子龙，许 多，吴圆凤，杨 超，吉 强

（塔里木大学机械电气化工程学院，新疆阿拉尔 843300）

摘要：研讨了远红外纤维的研究现状，介绍了常用远红外添加剂、制备方法以及远红外纤维的功能，

并对远红外纤维的应用前景进行探究，为远红外功能纤维的开发及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

在成纤聚合物聚合过程中添加一定量的远红外添加剂，经铸带、切粒等工序制成具有远红外功能的材

料切片。再以切片为原料，通过螺杆挤出机熔融或溶解在相应溶剂中，配制成纺丝熔体或者纺丝溶液，经

过混合、过滤等纺前处理后纺丝制得。该方法所得产品质量良好且纺丝加工过程中稳定性良好，但生产成

本高。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公司孙海波等采用该方法将聚酯切片磨成粉末，再将生物质石墨烯按一定比例

加入到聚酯粉末中，混合均匀后加入到螺杆挤出机中挤出、切粒，制得生物质石墨烯改性聚酯母粒，再通

过熔体纺丝机进行纺丝制备出生物质石墨烯改性聚酯纤维。与普通聚酯纤维相比，该纤维力学性能得到改

善，抗菌性能及远红外性能得到显著提高，且该纤维制成的面料对人体血流灌注量提高了 21%，皮肤表面

温度升高了 4%。

氨纶染色性能的研究

蒋伟永，申晓星，方 未，沈灵丽，闵宇迪，袁梦林

（嘉兴南湖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对比分析了常见染料（活性染料、酸性染料、分散染料和阳离子染料）对氨纶的染色性能差异，

并对不同类型染料上染氨纶的机理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分散染料对氨纶有较好的沾色作用，弱酸性染

料中的 1∶2金属络合染料对氨纶有较好的染色效果，活性染料和阳离子染料对氨纶基本不上色。

氨纶为氨基甲酸酯聚合而成的纤维，分子中基本不具有离子基和强亲水基，而具有芳环和疏水亚甲基

链，因此氨纶是一种疏水性纤维。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分散染料可与氨纶以较强的范德华力结合，还可以

形成少数氢键结合，因此分散染料上染氨纶后得色较深（如图 3所示）。氨纶的软、硬链段交叉排列，且

具有软链段占比 80%以上的微相结构，使分散染料容易上染；但在纤维拉伸状态下，染料容易解吸，所以

分散染料上染氨纶后，耐皂洗和耐摩擦色牢度均较差



环保型活性蓝 PL-2B 的应用性能

刘炜炜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1703）

摘要：介绍了合成工艺改进后的安诺素®活性蓝 PL-2B 的应用性能，并与原标样 C.I.活性蓝 220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改进后的安诺素®活性蓝 PL-2B 耐日晒色牢度提高至 6~7 级，其他应用性能较 C.I.活性蓝

220均有提升，可以替代原有的标样。

提升力对于染料的染深性十分重要，是评价染料价值的重要指标。染料的提升力主要取决于染料在纤

维表面的聚集程度和向纤维内部扩散的速度。由图 1可以看出，活性蓝 PL-2B 与 C.I.活性蓝 220的提升力

相当，两只染料均具有较好的提升力。

织物复合用水性聚氨酯黏合剂适宜的交联形式

余冬梅，徐 璀，王小君，牟 静，熊 露，敬小波

（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杭州 311215）

摘要：以甲苯二异氰酸酯（TDI）、三羟甲基丙烷（TMP）、甲乙酮肟（MEKO）为原料，合成了一种

小分子潜固化交联剂。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单组分分子内交联、粒子间潜固化交联以及粒子内潜固化交联对

水性聚氨酯热熔黏合剂拉伸强度、热熔性、织物复合剥离强度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组分分子内交联的

