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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二氧化钛水溶胶和KH-1超低甲醛树脂对棉织物进行免烫整理。探讨了制备二氧化钛水溶胶的转速、

整理工艺条件及洗涤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以(1010±20)r/min的转速制备的TiO2 水溶胶的整理效果最

好,最佳整理工艺为TiO2 水溶胶用量40g/L,KH-1树脂用量70g/L,pH值4.5,80℃预烘3min,150℃焙烘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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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织物常用的免烫整理剂分为无甲醛免烫整理剂

和N-羟甲基酰胺类树脂两大类,后者含有甲醛。目前

市场上常用的超低甲醛树脂基本属于 N-羟甲基酰胺

类树脂,经过改性处理,不但防缩防皱效果好,而且能

做到整理后织物上释放的甲醛量小于75mg/kg,符合

生态纺织品中直接接触皮肤类产品的要求。随着技术

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气候变化等原因,单一功能

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1]。市场上的功能整

理剂基本都是单一功能型的,且由于整理剂的属性及

加工条件各不相同,有些甚至互相干扰,这不仅使得多

功能整理的难度加大,而且整理效果也受到很大影响。
溶胶-凝胶技术作为材料制备的新方法之一,越来越多

地应用于纺织品功能整理中[2],且溶胶可以很容易进

行掺杂改性,能够赋予纺织品更多的功能,这为纺织品

的多功能整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本文以二氧化钛水溶

胶和超低甲醛树脂作为整理剂,对棉织物进行多功能

免烫整理,研究了整理工艺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试验织物:纯棉漂白机织物(29tex×29tex,236
根/10cm×236根/10cm)。

药品:自制TiO2 水溶胶(钛酸丁酯、冰醋酸、水的

物质的量比为1∶8∶60);KH-1超低甲醛树脂整理剂

(工业级,泰州瑞洋立泰精化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EL303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

有限公司);HH-S11-1型电热恒温水浴锅、101AB-1型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华联环境试验设备公司恒

昌仪器厂);SXJQ-1型数显直流无级调速搅拌器(郑州

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PBI横式压染机、R-3自动定型

烘干机(RapidCo.Ltd);WSB-3A 智能数字白度仪、

YG(B)912E纺织品防紫外线测试仪(温州大荣纺织仪

器有限公司);YGH065/PC电子织物强力仪(莱州市

电子仪器有限公司);NanoBrook90PlusZeta纳米粒

度仪(美国布鲁克海文仪器公司);PHS-3C精密pH计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工艺处方:KH-1树脂整理剂50-100g/L;TiO2
水溶胶20-100g/L;乙酰丙酮(稳定剂)与TiO2 的物

质的量比为1∶1。
工艺流程:浸渍整理液(浴比1∶20,室温,20min)

→轧液(轧余率80%)→烘干(80℃,3min)→焙烘

(150℃,2min)。

1.3 性能测试

1.3.1 折皱回复角

参照GB/T3819-1997《纺织品 织物折痕回复性

的测定 回复角法》,采用垂直法测试织物的折皱回复

角,以经纬向缓弹之和来表示织物的折皱回复角。

1.3.2 强力

参照GB/T3923.1-2013《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测试经向断裂强力。

1.3.3 白度

参照GB/T8424.2-2001《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相

对白度的仪器评定方法》,测试相对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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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防紫外性能

参照GB/T18830-2002《纺织品 防紫外性能的

评定》,测试织物整理前后的抗紫外线效果,用 UVA、

UVB(紫外线透射比)和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表
示,紫外线透射比越低,紫外线防护系数越高,说明织

物抗紫外线效果越好。

2 结果与讨论

2.1 制备TiO2 水溶胶的搅拌速度对整理织物性能的

影响

在制备TiO2 水溶胶时,搅拌速度分别采用(710±20)

r/min和(1010±20)r/min,测得溶胶粒径见表1。
表1 搅拌速度对TiO2 水溶胶粒径的影响

搅拌速度/r·min-1 平均粒径/nm

710±20 118.39
1010±20 39.76

  从表1中可以看出,转速为(1010±20)r/min下

制备的溶胶粒径明显比在转速为(710±20)r/min下

制备的溶胶粒径小的多,这说明搅拌速度越快,其溶胶

粒径越小。
选用两种不同搅拌速度制得的TiO2 水溶胶,溶胶

用量40g/L,KH-1用 量70g/L,pH 值4.5,按 照

1.2.1的工艺流程进行整理,测定整理织物的性能,结
果见表2。从表2可看出,与未整理织物相比,整理后

织物的折皱回复角明显增加,白度、断裂强力有所下

降。不同搅拌速度下制得的溶胶,对织物抗紫外效果

有很大影响,但对其他性能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别。
整理后的织物,在溶胶与树脂的共同作用下,纤维

