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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 TF629 亲水剂对蚕丝/ES 非织造布亲水的整理工艺，探讨了影响亲水整理效果
的因素，从而寻找出最优的参数。结果表明：亲水整理参数为整理剂浓度。 TF629 亲水剂
在蚕丝/ES 非织造布中的稳定性和耐迁移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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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ydrophilic Finishing of Silk/Bi-component Nonwo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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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the hydrophilic process of hydrophilic agent TF629 on silk/bicomponent nonwoven fabric, the factors that will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hydrophilic finishing were
discussing, in addition, the optimal parameters were confirm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nishing agent concentration is 1 %, drying temperature is 70 ℃, and drying time is 5 min, thus its
liquid strike-through time can be the best. After finishing hydrophilic process, its softness and
breathability are improved; and there is no negative impact on tensile strength. In addition, the
stability and resistance of the hydrophilic agent in non-woven fabrics is good.
Key words: silk; hydrophilic finishing; Nonwovens; liquid strike-through tim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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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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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为天然蛋白质纤维，质地柔软，手感舒适、平滑，富有弹性，其主要成分含有 18 种
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1]，与人体尤其是婴儿细嫩的皮肤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但是价格相对
较高，而目前纸尿裤表层应用最广泛的材料 ES（ethylene-propylene side by side）热风布具
有柔软、低温加工性、无毒无刺激性、轻量化、价格低廉的特点[2]。
虽然国内外各企业及院校对涤纶织物、聚丙烯及纯热风布等亲水整理剂及工艺研究较多，
但由于蚕丝在包覆材料上的应用还不成熟，对于蚕丝/ES 复合的非织造布的亲水整理的完整
工艺更是少见。本实验采用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TF629 亲水剂，研究蚕丝/ES 非织造布的
亲水整理工艺。
1 实试验部分
1.1 实试验材料及设备
(1) 试样:克重为 32 g/m2 蚕丝/ES 非织造布，其中上层为未加固蚕丝梳理纤网，克重为 12
g/m2，下层为 ES 热风布 20 g/m2（材料来自恒安集团），将两者通过水刺加固，水刺道数为
4，水刺压分别为 30 bar、40 bar、40 bar、50 bar。
(2) 亲水剂: TF629 多次亲水剂，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亲水剂情况介绍如表 1 所示。
表 1 TF629 信息表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TF629

批注 [Edhu10]: 正文：宋体 五号
注意语句连贯，语义明确，句子成分完整
主语不要采用“我”“我们”之类第一人称词，尽量用第三人
称，比如：东华大学，笔者课题组等
批注 [Edhu11]: 缩写词初次出现（摘要或正文）均需要补
充全称，方法为：缩写词（英文全称）或中文全称（缩
写词）
批注 [Edhu12]: 一般除实验室外，几乎都是试验
试验：为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的某种活
动（对未知的尝试）
实验：为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
事某种活动（对已知的验证）
批注 [Edhu13]: 标准规定：除平面角单位（度分秒）外，
单位与数值或变量之间留一空隙
注意：%不是单位，故 20%数字与%之间不留空格

项目名称

具体指标

批注 [Edhu14]: 废弃单位，改为 MPa，1 bar=0.1 MPa

试剂名称
主要成分
外观
pH 值(0.1%水溶液)
离子性
含固量
离子状态

多
脂肪酸脂
微黄色
5.0~7.0
非离子
约 100%
非离子

批注 [Edhu15]: 图或表需要出现在图或表之前，在正文

（3）亲水整理设备：PA-1 型小轧车（南通宝来纺织设备有限公司）
，DGG-9030A 型电热恒
温鼓风干燥箱（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
（4）测试仪器与溶液：YG814D 型穿透仪(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模拟婴儿负荷（SBW）、
规格为 100 mm×100 mm 相关过滤纸、吸收纸、精密电子天平、5ml5mL 移液管。

中对其进行说明，规范表达：xxx 如图 1 所示，或 xxx 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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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亲水整理工艺
（1）小轧机压辊两端压力均调为 0.2 MPa，压辊转速为 20 Hz；
（2）在室温 25 ℃下，将 TF629 多次亲水整理剂配置成浓度不同浓度的溶液，浸渍时间为
3 min，将浸透的试样依次轧去多余液体；
（3）试样放入热风烘箱中，设置不同的烘干温度、烘干时间；
（4）调湿 24 h。

规格表达，如：12 mm × 12 mm
批注 [Edhu18]: 注意单位书写正确，如 mL，kPa，MPa，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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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烘干温度对穿透时间的影响
蚕丝/ES 非织造布液体穿透时间随烘干温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开始
随着烘干温度升高，穿透时间逐渐降低；当烘干温度为 70 ℃时，穿透时间达到最小；随着
温度的继续升高，穿透时间略有增大，当温度由 90 ℃升到 110℃时，穿透时间由 2.09 s 升
至 3.71 s。 烘干温度超过 120 ℃时，试样会有发硬、蚕丝变黄的宏观现象。这是由于烘干

热力学温度：T，单位为 K（开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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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XX

第 XX 卷

温度较低时，试样不能完全烘干，影响了试样的整理效果；随着烘干温度的升高，水分的蒸
发速度加快，整理效果得到提高；但是当温度的继续升高时，水分的蒸发速度过快，可能会
形成多层吸附[3]，影响液体穿透，穿透时间反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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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穿透时间随烘干温度的变化关系
Fig。1 the relation between penetration time and drying temperature
表 3 整理前后蚕丝/ES 非织造布透水性能比较
Table 3 the permeable performance of silk/ES nonwovens before and after their finishing
样品

平均穿透时间/s

接触角/（°）

上油率/%

批注 [Edhu22]: 表格：

整理前
整理后

50.3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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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0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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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油率的公式为
𝑤=

(𝑚0 −𝑚1 )
𝑚0

× 100%

（1）

式中：w 是上油率，%；m0 是上油前质量，g；m1 是上油后质量，g。
穿透时间效果最佳时，上油率为 0.76%。蚕丝/ES 非织造布的接触角整理前为 133.2°，
而整理后降为 26.6°；试样平均穿透时间整理前为 50.32 s，而整理后仅为 1.59 s。这是因为
接触角 θ>90°时基本不能润湿、90°>θ>0°时织物部分润湿和 θ=0 时织物可以完全润湿，所以
接触角小于 90°可被润湿，θ 越小，表示润湿性能越好，透水性能也越好。测试结果表明必
须对蚕丝/ES 非织造布进行亲水整理其穿透时间才能满足标准，且亲水性能得到了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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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经亲水整理后，蚕丝/ES 非织造布的透水性得到显著的改善，穿透时间由 50.32 s 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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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s，柔软性有一定的改善，机械性能虽略有下降,但仍能满足使用要求。
（2）TF629 亲水剂适用于蚕丝/ES 非织造布的亲水后整理。亲水整理剂的最佳整理工艺条
件为:整理剂浓度质量分数为 1%，烘干温度为 70 ℃，烘干时间为 5 min，上油率为 0.76 %。
（3）TF629 亲水剂亲水整理后非织造布的 3 次穿透时间之和远小于 20 s，亲水剂在蚕丝/ES
非织造布中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耐迁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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