交联效率最高，黏合剂拉伸强度提升最大，但影响热熔性；粒子间潜固化交联虽然不影响热熔性，但交联

效率低，最终剥离强度也没有提高；而粒子内潜固化交联既不影响热熔性，又能充分提高黏合剂的拉伸强

度，是织物复合用水性聚氨酯热熔黏合剂最合适的交联形式。



由图 1可以看出，图 1b布面上黏合剂的残留量明显比图 1a多，说明WPU-1′所含的潜固化交联剂已经

发生了部分交联，使黏合剂的热熔温度升高；在WPU-1′处理的 PVC 面上，白色的 PVC 更多，黑色的 PU

更少，也证实了WPU-1′的热熔性能变差。由此说明 3,5-二甲基吡唑制备的小分子潜固化交联剂 B#在热熔贴

合前已经发生了部分交联，对热熔性能的影响比甲乙酮肟制备的潜固化交联剂 A#大，添加潜固化交联剂

A#的WPU-1更适合用作织物热熔复合黏合剂。

无尘亲水硅油 KF-333 的应用

华香群

（清远市金沣顺助剂有限公司，广东清远 511500）

摘要：棉针织物冷轧堆前处理和染色时，织物长时间在碱剂作用下或经其他处理如煮练或生物酶抛光

后，表面纤维发生损伤，在后续进行柔软整理时容易断裂成短纤维形成毛尘。线性多元共聚嵌段改性有机

硅合成的无尘亲水硅油 KF-333 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测试无尘亲水硅油 KF-333的相容性，并将其各项

应用性能与市面上多种普通硅油以及同类型硅油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无尘亲水硅油 KF-333相容性好，广

泛适用于各种棉针织物在定形机上的后整理加工；水洗时除毛尘效果优，织物的亲水性和增深效果均能达

到客户要求。

由图 1 可以看出，普通的蓬松硅油和增深硅油整理后，水洗毛尘脱落较多且有毛尘漂浮现象，一般的

亲水硅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毛尘的脱落，但仍达不到生产或客户的要求；而无尘亲水硅油 KF-333能很

大程度地减少毛尘脱落，解决毛絮漂浮等问题，达到客户的要求。



分散染料染涤纶的追加染料工艺

王江波，陈志华，马 昀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摘要：染色一次成功率达到 100%是不可能的。涤纶织物的染料追加要谨慎，尤其是含有氨纶的面料，

单位面积质量易变轻，且氨纶弹性会降低。从工艺和助剂方面探讨涤纶追加染料的重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染料组合的阶段染色和单只染料的阶段染色等方面探讨染料上染温度区间，以此确定追加染料工艺。

由图 2可知，E型分散染料组合在温度升至 90 ℃时，染料已经上染了 30.92%；当温度升至 110 ℃时，

染料上染率由 30.92%迅速升至 77.98%，所以在 90~110 ℃温度区间要采用较低的升温速率（1 ℃/min），并

在 90、100 ℃时分别保温 10 min，防止染料在此温度区间因急剧上染产生色花。

出缸对色如色光有偏差，则需进行修色，以色光偏蓝为例，需补加一定量的分散黄 ACE。从图 2单只

分散黄 ACE的上染规律来看，在温度升至 80 ℃时，染料已经上染了 50%左右，当温度升至 90 ℃时，染料

上染率已接近 90%，为了保证织物单位面积质量减少幅度尽可能低，在制定修色染色程序时，从涤纶的无

定形区玻璃化温度 67 ℃开始，即 65~90 ℃要慢慢升温。E型分散染料追加工艺曲线如下所示，只需升温至

110 ℃即可完成上染。由图 3可以看出，SE 型分散染料组合在温度升至 105 ℃时，染料已经上染了约 30%，

当温度升至 120 ℃时，染料上染率由 30%左右迅速升至 80%左右，所以在 105~120 ℃温度区间要采用较低

的升温速率（0.5 ℃/min），并在 90、100 ℃时各保温 10 min，防止染料在此温度区间因急剧上染产生色花。

织物印花白芯、白点疵病的防止及克服

胡木升

摘要：白芯、白点是织物印花的常见疵病之一，发生率较高，数量多，疵病成品的修复耗费大量人力，

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延长印花产品的完成周期，造成经济损失。阐述了印花织物白芯、白点的疵病形态、

产生原因及克服办法，并介绍了短纤、花衣毛的存在形式、形成原因及去除方法。

烧毛是目前去除织物表面短纤、花衣毛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将纱线或织物迅速通过火焰，或在炽热的

