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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麻纤维的性能研究

                            论文提要

    在人们崇尚自然、注重健康的21世纪，绿色纺织产品将具有很强的市场竞

争能力，作为具有绿色产品称号和天然保健功能的麻类纺织品将呈现出广阔的发

展前景。麻类纤维的共同特点是吸水、吸湿和透气性好。近年来，通过对麻类纤

维成分的研究表明，麻纤维普遍具有抑菌和抗菌能力，不同的麻纤维还含有不同

的卫生保健的化学成分，对人体机能有明显的调节和改善作用。

    尊麻为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我国有着极丰富的野生尊麻资源。尊麻韧皮

中富含纤维，纤维质地洁白、细软，可作为纺织原料。尊麻早在宋代就开始药用，

据有关药理研究和民间药用情况调查，尊麻属的多种植物均可药用，多具有祛风

通络、抗炎等功效，研究尊麻纤维的性能，开发尊麻纤维的产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项目将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将为我国的纺织工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纺织与材料分院与新疆天一集团合作研究尊麻纤维，本课

题为其中的子项目。本课题通过研究尊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通过显微镜观察

尊麻纤维的纵向和横向截面的形状;还研究了尊麻纤维的吸湿性能，并从纤维吸

湿机理和吸湿模型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尊麻纤维具有良好吸湿性能的原因;同时还

通过试纺对尊麻纤维的纺纱性能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结合目前麻产品的开发情

况对尊麻纤维的产品开发提出了设想。根据本论文的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i> 麻纤维纵、截面形状与竺麻纤维非常相似。纤维截面大多数为腰圆形，

纤维壁上有很深的不规则缝隙，并与两端封闭的中腔相通;成熟的纤维壁较厚接

近圆形，纤维没有明显的卷曲，两端较细中间较粗，表面有明显大条纹和结节，

比兰麻纤维外壁的缝隙明显;

(z)尊麻单纤维主体长度较短，长度离散系数大，短纤维 (2a。以下)含量较

高;纤维细度与兰麻纤维的平均细度接近，但细度离散系数较大;尊麻纤维的断

裂强度高、断裂伸长小、初始模量大;

(3)野生的尊麻纤维难以进行纯尊麻纺纱，但可以和其它纤维混纺成纱，具体

的纺纱工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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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麻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和散湿性能，这与尊麻纤维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5)为了提高尊麻纤维的可纺性能，开发高档的尊麻产品，尊麻的人工种植及

品种选育和优化尊麻韧皮的剥制以及脱胶工艺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6)我们提出尊麻纤维产品的开发设想:为提高产品质量和织物服用性能，可

以尝试各种新型纺纱技术及加工技术;利用尊麻纤维良好的吸湿散湿性能和生物

可降解性，可开发新型的夏季用品;可与各种新型纤维、功能纤维、多组份纤维

开发具有特殊风格和性能的产业用和家用纺织新产品。

关键词:尊麻纤维 性能 吸湿性 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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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properties of the nettle fibre

ABSTRACT

    In the 21th century, more and more peopl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s of heath and nature because the green textile products, fibrilia

products，will occupy lots of markets. We all know that fibrilias have

commen properties to absorbing and scattering damp. Ren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researchs about line fibre and show that all kinds of line fibres

have special characters for people heath, for example, line fibres  have

some anti-germ ingredients and have special capability to make people

heathy.

    Nettle fibres belong to nature herbs to living many years. Firstly,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very abundantly the resources of the wild nettle.

Because there are fibers in the nettle skin and the fiber quality is pure

and valuable, it can be used as the textile material. Secondly, as early

as on behalf of the Song, nettle had started to be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medicine  research,  various  nettle plants  can be  used  for

accumulating blood, relaxing poison and curing disease. In a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nettle fibre properties and to develop its

products,

technique

the results will fill up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lank and will bring the new growth point to economic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our

This paper is parts

country.

of branch of thenettle fiber project from Xi a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lege cooperating with Tianyi enterpris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hysical and machine properties of nettle fibres, such

as the length,  the fineness,  the strength,  the softness,  the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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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ability etc. Meanwile, we watch the fibre lengthwise and section

shape through electronic microscope,  analyse the reason of absorbing

water quickly, build the theory of fibre permeability. Laterly, in order

to develop nettle fiber, we try to spin it with cotton fibre in two ways.