之间发生了交联反应,故折皱回复角明显增加,白度、
断裂强力有所下降。此外,配置整理液时发现,加入乙

酰丙酮后整理液明显偏黄,这可能是造成织物白度下

降的原因主要原因。
在(710±20)r/min转速下制得的溶胶的粒径较

大,没有明显的抗紫外效果;在(1010±20)r/min转

速下制得的溶胶的粒径较小,有明显的抗紫外效果。
这是因为溶胶是静电相互作用引起的,醋酸提供 H+,
吸附在粒子表面,从而在粒子表面形成双电层,粒子表

面的双电层使粒子之间产生静电排斥作用,当粒子之

间的吸引力小于排斥力时,聚集的粒子分散成小粒子

形成溶胶[3]。溶胶粒径越小,粒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力

也就越小,粒子之间相互碰撞聚集的几率也就变小,溶

胶的稳定性就会增加,与树脂复配时的稳定性也增加,
容易均匀附着在织物表面,形成空间网状结构,从而具

有更好的抗紫外性能。
综合以上结果,确定选用(1010±20)r/min的转

速制备的TiO2 水溶胶进行整理工艺研究。

2.2 整理液pH值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固定TiO2 水溶胶用量为40g/L,KH-1用量为70

g/L,预烘温度80℃,预烘时间3min,焙烘温度150
℃,焙烘时间2min,调节整理液的pH值,测定pH值

的变化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测试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整理液pH的增加,抗紫外

性能逐渐提高,在pH值为4.5时达到最高,而后又有

所下降。这可能与TiO2 水溶胶的交联成膜性能有关,
在pH值等于4.5时成膜性最好,所以抗紫外性能最

高。试验中发现,当pH值等于6.0时,整理液开始出

现浑浊,这说明,随着酸性的进一步减弱,TiO2 已不能

以溶胶的形式存在,而以沉淀形式从整理液中析出,交
联成膜性能下降,抗紫外性能也随之降低。

随着整理液pH 的增加,断裂强力逐渐增大然后

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棉纤维的纤维素大分子中的1,4-
甙键对酸的稳定性很差,H+ 会使甙键发生断裂,导致

纤维受到损伤,造成强力下降;随着pH 值的增大,酸
性变弱,断裂强力也逐渐增大,pH值达到4.0以后,棉
纤维的受损程度趋于稳定,强力不再有有明显变化。

随着整理液的pH 的增加,织物的折皱回复角先

增加然后又略有下降,在pH值等于4.5时,折皱回复

角有最大值;pH值小于4.5时,织物的折皱回复角随

pH值增加而明显增大;pH 值大于4.5时,织物的折

皱回复角随pH值增加而略有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在

弱酸条件下,TiO2 的催化能力强,在pH 值等于4.5
时达到最强,促使树脂与树脂之间、树脂与纤维之间能

够充分交联。
随着整理液的pH 的增加,白度也是先增加然后

趋于稳定,这可能是因为酸性较强时,棉纤维更容易受

到损伤,导致泛黄,当pH值达到4以后,酸性变弱,棉
纤维的受损程度趋于稳定,白度也逐渐趋于稳定。

综合考虑,pH值取4.5。

2.3 TiO2 水溶胶用量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固定KH-1树脂用量为70g/L,pH值4.5,80℃预

烘3min,150℃焙烘2min,改变水溶胶的用量,测试溶

胶用量的变化对织物性能的影响,测试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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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制备TiO2 水溶胶的搅拌速度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搅拌速度
/r·min-1

折皱回复角
/(°)

白 度
/%

断裂强力
/N

抗紫外性能

UVA透射率/% UVB透射率/% UPF
原 样 128.9 81.9 326 9.9 6.89 12.91
710±20 246.8 76.8 298 8.89 3.45 21.75
1010±20 248.9 75.5 305 3.59 1.69 50+

表3 整理液pH值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pH值
折皱回复角
/(°)

白 度
/%

断裂强力
/N

抗紫外性能

UVA透射率/% UVB透射率/% UPF
2.0 223.3 70.3 227 5.85 2.24 30+
3.0 235.4 72.4 261 5.40 2.13 30+
4.0 240.2 75.8 303 4.00 1.86 30+
4.5 248.9 75.5 305 3.59 1.69 50+
5.0 246.8 76.7 295 4.16 2.13 30+
5.5 243.4 77.1 301 5.22 2.23 30+

表4 TiO2 水溶胶用量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TiO2 溶胶用量

/g·L-1
折皱回复角/(°)

