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染整常见 3 大技术难题

染整常见技术难题(1)齐聚物的产生和去除

以下关键词：低聚物、齐聚物、白粉等可以找到约 60篇相关讨论，对于低聚物产生染疵的疑问是比

较常见。下面做一个问题总结

定义：低聚物（Oligomer）又称齐聚物、寡聚物、短聚合物

是存在于涤纶纤维内部的一种与涤纶纤维相同化学结构的低分子物，它是在涤纶纺制过程中的副产物。一

般涤纶中含有 l％~3％的低聚物。低聚物是由较少的重复单元所组成的聚合物，其相对分子质量介于小分

子和高分子之间。其英语为“oligomer”词头 oligo 来自于希腊语的ολιγος，意为“一些”。大部分

的涤纶低聚物是 3个乙基对苯二甲酸酯形成的环状化合物。

影响低聚物的影响：布面产生色点、色斑；纱线染色产生白色粉末

当温度超过 120℃时，低聚物能溶解在染浴中并从溶液中结晶析出，与凝聚的染料结合。冷却时沉积到机

械或织物的表面彤成色斑、色点等疵病。而分散染料染色一般在 130℃保温 30 分钟左右才能保证染色深度

和牢度。因此，解决办法，浅色可以选择在 120℃保温 30min，深色必须存染色前进行前处理。此外，碱性

条件下染色也是解决低聚物的有效方法。

综合措施：具体处理措施

1.坯布在染色前采用 100％NaOH3％。表面活性洗涤剂 l％。于 130℃下处理 60min 浴比 l：10~l：15，采

用染前处理法对涤纶纤维有一定侵蚀作用，但对去除低聚物极为有利。对涤纶长丝织物可减少“极光”，

对中短纤维可改善起毛起球现象。

2.控制染色温度在 120℃以下，采用适当加用载体染色方法，可减少低聚物的产生，并可同样获得染色深

度。

3.在染色时加入分散保护胶质助剂，既可产生匀染效果，又可阻止低聚物在织物上沉淀。

4.染色后，将染液自高温急速排出机外，排液时间最多 5 min。因低聚物在温度 100～120℃时均匀分布于

染液中，温度在 100℃以下时易积聚沉淀在染色物上，但这样做有些厚重的面料容易形成褶皱。

5.采用碱性条件染色，可有效降低低聚物的形成，去除布面残留的油剂，但必须选用适合碱性条件染色的

染料。

6.染色后用还原剂清洗，加入 32.5％(380Be)NaOH 3—5ml/L,保险粉 3～4g／L, 70℃处理 30 min,然后冷

洗、热洗、冷洗，用醋酸中和。

针对纱线白粉：

1)彻底的方法是高温排液法

例如 130℃恒温后立即开排液阀就完成(120℃也可以，但不可再低,因为 120℃是涤纶玻璃转换点)

●话虽如此说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问题最困难：高温排液的那一剎那声音及机械的振动很

