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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阳离子无醛固色剂研制与应用 

杨静新，陈新华 

(南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摘 要：介绍了一种高聚物无醛固色剂的合成方法及其固色工艺，该固色剂适用于活性染料等水溶性染料染色后的固色处理． 

探讨了原料配比、引发剂用量、冰醋酸用量、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对产品性能的影响，优化出较佳合成工艺参数：m(二甲基二烯丙基氯 

化铵)：m(二烯丙基胺)为 100：14，冰醋酸、引发剂用量分别为单体用量的 15．00％和 1．50％，98～104 c下反应 3．5 h．为了提高织物的色牢 

度，用中心旋转法设计了活性染料染色织物的固色试验，较佳固色工艺为：固色剂 16～20 L，氯化钠 8～12 WE，烘干温度 1 15～120℃，固 

色后织物的耐洗色牢度和耐摩擦色牢度都提高了0．5级，色度差变化较小，有利于工厂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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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polycationic formaldehyde-free fixing agent 

YANG Jing—xin， CHEN Xin—hua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07，China) 

Abstract： A synthesis method and fixing process of a high polymer formaldehyde—free fixing agent which 

was applied to fixing process of the fabric dyed by the reactive dyes or other water——soluble dyes was intro—— 

duced．The influence of the ratio of raw materials，the amount of initiator，acetic acid，the reactive temperature 

and time on the product performance were discussed．The optimal synthesis process parameter were as follows： 

m(dimethyldiallylammonium chloride)：m(diallylamine)was 1 00：1 4，the amount of acetic acid was 1 5．0O％ (on the 

weight of monomer)，the amount of initiator was 1．50％(on the weight of monomer)，the temperature was 98～ 

1 04 oC and the reaction time was 3
．5 h．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astness．the central composite rotatable method 

was applied to design the fixing experiment of reactive dyed fabric．The optimal fixation technology was：1 6～20 

g／L of fixing agent，8-1 2 g／L of sodium chloride．curing temperature was 1 1 5～1 20 oC．The fastness to soaping 

and rubbing of fixed fabric was improved by grade O．5，the color difference change was small and was in favor of 

matching the right color in the factory． 

Key words： formaldehyde-free fixing agent； synthesis；fixing process；color fastness 

目前，纤维素纤维织物染色以活性染料为主，但染 

中深色时，因染料用量大，虽经水洗、皂洗，织物上还残 

留着部分未固着及水解的染料，必须用固色剂进行固 

色处理来提高染色织物的色牢度．f q世界上很多国家 

对纺织品中的甲醛含量均实行了强制性安全技术标 

准．中国作为纺织品出口大国，对出口纺织品的甲醛 

含量都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为此，研制不含甲醛、 

色光变化小、固色效果好的活性染料用固色剂，符合 

生态纺织品加工发展趋势． 

1 实验 

1．1 药品 

二甲5----烯丙基氯化铵(简称单体 1)、二烯丙基 

胺(简称单体2)、冰醋酸、过硫酸铵、亚硫酸钠、氯化钠 

均为工业品． 

1．2 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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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黄 MES染色棉纱卡织物 36x48 425．2x 