白 度
/%

断裂强力
/N

抗紫外性能

UVA透射率/% UVB透射率/% UPF
20 221.5 76.5 299 5.76 2.07 30+
30 238.5 75.7 303 4.69 1.94 30+
40 248.9 75.5 305 3.59 1.69 50+
50 249.2 76.7 292 3.47 1.49 50+
60 249.8 73.5 295 2.84 1.43 50+
70 250.2 70.3 297 2.72 1.27 50+
80 249.5 69.4 289 2.63 1.08 50+
90 249.2 67.7 281 2.03 0.73 100+
100 250.7 65.2 272 1.65 0.68 100+

  从表4可以看出,随着溶胶用量的的增加,织物的

抗紫外性能逐渐提高,这是因为TiO2 本身就具有很好

的抗紫外性能,随着溶胶用量的增加,织物上的TiO2
含量增加,且交联成膜也愈加充分,在溶胶用量达到40
g/L以后,整理后的织物都达到防紫外产品的要求。

随着溶胶用量的增加,织物的折皱回复角逐渐增

加并趋于稳定,当溶胶用量小于40g/L时,折皱回复

角随溶胶用量的增加而增大;当溶胶用量达到40g/L
以后,折皱回复角的变化不再明显,这是因为一方面

TiO2 对 KH-1树脂的催化作用,使树脂与树脂之间、
树脂与纤维之间能够充分交联,形成三维网状结构,限
制了棉纤维的移动,赋予棉织物较好的抗皱性能;另一

方面溶胶在纤维表面形成二氧化钛空间网状结构,也
阻碍了纤维发生扭曲形变,从而达到抗皱的效果。

随着溶胶用量的增加,织物的断裂强力一开始没

有明显变化,当溶胶的用量达到80g/L以后,断裂强

力逐渐下降。这是因为随着溶胶用量的增加,TiO2 交

联成膜程度以及树脂与树脂之间、树脂与纤维之间的

交联程度都在增加,造成棉纤维的活动性能下降,在外

力作用下容易造应力集中而导致强力下降。
随着溶胶用量的增加,织物的白度也在逐渐降低。

这是因为乙酰丙酮的用量与TiO2 水溶胶用量是相关

联的,溶胶用量增加,乙酰丙酮的用量也在增加,造成

白度逐渐降低。
综合考虑,溶胶用量为40g/L时效果最合适。

2.4 KH-1树脂用量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固定TiO2 水溶胶用量40g/L,pH值4.5,80℃
预烘3min,150℃焙烘2min,改变 KH-1树脂的用

量,测试树脂用量的变化对织物性能的影响,测试结果

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随着KH-1树脂用量的增加,抗

紫外性能和白度都没有明显变化,说明树脂用量的变

化基本不会影响织物的抗紫外性能和白度。
随着KH-1树脂用量的增加,织物的折皱回复角先逐

渐增大,在树脂用量达到70g/L时折皱回复角出现最大

值,然后折皱回复角略有下降并趋于平缓。这说明树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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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一定值以后,继续增加树脂用量,树脂与纤维间的

交联程度不再增加,无法进一步提高折皱回复角。
随着KH-1树脂用量的增加,织物的断裂强力逐

渐下降,这是因为树脂与树脂之间、树脂与棉纤维之间

的交联程度逐渐增加造成棉纤维的活动性能下降,在
外力作用下容易造应力集中而导致强力下降。

综合考虑,树脂用量70g/L为宜。

2.5 洗涤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按照TiO2 水溶胶用量40g/L,KH-1树脂用量70
g/L,pH值4.5,80℃预烘3min,150℃焙烘2min的

工艺条件整理织物,分别进行热水洗和皂洗,在烘干后

测试其前后性能变化,测试结果见表6。

表5 KH-1树脂用量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树脂用量
/(g·L-1)

折皱回复角
/(°)

白 度
/%

断裂强力
/N

抗紫外性能

UVA透射率/% UVB透射率/% UPF
50 226.2 76.1 312 3.43 1.62 50+

60 235.1 75.8 310 3.55 1.75 50+

70 248.9 75.5 305 3.59 1.69 50+

80 246.6 75.7 283 3.42 1.66 50+

90 245.3 76.1 267 3.57 1.68 50+

100 245.8 76.5 256 3.45 1.55 50+

表6 洗涤对整理织物性能的影响

水洗条件
折皱回复角
/(°)

白 度
/%

断裂强力
/N

抗紫外性能

UVA透射率/% UVB透射率/% UPF
未水洗整理样 248.9 75.5 305 3.59 1.69 50+
热水洗 1次 241.2 81.0 289 3.59 1.54 50+