From test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maken:

(1) The lengthwise and section shape of nettle fiber are very resemble

to the fiber of ramie.  From the lengthwise, we can see very deep irregular

blind on the fiber wall, uncurl obviously and closed ends. The section

shape of the nettle is flatten oval and the mature fiber shape is near

to the circular.  But the cleft of the section is deeper than ramie

obviously

(2) The main length of nettle fiber is short, varied by large ratio,

especial the shorter fibres (below 20mm) and the linear density of nettle

fiber near to ramie.

(3) The wild nettle fibre can be spined with other fiber or in

spinning way, but the pure nettle fibre is difficult to spin

special

.So this

project will be treated in further.

(4) We can point out that the nettle fiber have the strong power to drive

water in spread or in fabrics and this 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ttle

fibrous construction closely.

(5)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pinnability of nettle fibre and to develop

nettle product upscale,  i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that the

nettle plants, selects the breeds and finds special processing taking off

gums.

(6) We will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tle fiber product. One

way, for increasing the product quantity, we can try all kind of new

spinning technique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other way, for making

use of the drawing wet function of nettle fiber, we can develop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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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pecial

Later. for

new function

combining with all kind of new fibers, we can find

product, which can be used to domestic industry and

new style fields

Guoyan (textile engineering)

Directed by professor wuhailiang

Keywords:  nettle fiber,  properties,  effection of absorbing wat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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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21世纪是“绿色”的世纪，绿色产品将主导世界纺织品和服饰消费的新潮

流。同时，由于人们对穿着舒适健康的不断追求，外在质感和内在保健功能的珠

联璧合，成为服饰消费中的新趋势。在这新潮流和新趋势中，有着“绿色产品”

桂冠和天然保健功能的麻类纺织品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1.1麻类纤维的特点及应用状况

1.1.1麻纤维的分类

    麻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利用的纤维作物之一。我国的麻类资源十分丰富，种植

的有亚麻、竺麻、大麻、黄麻 (模麻)，有利用价值的野生麻中有罗布麻、尊麻

等。在植物学上将麻纤维分为韧皮纤维和叶纤维两大类。

    1.韧皮纤维类是指从双子叶植物的茎杆韧皮部分剥取的纤维。这种纤维一

般较为柔软，也称“软质纤维”。黄麻、洋麻、简麻、竺麻、亚麻均属这类纤维。

    2.叶纤维类是指从单子叶植物的叶部得到的纤维。这种纤维一般较为粗硬，

故亦称“硬质纤维’，，剑麻(西沙尔麻)、蕉麻(马尼拉麻)、菠萝麻均属这类纤

维。

1.1.2芒麻纤维的特点及应用〔1][2)[31

    芝麻((ramie)为尊麻科竺麻属，系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年龄可达10-30

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年可收割三次，广东南部地区每年可收割4-5次，生长

周期约为50-90天，产于北纬47一南纬40度之间。产量以中国为最多，巴西、

印尼、菲律宾、日本、印度、朝鲜等次之，美国和苏联南部也有种植。我国竺麻

的主要产区在长江流域，产量以湖南、湖北、四川、安徽、广西、江西等省较多。

产量大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90%，纺织加工能力亦居世界之首。适宜种植在温带

及亚热带地区，土壤以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高、保水、保肥、排水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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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在5.5-6.5为宜。竺麻为短日照植物，昼夜长短不仅影响竺麻开花的迟早，

也影响雌雄的比率，日长8-9小时能促进开花，但多生雌花，日长为14小时，

则多为雄花。竺麻纤维成份是纤维素，光照强度和每天日照时数对纤维产量有很

大影响。日照不足，则茎秆软弱、麻皮薄、纤维细胞壁薄、成熟延迟、产量降低。

但阳光太强，高温干早也会使麻株生长受到抑制，细胞木质化，降低纤维的品

质和产量。芒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生产和加工历史，竺麻纤维有着其他天然纤维

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和特性，在人们注重环境保护、崇尚回归大自然的今天，芒

麻产品将会成为人们优先选择的绿色产品之一

    兰麻杆表皮可加工制作芒麻纺织用芒麻纤维，竺麻纤维是单细胞，两端封闭，

中部粗，两头细，其纤维中间有沟状空腔，管壁多孔隙，并且细长、坚韧、质地

轻、吸湿散湿快，因而透气性比棉纤维高三倍左右，同时竺麻纤维含有叮泞、11

睫, ami吟等元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抑

制效果，具有防腐、防菌、防霉等功能，适宜纺织各类卫生保健用品。纤维长度

20-250毫米，平均60毫米，结晶度为90%，强力7-8克/旦。断裂伸长小，弹性

恢复率低。因此织物弹性差、耐磨，织物坚牢度不高，折皱回复性能很差。又因

纤维的刚度大，在成纱过程中容易形成较多羽毛，因而实用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吸湿、放湿性能很好，在饱和蒸汽中平均每小时吸湿率为9.91%(棉为9.63%),