惊人,老化的机械易振裂或螺丝松动,机械龟裂染色机械会爆炸(特别注意)●要改装最好请到机械原厂来设

计改装,不可随便将人命当儿戏●排液有向水槽内排法及向大气外界排法两种●要注意排完后产生回冲现

象(有经验染缸制造公司很清楚)●高温排液有缩短染色的优点但重现性不良的工厂就很困扰

2)无法高温排液的工厂,可以使用 Oligomer 洗净剂在还原洗净的工程中取代洗净剂,但效果不是 100%●染

色后要勤于洗缸,中深色约 5缸以后要洗缸一次●如果目前液流染色机已经一大堆白粉垢,第一要务就是洗



缸

染整常见技术问题（2）色花产生原因解决办法

而色花问题则是被问及第二多的问题：

下面关于色花做一个综合整理，一是原因，二是解决办法，三是相关资料

一、 综合起来产生的原因有：

1、工艺制定及操作问题：

制定工艺不合理或操作不当产生色花；

工艺不合理（如升降温度过快）

操作不良，染色时打结，染色时停电；

升温过快，保温时间不够；

煮练水洗不净，布面 PH 值不均；

胚布含油浆量大，煮练后尚未全部清除；

前处理布面均匀程度

2、设备问题：

设备故障

如分散染料染涤纶后热定形机烘箱内温度不一也易产生色差色花，绳状染机泵力

不足也易造成色花等。

染色容布量过大，过长；

染色机运行速度慢；染者无疆

循环系统堵塞，流速过慢，喷嘴不适宜等。

3、原料问题：

纤维原料、织物组织均匀程度

4、染料问题：

染料易聚集、溶解度差，配伍性欠佳，对温度、PH 太敏感均易产生色花及色差。

如活性翠兰 KN—R 就易产生色花。

染色原因，包括染料匀染性差，染色时染料的泳移，染料细度太细

5、水质问题：

水质不佳，造成染料与金属离子结合或染料与杂质凝聚造成色花，色浅色不附样

等现象。

染浴 PH 值调节不当；



6、助剂问题：

助剂用量不当；对于助剂问题中，与色花有关的助剂主要有渗透剂、匀染剂、螯

合分散剂、PH 值控制剂等。

二、对于各种色花的解决办法

(一)煮练不匀不透造成色花。

煮练不匀不透，织物上杂质去除不匀使织物部分吸湿率不一样，产生色花。

措施：（染者无疆）

1.煮练助剂分批次定量注入，助剂要落齐。双氧水在 60-70 度注入效果更佳。

2.煮练保温时间一定要严格按照工艺要求保温。

3.死布缠布处理要继续保温一断时间。

(二)煮练水渍不清，胚布带碱染色造成色花。

措施：

清洗水后即 10%冰醋酸中跟残碱后再洗水，使布面 PH7—7.5。

(三)煮布后布面残氧处理不干净。

措施：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除氧酶助剂来完成除氧处理，正常程序定量注入冰醋酸 5分

钟，升温 50 度运行 5分钟，用清水定量注入除氧酶，保温 15 分钟，取水样测含

氧。

(四)化料不均，染料溶解不充足造成色花。

措施：

先冷水搅拌，再用温水溶解，根据染料属性，调节化料温度，正常活性染料化料

温度不宜超过 60 度，特殊染料要冷水化料，如艳兰 br_v，可采取单独化料，一

定要充足搅拌，稀释过滤后运用。

(五)促染剂（元明粉或食盐）加入速度过快。

后果：

过快会使绳状织物表面里带促染剂，浓度不一样，造成表里促染率不一样，而形

成色花。



措施：

1.染剂应分批加入，每次加入应缓慢均匀。

2.分批加入应前次少，后次多，每次加入相隔 10—15 分钟，使促染均匀。

(六)固色剂（碱剂）加入过快，过多，造成色花。

措施：

1.正常落碱分 3次定量注入，先少后多的原则，第一次用量 1%10.第二次 3%10.

最后 6%10.

2.每次加入应缓慢均匀。

3.升温速度不宜过快，绳状织物表面有差异造成吸色率相差而色花。严格要求控

制升温速度（1—2℃/min）调节两边蒸气量。

(七)浴比过小，造成色差色花。

现在很多厂是气流缸染色设备，

措施：按工艺要求掌握水量。

(八)皂洗色花。

染后洗水不清，皂洗时 ph 含量偏高，升温过快造成色花。升温到指定温度后要

保温一定时间。

措施：

洗水干净，部分厂用酸性皂洗剂中和，要在染机里运行 10 分钟左右，然后升温，

敏感色如湖蓝，彩兰等条件方便的话，尽量测试下 ph 再进行皂洗。

当然随着新型皂洗剂的出现，市面有低温皂洗剂，另当别论.