金属板表面擦过，烧去表面茸毛，使织物表面光洁平整、织纹清晰。烧毛的火焰温度都高于各种纤维的分

解温度和着火点，烧毛能去除大部分短纤、花衣毛。但存在下列问题：（1）潜在的短纤、花衣毛去除不了。

在后续染整加工中，织物因拉伸、摩擦、经纱浆料的去除、织物捻度和纤维形态的变化等，导致短纤、花

衣毛又出现。（2）目前常用的气体烧毛机对紧密厚实的、棉结棉粒较多的织物烧毛效果不理想。（3）烧

毛多安排在退浆前进行，有部分短纤、花衣毛因浆料的覆盖而不易烧去。（4）因烧毛机车速较快，烧断的

游离于织物表面的短纤、花衣毛飘扬在空中，有许多又被吸附或裹覆在织物表面落入布箱，增加了清除难

度。



改性涤纶/锦纶弹力针织混纺面料的染色工艺

皮建兵 1，张 贵 1，杨爱民 2

［1.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广东广州 511462；2.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改性涤纶/锦纶弹力针织混纺面料传统染色采用两浴法，但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布面颜色深度

不够、颜色稳定性差等问题，且时间长、能耗大、污水处理成本高。针对以上情况，优选染料及助剂，提

出了改性涤纶/锦纶弹力针织混纺面料的一浴法染色工艺，通过测试 K/S 值、色牢度优化一浴法染色工艺。

结果表明，一浴法染色可以大大缩短染色时间，且各项色牢度达到传统染色效果；可使织物的颜色深度超

过二浴法，并获得良好的颜色稳定性；能大幅度节约能源，减少污水的产生和排放，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染色成本。

一浴法染色工艺中助剂配方为：防沉淀剂 SE 1.0 g/L，酸性匀染剂M 2.0 g/L，分散阳离子匀染剂 ODX 1.0

g/L，有机释酸剂 VS 0.5 g/L，HAc 1.0 g/L。一浴法染色工艺曲线如下所示：

与二浴法工艺相比，一浴法染色工艺中增加了防沉淀剂 SE。因为阳离子染料和酸性染料同浴易发生沉

淀反应，为防止该反应引起色点、染花等布面质量问题，需要加入防沉淀剂，以保证其匀染性。加入防沉

淀剂 SE 后则无色点、染花现象，可获得较好的匀染效果。

海藻酸钠/FS-80E 复合糊料在圆网印花中的应用

周志勇 1，韩海燕 2

（1.青岛永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青岛 266109；2.咸阳际华新三零印染有限公司，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海藻酸钠（SA）不适合印制大面积和精细花纹，且近年来价格上升；合成增稠剂 FS-80E存在可