浸湿后经3.5小时即可阴干(棉需6小时)，耐海水浸蚀，抗霉和防蛀性能较好。

适宜纺织各类卫生保健用品，因此竺麻纤维具有良好的穿着服用性能，是一种优

良的纺织原料，被公认为“天然纤维之王”。

    芝麻织物具有粗犷、挺括、典雅、轻盈、凉爽、透气、抗菌等优点，其优越

性与独特风格是别的纤维无法比拟的。它与棉、丝、毛或化纤进行混纺、交织，

可以弥补上述四大纤维的缺陷，达到最佳织物功效。

    竺麻纺织品如不做特殊处理略有刺痒感，但它的吸湿散湿、防腐抑菌等优点

突出，国际上纺织业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将其作为高档时装面料。江西麻科所经

巧年又精心培育的竺麻品种具有高产、高质、高抗病的“三高”特点，纤维支

数高达2400支，能纺高档细薄芝麻制品，为生产高、精、尖竺麻产品奠定了重

要的原料基础。目前，在服装鞋帽、家用装饰、医用包装等多个领域竺麻的纺织

品己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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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亚麻纤维的特点及应用[41 [51 [61

      亚麻(f lax)属植物有百余种，有一年生和多年生，纺织用的均为一年生草

本植物，分纤维用 (亚麻)、油用和油纤兼用 (胡麻)三种。亚麻纤维细长、质

量好，是优良的纺织纤维。油用的纤维质量较差，油纤兼用的居中。亚麻对气候

的适应性很强，北纬48-55度之间的地区最适宜种植。世界种植亚麻的国家有苏

联、波兰、捷克、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其中以苏联产量最多。

    亚麻单纤维[7] [8][9〕是具有中腔的两端封闭呈尖状的细长细胞。平均长度17-25

毫米，最长130毫米，表面有裂节，横截面为五角形或六角形，单纤维支数约为

3500公支，单纤维强度和刚性都远大于棉纤维，手感粗硬，但比兰麻纤维柔软。

亚麻织物有挺刮，滑爽，弹性差，易折皱的特点。亚麻工艺纤维支数约为4000-800

公支，强度9-18克/旦左右，每100克亚麻纤维在饱和蒸汽中的平均吸水速度为

2000克/时，低于竺麻和棉纤维。亚麻织物的吸水速度每100克大于3克/时，

仅次于芒麻织物，而高于棉织物。浸湿后的亚麻纤维在 21-24 0C，相对湿度为

69-74%的大气条件下自然蒸发经4.5小时可阴干，比兰麻慢，比棉快。因此亚麻

织物较棉织物穿着舒适、卫生。此外亚麻纤维吸水后横截面胀大，能使水龙带等

防水织物的布的孔眼堵塞，达到不漏水的效果。

    亚麻犹如我国的丝绸，是高贵纺织品的代表。亚麻长期用于传统的各类夏季

纺织品中，如亚麻纱、漂白布、混纺交织布、染色和印花布、色织提花布、针织

布、装饰布和产品用布等13大系列600多个花色品种。自苏联解体后，我国的

亚麻纺织生产规模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国亚麻纺织品的内销比例不到20%,

预示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很大。另外，对亚麻纤维的改性研究也取得进展

1.1.4其他麻类的特点及应用〔101[s][111 G21

    我国是世界上麻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除亚麻、芝麻、黄洋麻等主要麻

类作物外，还有许多宝贵的麻类资源。

1.1.4.1罗布麻(kender) 新a罗布麻调查组调查报告，罗布麻系夹竹桃科

草本植物，野生的有白麻和红麻两种，古人用于沏茶入药，又名茶棵子.我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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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疆罗布泊，在山东黄河口、甘肃、陕西、江苏也有，苏联中亚地区、南欧、