220．5 K／S=27．90． 

1．3 固色剂合成 

在装有回流冷凝管、温度计及搅拌器的四口反应 

釜中加入一定量单体，再分别加入冰醋酸、蒸馏水，搅 

拌均匀后测 pH值并调节至 6～7；升温至 80℃左右，一 

次性加入 l／8过硫酸铵和 l／8亚硫酸钠；当反应釜温 

度升至 100℃左右，开始连续滴加 6／8过硫酸铵和 6／8 

亚硫酸钠，控制温度不超过 104 oC，3 h内滴加完；最后 
一 次性加入 1／8过硫酸铵和 1／8亚硫酸钠，反应 0．5 h 

后，加入一定量蒸馏水，降温到 50℃时出料． 

1．4 固色工艺流程 

二浸二轧固色液一烘干． 

I．5 测试 

耐洗色牢度：按 GB／T 3921—1997~纺织品色牢度 

实验耐洗色牢度：实验 3》方法测定；耐摩擦色牢度：按 

GB／T 3920—1997{纺织品色牢度实验：耐摩擦色牢度》 

方法测定；色差 △E和色度差 AC ：用电脑测配色仪 

Gretag Macbeth Color—EYER 3100测定试样的 ：l：、 、 

6 ，然后按GB 8424—87《纺织品颜色和色差的测定》 

用 CIELAB式计算色差．GB 8424—87中，色牢度沾色评 

级为 10．9≤△E≤15．5，2～3级；7．9≤△E≤10．9，3级；AE 

≤7．9。3～4级． 

2 结果与讨论 

2．1 固色剂合成工艺优化 

2．1．1 原料配比 

原料配比的影响见表 1． 

表 1 原料配比的影响 

觯 c 翳 

从表 1可以看出，随着单体 2用量的增加，固色后 

织物的耐洗色牢度和耐摩擦沾色牢度色差值有增大 

的趋势．原因是：(1)单体 1的反应活性较低【 ]50单体 2 

比单体 l的分子质量小，空间位阻也小，反应活性高， 

加入单体2，有利于共聚反应的进行；(2)单体 1带阳离 

子基，单体 2带弱阳离子基，单体 2含量高，则聚合物 

的阳电荷性下降，固色效果必然要降低．固色剂主要 

通过分子结构中的阳电荷与染料阴电荷结合，形成高 

分子色淀，降低染料水溶性而提高活性染料染色织物 

的耐洗色牢度和耐摩擦色牢度．选择单体 1与单体 2 

用量比为 100：14． 

2．1．2 引发剂用量 
一 般聚合反应，引发剂用量为 0．15％f对单体质 

量)． 1 由于合成的共聚物作为固色剂使用，故要求分 

子质量相对较小，能进入纤维素纤维内部．引发剂用量 

的影响见表 2． 

表 2 引发剂用量的影响 

引发剂／(％，对单体质量)固色后 耐洗色牢度，△E 
— — 色度差— —  
过硫酸铵 亚硫酸钠 ／AC 变色 沾色 

耐摩擦沾色牢度／△E 

干摩 湿摩 

从表 2可看出，过硫酸铵用量为 1．00％时，耐洗色 

牢度和耐摩擦色牢度的色差值都较小．本实验采用过 

硫酸铵和亚硫酸钠组成水溶性氧化一还原引发体系． 

根据自由基聚合反应的动力学，聚合度与引发剂含量 

的平方根成反比，引发剂含量增大，即自由基质量浓度 

增大，链引发速率增快，自由基之间相互碰撞终止的 

机会增多，导致链终止的速率也增大，共聚物分子质 

量相对较小．实验中发现，当引发剂用量过低时，由于 

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反应活性较低，体系还会发生 

链转移等副反应，因此，聚合反应速度缓慢，甚至无法 

引发聚合；当引发剂用量过多时，会使体系温度迅速 

上升，反应过程难以控制，甚至会发生暴聚，使聚合反 

应失败．为此，既要保证一定的聚合反应速度，又要使 

共聚物分子质量适中，能进入纤维素纤维内部．确定过 

硫酸铵用量为 1．00％，亚硫酸钠用量为 0．50％． 

2．1-3 冰醋酸用量 

冰醋酸用量的影响见表 3． 

表 3 冰醋酸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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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过程中应加适量酸，使单体呈阳荷性，有利 

于聚合反应的进行．表 3中数据显示，冰醋酸用量为 

15．00％时，耐洗色牢度和耐摩擦沾色牢度的色差值都 

比较小，固色剂的固色效果较佳． 

2．1．4 起始温度 

起始温度的影响见表 4． 

表4 起始温度的影响 

从表4看出，反应起始温度为 70℃时，各项色牢 

度的色差值相对较大，表明合成固色齐IJ的固色效果较 

差．聚合反应是放热反应，当起始温度超过 85℃时，引 

发剂的加入，会使温度迅速上升，甚至达到 1 10℃，容 

易发生暴聚，使聚合反应失败．为了控制反应过程中 

最高温度不超过 104 oC，适宜的起始温度为 80～85℃． 

2．1．5 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的影响见表 5． 

表 5 反应时间的影响 

表 5中数据显示，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各项色 

牢度的色差值变小．反应时间延长，单体的转化率高， 

固色后，染色织物的色牢度较好．当时间超过 3．5 h，再 

补加适量引发剂，反应温度不再上升，说明单体已充 

分反应．因而，适宜的反应时间确定为 3．5 h． 

2．2 中心旋转法实验设计 

用中心旋转法设计 3个变量 、5个水平的 20个 

实验14]，实验值和经中心旋转法二次回归分析后的预 

测值见表 6，色差 △E表示两个试样在颜色视觉上的 

差异． 表7为实验值的方差检验结果． 

表 7数据表明：活性金黄 MES染色织物各项色牢 

度的色差值可信度都达到99％．表 6中的预测值与实 

验值比较接近，说明二者拟合得较好，可用于预测活 

性金黄MES染色织物的耐摩擦色牢度色差值，并进一 

步优化其固色工艺条件． 

表 6 实验条件、结果和预测值 

表 7 F值检测 

2．3 固色工艺优化 

2_3．1 固色剂用量 

从图 1可看出，染色织物的耐湿摩擦沾色牢度色 

差值开始时随固色剂用量的增加而减小，当固色剂用 

量增大到某个质量浓度区间时，色差值最小，继续增 

大固色剂用量，色差值又变大．由于耐湿摩擦变色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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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色差相对很小，沾色牢度的色差值决定耐湿摩擦牢 