纺性差，在实际应用中会相互沾污的缺点，将 SA 与 FS-80E复配成复合糊料，以克服上述缺点。研究不同

复配比例对复合糊料黏度、抱水性、存储性、流变性、脱糊率以及花纹清晰度的影响，以期获得印花效果

好、应用广泛、成本低的复合糊料。结果表明：当 SA、FS-80E质量比为 6∶4时，圆网印花中花纹的轮廓

清晰度显著改善。

抱水性即原糊对水分的抱合能力，指该糊料的膨润性、吸水性和耐稀释性。结构黏度大的原糊抱水能

力强，但抱水性太强，汽蒸过程中会吸收过多的水蒸气，造成花纹模糊；抱水性太弱，色浆中游离在水中的染料

很容易向纤维内部扩散造成渗化。由表 2可以看出，随着 FS-80E复配比例的增加，水沿着滤纸上升的高度逐渐



降低，说明糊料的抱水性越来越好。抱水性和结构黏度有关，海藻酸钠的结构黏度低，抱水性差；FS-80E 为高

分子化合物，分子间能形成较为稳定的网状结构，结构黏度大，抱水性强。圆网印花糊料理想的上升高度应在

1.0~2.0 mm，表 2中各复配比例的复合色浆均能满足要求。

染色中醋酸对锦/氨弹力针织布规格的负面影响

李宽绪，胡德芳

（广东德润纺织有限公司，广东顺德 528306）

摘要：醋酸在锦/氨弹力针织布染色中因成本低而被频繁使用。弹力针织布的主要原材料是锦纶和氨纶，

规格控制主要在定形工序上，但在染色过程中醋酸对锦/氨弹力针织布的规格有影响（氨纶含量不同，影响

大小不一样），即染液 pH对弹力针织布中的氨纶有影响。在染整加工中保持合理 pH，氨纶力学性能不受

到损伤，有利于保持含氨纶针织布的良好弹性。弱酸性染料合适的染色环境是弱酸性，pH控制在锦/氨弹力

针织布弱酸性染料染色中特别关键，pH为 5左右比较合适。

新染色工艺配方：酸性黑 2.70%(omf)、酸性红 0.30%(omf)、酸性黄 0.33%(omf)，释酸剂 1.0 g/L，抗皱

剂 2.0 g/L，匀染剂 1.00%，固色剂 5.00%，净洗剂 0.5 g/L。新染色工艺曲线如下所示：



锦/氨弹力针织布染整加工中应保证其伸长后可快速松弛和回复。新染色工艺控制染浴 pH为 5左右，

连续生产多缸大货，单位面积质量、幅宽、拉伸率都符合要求。再次验证了醋酸会影响弹力针织布中氨纶

的弹性。为了减少醋酸对氨纶的影响，应使用释酸剂代替醋酸，尤其是部分特别不耐酸的氨纶一定要用释

酸剂代替醋酸；如果使用醋酸，应控制用量，保持染浴 pH为 5左右。目前，醋酸使用过量导致氨纶失弹、

膨胀是比较明显的。

玫瑰纤维高效液相色谱法的样品前处理条件

贺志鹏 1，商景昆 2，季卫坤 3

［1.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北京 100026；2.中纺协（北京）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100068；3.北京

麻世纪流行面料研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70］

玫瑰纤维作为市面上新出现的一类再生纤维素纤维，对丰富有效供给、满足差异化需求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并无相应的鉴别方法，严重影响了其销售和应用。主要研究了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玫瑰纤维进行

鉴别时，样品的前处理萃取条件。在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玫瑰纤维鉴别时，萃取前处理阶段宜使用乙

腈作为萃取试剂，采用超声波萃取法。当所测样品为再生纤维素纤维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对比

保留时间 25 min左右的出峰情况可以判断样品中是否含有玫瑰纤维。

智能健康监测女性运动内衣的设计

杨钰蝶 1，2，许黛芳 1，欧嘉欣 1，胡伊嬿 1，胡啟美 1，周雅玲 1

（1.嘉兴学院设计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2.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为获得一款兼具舒适性与功能性的智能健康监测女性运动内衣，以传感器的安装部位和方法为

核心，设计制作 9款运动内衣。实验测得穿戴者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 3种状态下的主观感受值和客

观生理数据。结果表明，可采用内层粘贴的方式将心率传感器加入到运动内衣肩带处，采用夹入面料中间

的方式将温度传感器加入到运动内衣肩带处。



由表 7可知，温度传感器与外接温度仪差值 S1、S2、S3 最小，S7、S8、S9 最大；其中 S7、S8、S9差

值明显过大，且 S8 差值最大。S7、S8、S9 均选用外层粘贴方式，布料对热量传递的阻隔作用明显，导致

外层粘贴的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数据明显小于真实数值。在 S7、S8、S9 3款中，差值最大的是 S8，因为运动

内衣中胸口位置的材料最厚，包括面布、内衬布和海绵垫，经过多层材料的阻隔，温度传感器感知的数值

比较小。S1、S2、S3 和 S4、S5、S6 分别采用内层粘贴和夹在面料中间的安装方式。内层粘贴直接与人体

表皮接触，获得的数据最准确；夹在面料中间的传感器与人体表皮之间隔了一层内衬布，但内衬布较薄，

阻隔作用不明显。所以，从温度传感器数值准确性的角度来看，采用内层粘贴和夹在面料中间两种安装方

式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