2次 240.8 83.2 278 3.21 1.35 50+
3次 240.3 85.8 280 2.83 1.08 50+
4次 240.5 86.1 281 3.47 1.41 50+

皂 洗 248.5 94.5 315 3.81 2.60 30+
 注:热水洗条件为沸煮30min,浴比1∶50;皂洗条件为皂片5g/L,碳酸钠2g/L,60℃皂煮30min,浴比1∶50。

  从表6可以看出,经过热水洗后,织物的折皱回复

角略有下降,洗涤次数对折皱回复角没有明显影响。
抗紫外性能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加反而有所提高,但次

数过多,抗紫外性能又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热水沸

煮可改变纳米二氧化钛的构型,改善与织物的结合牢

度,提高了抗紫外能力,但煮的次数过多可能会造成织

物上二氧化钛的流失,导致抗紫外性能又有所下降。
热水洗后断裂强力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整理是在

酸性条件下进行的,布面偏酸性,在沸煮时酸性对织物

又会造成损伤,导致强力下降,多次热水洗后,布面的

酸性已基本消除,不会再进一步损伤织物,所以强力不

再持续下降。热水洗后,织物的白度逐渐上升,甚至比

原布的白度还要好,这可能是织物上的乙酰丙酮被逐

渐洗净造成的。
经过皂洗后,织物白度大幅提高,比热水洗的白度

还要好,可能是碱性条件下皂片对乙酰丙酮的去除非

常彻底。皂洗对折皱回复角和断裂强力基本没有影

响。经过皂洗的织物的 UVA和 UVB透射率及UPF
都有所降低,比热水洗的效果差,可能是由于皂洗时流

失的二氧化钛更多,导致抗紫外性能下降。

3 结论

(1)以(1010±20)r/min的转速制备的TiO2 水

溶胶的整理效果好。
(2)TiO2 溶胶免烫整理的最佳工艺为TiO2 水溶

胶用量40g/L;KH-1树脂用量70g/L;pH值4.5;80
℃预烘3min;150℃焙烘2min。

(3)整理后的织物热水洗2~3遍,可以提高白度,
进一步提升抗紫外性能。

参考文献:

[1] 魏孟媛,和杉杉,隋阳华,等.功能性纺织品的上海市场调

研及分析[J].产业用纺织品,2014,(2):35-39.
[2] 汪 青.溶胶-凝胶技术在纺织品多功能整理中的应用

[D].上海:东华大学,2010:1-3.
[3] 王 佳,陈 英,杨 悦.二氧化钛水溶胶的制备及应用

[J].北京服装学院学报,2011,31(4):46-51.

·92·     2018年第9期             应用技术




ApplicationofTiO2HydrosolinMulti-functional
Easy-careFinishingofCottonWovenFabric

LIZhao-hui
(JiangsuAdvancedTextileEngineeringTechnologyCenter,

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Theeasy-carefinishingofcottonwovenfabricwascarriedoutwithTiO2hydrosolandKH-1resin.Theeffectsofthe
agitationspeed,finishingprocessandwashingontheperformancesoffinishedfabricswerediscussed.WhenTiO2hydrosolwaspre-

paredatagitationspeedof(1010±20)r/min,thefinishedfabrichadgoodeffect.Theoptimalfinishingprocesswasasfollows:TiO2
hydrosol40g/L,KH-1resin70g/L,pHvalue4.5,dryingat80℃for3min,curingat150℃for2min.

Keywords:TiO2hydrosol;easy-carefinishing;cotton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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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MachineLearningTechnology
inLoomProductionStatusPrediction

HOUTao
(ComputerScienceColleg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6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tendservicelifeofwarpknittingmachine,machinelearningtechniquesincludedprincipalcomponentanal-

ysistheoryanddistancediscriminationmethodwereintroducedintothereal-timemonitoringandfaultpredictionsystemofwarpknit-

tingmachine,soastoimprovetheadaptabilityofoperationstatepredictionundercomplexandchangeableproductionenvironment,

andprovideintelligenceofitsfaultprediction.Onthebasisofrepeatedexperiments,thevariousindexesofwarpmachinefaultpredic-

tionwereanalyzed,andthewarpknittingmachinefaultpredictionmodelbasedondistancediscriminationmethodwasestablished.

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faultpredictionmodelconstructedbythedistancediscriminantmethodhadhighprediction

accuracy,andthepredictionresultwaslessaffectedbyexternalenvironment.Goodpredictionresultswereobtained.Ithadcertain

practicabilityandreliabilityinensuringthenormaloperationoflooms.

Keywords:faultpredictionofwarpknittingmachine;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heory;distancediscriminationmethod;ma-

chinelearning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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