度，色差值越小，表明染色牢度越好．固色剂的阳离子 

能与染料的磺酸基阴离子之间发生结合，形成不溶性 

高分子色淀，封闭染料分子的水溶性基团，染料水溶 

性下降，提高色牢度．若织物上浮色染料的磺酸基阴 

离子与固色剂的阳离子都发生了结合，染料的水溶性 

降低到最小值，所测定的色差值最小，也就是固色剂 

用量达到最佳的使用范围，再增加固色剂用量，耐湿 

摩擦沾色牢度反而下降．原因是：过量的固色剂聚集 

在纤维外部，使色淀与纤维之间的结合力有所降低，所 

测定的色差值有所增大．因此，确定固色剂的较佳用 

量为 16～20 g／L．固色后，活性金黄 MES染色织物的耐 

湿摩擦沾色牢度色差值小于9，色差定为 3级． 

。 

固色剂用量／(g‘I『1) 固色剂用量／(g‘l『 ) 固色剂用量／(g‘L ) 

105℃烘干 115℃烘干 120℃烘干 

图 1 活性金黄 MES染色织物耐湿摩擦沾色牢度二维色差恒值图 

2．3．2 烘干温度 

温度对固色剂的成膜有一定影响．图 1数值显示， 

当烘干温度为 105℃时，色差值比较大；烘干温度为 

1 15—120 cI=时，色差值相对较小．可能是由烯烃单体聚 

合而成的高聚物含有阳离子基团，在烘干过程中，固色 

剂能在织物和纤维表面形成一层具有一定强度的保 

护膜，把染料包覆在纤维上，使之不易从织物上脱落 

下来．在温度较低时，不利于固色剂的成膜，比较适宜 

的烘干温度为 115～120 oC． 

2．3．3 电解质氯化钠用量 

图 1中曲线还表明，耐湿摩擦色牢度的色差值开 

始时随着氯化钠用量的增加而减小，当氯化钠用量增 

大到某个质量浓度区间时，色差值最小，继续增大氯 

化钠用量，色差值又变大．可能是适量氯化钠电解质， 

能更好地促使固色剂阳离子吸附到纤维上，并与染料 

的磺酸基阴离子结合，形成色淀，降低染料的水溶性， 

提高染色牢度；用量过多时，过多的氯离子使溶液中 

固色剂阳离子之间的排斥力减小，部分固色剂缔合成 

多分子，只能与织物表面的染料阴离子结合，使色牢 

度降低．根据图 l数据，电解质氯化钠用量确定为 8～ 

12 g／L． 

2．4 固色性能对比 

用合成的固色剂和工厂来样的固色剂进行固色 

处理，所测的各项色牢度见表8． 

表 8 不同固色剂固色效果比较 

固色剂 

类别 

固色后 ! 竺堡 ! 
色度差 
／级 变色 沾色 

于摩 湿摩 

变色 沾色 变色 沾色 

从表 8可以看出，合成固色剂的应用性能达到了 

固色剂样品水平，耐洗色牢度 4～5级，耐干摩擦沾色 

牢度 3～4级，耐湿摩擦沾色牢度 3级，比未固色织物 

的色牢度都提高了0．5级，固色后色度差为4～5级，色 

光变化不大． 

3 结论 

(1)无醛固色剂的合成工艺为：在四1：3反应釜中加 

入质量配比为 100：14的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单体 

与二烯丙基胺单体，再加入单体质量 15．00％的冰醋酸 

和一定量蒸馏水．反应体系温度升至 80 85℃时开始 

加入一定量过硫酸铵和亚硫酸钠 聚合反应发生后温 

度升至 100℃时，再连续滴加剩余的过硫酸铵和亚硫 

酸钠，在 98～104 cC下反应 3 h，再加入适量过硫酸铵和 

亚硫酸钠，再反应 0．5 h。过硫酸铵和亚硫酸钠用量分 

别为单体用量的 1．00％和 0．50％．反应结束后加入适 

量蒸馏水，温度降到 50℃出料．合成的固色剂呈红棕 

色粘稠液体，可以与水以任意比例互溶，pH值为6—7， 

含固量为 44％左右． 

(2)无醛固色剂与氯化钠按质量比2：1左右复配 

加工，能降低固色剂成本，还能提高固色效果． 

f31纯无醛固色剂应用于活性染料染深色织物时， 

较佳的固色工艺为：固色剂 l6～20 g／L，氯化钠 8～12 g／L， 

烘干温度 1 15 120 oC．固色处理后，能使耐洗色牢度和 

耐摩擦色牢度都提高 0．5级，固色后色度差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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