伊朗、阿富汗、印度地区也都有罗布麻生长。罗布麻是一种野生纤维植物，可作

药用。罗布麻具有止咳、平喘和降血压的效用，经上海中医研究所检测认为，罗

布麻纤维中所含成份与其根叶所含成分相同。根据传统中医(内病外治)理论，

我们可以把罗布麻纤维加入其它纤维内生产罗布麻织物，使人穿着后经人体对药

物吸收，起到药物治疗作用。经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对原发性高血压病人临床穿

着实验证实，罗布麻具有清热、‘平肝熄风作用，有调节血压的功效。1998年经

中华医学会组织实验结论为穿着罗布麻纤维织物，有效药物成份通过肌体表、孔

窍、穴位作用于经络气血、脏腑及局部病灶，达到调节血压，提高机体机能，对

高血脂、气管炎、肾炎、感冒有一定疗效，对延缓衰老和防辐射有一定效果。

    罗布麻织物在日本测验，证明它可天然发射出8---15微米远红外光波，可

改善微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人体免疫力。对高血压、肩周炎、关节痛

及疲劳均有一定的抑制、稳定和消除作用。

    罗布麻纤维强力 18. 89g，强度4.5-6.248 /D，伸长率3.27%，平均细度为

2100-4167公支，有效长度35-48mm。与常用的几种主要纤维的性能比较如下:

                    表1罗布麻与常用纤维性能比较[[u]

  长度((mm)

  细度(um)

  强力(g)

干湿强力比(9)

扭力(转//cm)

  耐磨 (次)

  伸长率(%)

  吸湿率(%)

罗布麻

20-100

  17-25

20-38

140-156

棉花

28.58

19.00

38.74

羊毛

60.00

24.03

12.78

竺麻

56.01

32.05

30.59

34.34

1212

  2-5

7-10

102-110

34.51

  271

  7.5

  9.8

24.07
  814

    目前，罗布麻纤维的主要纺织品是罗布麻纤维含量不低于35%的棉麻混纺针

织内衣、衬衫等贴身类保健纺织品。日本是罗布麻纺织品最大的市场，国内消费

者已开始对罗布麻纺织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近年来，罗布麻凉席、服装等纺织

品正向多功能复合保健品方向发展。它不仅畅销日本等国外市场，而且也成为国

内市场上的一个消费热点。

1.4.2大麻(h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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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的韧皮纤维，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利用的纤维作物之

一。中国大麻有早熟，晚熟二类。早熟种纤维品质优良，线麻等属于这一类;晚

熟种纤维粗硬，奎麻和杭州大麻属于这一类。主要产地是中国、印度和苏联，其

次是土耳其、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我国以山东、黑龙江生产最多，安

徽、山西、甘肃、河北等省也有生产。大麻纤维可以织麻布，制渔网、麻线、绳

索、嵌缝材料，也可榨油，做家畜优良饲料。大麻杆茎出麻率约为 16-23%，强

力5.9-6.9克/旦。是中华民族最早种植并赖以裹体御寒的纤维作物。由于大麻

易种植，不需化肥，是典型的“绿色产品”。

    大麻纤维是取大麻韧皮经脱胶加工而成的纤维素纤维。现代研究表明:大麻

韧皮约含有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约17%)、木质素(约7%)、果胶(约6%)}

脂蜡质(约2%)以及含氧化合物、微量无素等。大麻纤维分子的聚含度较小(约

为亚麻的7/10，棉的一半、竺麻的1/8)，纤维中腔较大。大麻纤维表面很粗

糙，纵向有许多裂隙和孔洞，并与其中腔相连。因此，大麻纤维具有卓越的吸湿

透气性能。大麻纤维横截面比兰麻、亚麻、棉、毛都复杂(有三角形、四至六边

形、扁圆、腰圆形等)，中腔常与外形不一。这使大麻织物不仅看上去光泽柔和，

而具具有优异的防紫外线幅射功能。大麻单纤维的细度约为竺麻的2-3倍，与

棉接近，纤维顶端呈钝圆形。没有竺麻、亚麻那样尖锐的顶端，因此用大麻纤维

加工而形成的纺织品，无需特殊处理，就能有效地避免其它麻制品的粗硬感和刺

痒感.同时，大麻韧皮纤维虽经脱胶和纺织染整加工，仍然存留和吸附了微量的

大麻酚类物质。科学和日常使用证明:大麻纤维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绿脓杆菌、白色球菌和石膏样毛癣菌、青霉、曲霉等有明显的杀灭和抑制作用，

是典型的绿色保健纤维。

      随着国内大麻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工艺的不断创新，特别是攻克了大麻

脱胶技术的难关之后，现已开发出不少新产品。目前我国大麻以其质优和产量居

世界之首，并形成了山西、山东两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基地，每年产品供不应求。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麻纤维的开发利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针对大麻纤