（九）染浴洗水不清，造成色花色斑。

皂洗后残液洗水不清，从使织物表里带残色液浓度不一样，在烘干时固着在织物

上形成色花。

措施：

染后要充足洗水，去除浮色。

（十）加色造成的色差（缸差，条差）色花

1.色差原因：



A、加料快慢程度不一样。要是促染剂量加入少，是否分次加入都有影响，如一

次性加入，时间短，促染不充足，造成色花。

B、加料两边，蹭不均匀，引起条差，如一边深色多，少的一边浅。

C、保温时间

D、剪样对色手法不一样造成色差。要求：同一手法剪样对色。

如：保温 20 后剪样对色，且剪样后水洗程度不一样。

E、浴比大小不一造成色差。小浴比：色深 大浴比：色浅

F、后处理程度不一样。后处理充足，浮色去除充足，较后处理不充足的要色浅。

G、两边，中间有温差，造成条差

加色要慢，至少定量注入 20 分钟，敏感色在 30-40 分钟。

2.加料追色。

1）色浅状况：

A、首先要核对原工艺处方单，根据色差程度跟织物重量称取染料。

B、追色染料必须充足溶解，充足稀释，并经过滤后运用。

C、追色对应在常温条件下加料，加料对应缓慢，均匀，以防操作过急造成再色

花。

2）色深状况

A、加强皂洗，充足后处理。

B、加 Na2CO3 作轻微脱色处理。

染整常见技术问题（3）色牢度问题

根据统计，牢度问题是所有染色疑问中被问及对多的问题。染色牢度对染色、印花织物的质量要求很

高，染色状态变异的性质或程度可用染色牢度来表示。它与纱线结构、织物组织、印染方法、染料种类及

外界作用力大小有关。不同的染色牢度要求，会引起很大的成本差异和质量差异。

6种主要纺织牢度

1．日晒牢度日晒牢度是指有颜色织物受日光作用变色的程度。其测试方法

可采用日光照晒也可采用日光机照晒，将照晒后的试样褪色程度与标准色样进行

对比，分为 8级，8级最好，1级最差。日晒牢度差的织物切忌阳光下长时间曝

晒，宜于放在通风处阴干。

2．摩擦牢度摩擦牢度是指染色织物经过摩擦后掉色程度，可分为干态摩擦

和湿态摩擦。摩擦牢度以白布沾色程度作为评价原则，共分 5级（1~5），数值

越大，表示摩擦牢度越好。摩擦牢度差的织物使用寿命受到限制。



3．洗涤牢度水洗或皂洗牢度是指染色织物经过洗涤液洗涤后色泽变化程度。

通常采用灰色分级样卡作为评定标准，即依靠原样和试样褪色后的色差来进行评

判。洗涤牢度分为 5个等级，5级最好，1级最差。洗涤牢度差的织物宜干洗，

如若进行湿洗，则需加倍注意洗涤条件，如洗涤温度不能过高、时间不能过长等。

4．熨烫牢度熨烫牢度是指染色织物在熨烫时出现的变色或褪色程度。这种

变色、褪色程度是以熨斗同时对其它织物的沾色来评定的。熨烫牢度分为 1~5

级，5级最好，1级最差。测试不同织物的熨烫牢度时，应选择好试验用熨斗温

度。

5．汗渍牢度汗渍牢度是指染色织物沾浸汗液后的掉色程度。汗渍牢度由于

人工配制的汗液成份不尽相同，因而一般除单独测定外，还与其它色牢度结合起

来考核。汗渍牢度分为 1~5 级，数值越大越好。

6．升华牢度升华牢度是指染色织物在存放中发生的升华现象的程度。升华

牢度用灰色分级样卡评定织物经干热压烫处理后的变色、褪色和白布沾色程度，

共分 5级，1级最差，5级最好。正常织物的染色牢度，一般要求达到 3~4 级才

能符合穿着需要。

如何控制各种牢度纺织品染色以后，织物保持原来颜色的能力可以通过检测各种染色

牢度来表述。常用检测染色牢度的指标包括织物的水洗牢度、摩擦牢度、日晒牢

度、升华牢度等等。织物的耐水洗牢度、耐摩擦牢度、耐日晒牢度和耐升华牢度

越好，纺织品的染色牢度就越好。

影响上述牢度的主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染料的性能第二就是染整工艺

的制定选择性能优良的染料是提高各项染色牢度的基础，制定合理的染整工艺则

是保证各项染色牢度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水洗牢度：织物的水洗牢度包括退色牢度和沾色牢度两个方面。通常纺织品的退

色牢度越差，沾色牢度也越差。检验某种纺织品的沾色牢度时，可以通过检验该

种纤维对常用的六种纺织纤维的沾色情况来判定纤维的沾色情况（这六种常用的

纺织纤维通常包括涤纶、锦纶、棉、醋酯、羊毛或蚕丝、腈纶。关于六种纤维沾

色牢度的测试一般由具有资质的独立的专业检品公司来完成，这样的检验具有相

对的客观公正性）对于纤维素纤维制品来说，活性染料的水洗牢度优于直接染料，

不溶性偶氮染料、还原染料和硫化染料的染色工艺相对于活性染料和直接染料更

加复杂，所以后面三种染料的水洗牢度更加优良。所以说，提高纤维素纤维制品

的水洗牢度不仅要选择正确的染料，还要选择正确的染色工艺。适当地加强水洗、

加强固色和皂洗，都可以比较明显地提高水洗牢度。对于涤纶纤维深浓色泽而言，

只要经过比较充分的还原清洗，织物染色以后的水洗牢度都能满足客户要求。但

是由于涤纶织物大多通过浸轧阳离子性有机硅柔软剂完成柔软整理以改善织物

手感，同时分散染料中阴离子性分散剂在涤纶织物高温定型时有可能因染料热迁

移而扩散于纤维表层，所以深浓色泽的涤纶织物定型后水洗牢度有可能不合格。

这就要求在选择分散染料时不仅要考虑分散染料的耐升华牢度，还要考虑分散染

料的耐热迁移性。水洗牢度的检验有很多种方法，按照不同的检测标准检验纺织



品的水洗牢度，会得出不 J司的结论。在国外客户提出具体的水洗牢度指标时，

如果能够提出具体的检测标准，那将有利于双方顺畅地交流。加强水洗和后处理

虽然可以提高织物的水洗牢度，但也会加大染厂的减排量。找到一些高效的洗涤

剂，合理地制定染整加工流程，加强短流程工艺研究，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还可以为节能减排做出贡献。

摩擦牢度：织物的摩擦牢度与水洗牢度一样，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干摩擦牢

度，另一个就是湿摩擦牢度。通过织物摩擦牢度测试仪器的检测获得织物的干摩

擦牢度和湿摩擦牢度的实物样卡，对照织物变色样卡和沾色样卡来检验纺织品的

干摩擦牢度和湿摩擦牢度将十分方便。通常在检验深浓色泽纺织品的摩擦牢度

时，其干摩擦牢度的等级一般比湿摩擦牢度的等级高 1级左右。以直接染料染棉

织物黑色为例，虽然经过有效的固色处理，但干摩擦牢度和湿摩擦牢度的等级也

不会很高，有时也会无法满足客户要求。为了提高摩擦牢度，大多采用活性染料、

还原染料和不溶性偶氮染料进行染色。加强染料筛选、加强固色处理和皂洗，是

提高纺织品摩擦牢度的有效措施。为了提高深浓色泽纤维素纤维制品的湿摩擦牢

度，可以选择专门能够提高纺织品湿摩擦牢度的助剂，通过在成品定型时浸轧专

用助剂的方法来明显地提高产品的湿摩擦牢度。对于化纤长丝深色产品也可以通

过在成品定型时加入少量含氟防水剂的方法，来提高产品的湿摩擦牢度。用酸性

染料对聚酰胺纤维染深浓色泽时，使用锦纶专用固色剂可以明显提高锦纶织物深

浓色泽的湿摩擦牢度。对于磨毛的深色产品，在检验其湿摩擦牢度时，由于磨毛

产品织物表面短纤维的脱落现象会比其他产品更明显，所以湿摩擦牢度的等级可

能会有所降低。

日晒牢度：太阳光具有波粒二相性，以光子形式传递能量的太阳光对于染料的分

子结构具有较强的冲击。当染料结构中发色部分的基本结构被光子破坏以后，染

料发色体所发出的光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通常颜色变浅，直至无色为止。在日

照条件下染料的颜色变化越明显，染料的耐日晒牢度越差为了提高染料的日晒牢

度，染料生产厂家采取了许多办法。增加染料的相对分子质量，增加染料内部络

合的机会，增加染料的共平面性和共轭体系长度，都可以相对提高染料的耐日晒

牢度。以可以达到 8级日晒牢度的酞菁染料来说，在染整加工过程中加入适当的

金属离子，使染料分子内部形成络合物，就可以明显地提高染料的鲜艳度和日晒

牢度。对于纺织品来说，选择耐日晒牢度较好的染料是提高产品日晒牢度等级的

关键。通过改变染整加工工艺的方法来提高纺织品的日晒牢度效果不明显。

升华牢度：就分散染料而言，由于对聚酯纤维的染色原理与其他染料不同，所以

升华牢度可以直接表述分散染料的耐热性。而对于其他染料来说，检验染料的耐

熨烫牢度与检验染料的耐升华牢度具有相同的意义。染料的耐升华牢度不好，在

干热状态下，固体状态的染料就容易从纤维内部直接以气体状态脱离。所以从这

个意义上说，染料的耐升华牢度也可以间接地表述织物的耐熨烫牢度。染者无疆

为了提高染料的耐升华牢度，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就是染料的选择相对分子质量较大，染料的基本结构与纤维结构相近或

相似，都可以提高纺织品的耐升华牢度。其次是改善染整工艺充分地降低纤维大

分子结构中结晶部分的结晶度，提高非结晶区域的结晶度，使得纤维内部各区域

之间的结晶度趋于一致，让染料进入纤维内部以后，与纤维之间的结合更加均匀。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匀染程度，还可以提高染色的耐升华牢度。如果纤维内部各部

分的结晶度不够均衡，染料大部分滞留在结构相对松散的非结晶区域，那么在外

界条件出现极端状态以后，染料也更加容易从纤维内部的非结晶区域脱离，升华

到织物表面，从而降低纺织品的耐升华牢度。棉织物的煮练和丝光、全涤织物的

预缩和预定型，都是均衡纤维内部结晶度的加工工序。经过煮练和丝光加工的棉

织物，经过预缩和预定型的涤纶织物，其染色深度和染色牢度可以明显提高。染

者无疆 加强后处理和水洗，更多地去除表面浮色也可以明显提高织物的耐升华

牢度。在定型过程中适当降低定型温度，可以明显地提高织物的耐升华牢度。由

于降温而导致的织物尺寸稳定性下降的问题，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定型车速来弥

补。在整理剂选择时也要注意助剂对染色牢度的影响。比如说涤纶织物的柔软整

理在使用阳离子类型的柔软剂以后，就有可能因分散染料的热迁移而导致分散染

料耐升华牢度检测不合格。从分散染料本身的温度类型来看，高温型分散染料的

耐升华牢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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