维形态的特殊性，初步形成了干纺和湿纺、长纺与短纺两种纺纱工艺路线。近年

来，大麻纺织年年都有填补国内外空白的新产品问世，销售额以每两年翻一番的

速度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外，大麻的开发研究同样呈现出了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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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头。1992年，法国成功培植试种了低THC含量的大麻新品种;1999年，法国

大麻产品的产值己达2.6亿马克，1999年，美国进口的大麻纺织品己达2000余

万美元。具有 “绿色环保纤维”大麻的吸湿透气、散湿吸湿快、抗霉抑菌、手感

柔软、恳垂性好、抗静电、防紫外线、耐热耐寒的优良特性，大麻与棉混纺布手

感柔软，穿着舒适无刺痒感，无静电集聚，不起球，不吸灰尘。大麻与21世纪

绿色环保纤维TFNCEL(天丝)，高强度的环保型纤维RECYCLE(复纺纤维)、柔软

自然色的耗牛绒混合纺纱，可开发出的大麻新型面料。

.4.3黄麻 (jute),谨麻 (kenaf)及剑麻 (Sisal hemp)

黄麻主要产地是印度和孟加拉国，其次为中国、越南、泰国、印尼、尼泊尔

缅甸、柬埔寨、日本、澳大利亚、苏联、巴西和埃及等国。中国黄麻主要在长江

流域和江南的水稻地区，以浙江、广东、台湾、福建等省最多，现大多已改种模

麻(两者性同，但比黄麻更粗硬)。黄、横麻能大量吸收水分且散发迅速，透气

性良好，断裂强度很高。主要用作麻袋等包装材料和地毯底布。黄麻麻袋挤压和

冲击而不破。麻袋包用手钩来搬运，用样柞抽样，所生洞孔会立即自行闭塞。用

黄麻麻袋盛装粮食，临时受潮，潮气能很快散发。但不能长期潮湿，它会因胶质

分解而完全失去强力。

    黄、模麻在我国经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三大传统产品系列:

麻袋、麻布和麻纱线，我国也成了世界上主要的黄懂麻及其纺织品的生产国，黄

模麻纺织品在包装、家纺、建材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开发空间。

    剑麻又称西纱尔麻，在我国华南已有近90年的栽培历史。剑麻长期以来只

是制作绳网缆索和编织帽、包等工艺品。近年来，我国开发了以剑麻布代替棉布

制作抛光轮，其经济效益和环保方面的社会效益均很显著;剑麻作成的钢丝绳芯

可逐渐替代了黄麻纱。目前，开发的剑麻地毯，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已是我

国麻类重要出口创汇项目。

1.1.5麻类纤维的共同特点〔13][141

    麻类纤维的共同特点是吸水、吸 其纺织品具有爽身、吸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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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抗污和抗静电的优良特性。近年来，通过对麻类纤维成分的研究，发现麻类

纤维不仅普遍含有抗菌性的麻m醇等有益物质，且不同的麻纤维还含有不同的有

助卫生保健的化学成分。如亚麻能散发出对细菌的产生有很强抑制作用的香味，

对蜗类有较强杀伤力。兰麻含有丁宁、啼P't,嚓吟等成分，对金色葡萄球菌、大

肠杆菌、绿脓杆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大麻纤维含有10余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微量元素。罗布麻含有罗布麻甘和多种氨基酸，具有降血压和提高人体机能的效

果。随着麻类纤维及其保健用品深层次的开发和升温，我国的麻纤维将呈现广阔

的市场前景。麻的加工特点为:

(1)可纺性差。表现在纤维细度和长度的离散系数大;刚性大;抱合力差;纺

成的纱线的粗细节明显;

  (2)染色性差。不如棉纤维的着色浓艳:

  (3)耐温性差。热稳定性一般要比棉纤维低20-30 C ;

  (4)耐碱性差。碱煮时间越长，强力下降越明显;

  (5)白度差。漂白难度大，白度不如棉;

  (6)织物起毛，刺痒感明显。烧过毛的麻织物经后道加工还会起毛;成品做成

服装，穿着洗涤后还会起毛:织物经过树脂整理的毛茸增加;经过酶抛光处理的，

服用中还会起毛;纤维刚性大，抱合力差和刺痒感明显。

1.2尊麻纤维的概况[is]

    尊麻 (Nettle)系尊麻科 (Urticaceae)尊麻属 (Urtica)多年生宿根性草

本植物。主要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新疆、甘肃、四川、陕西秦岭及东

北等地有着极丰富的尊麻野生资源。尊麻属的许多种植物杆茎的韧皮中富含纤

维，所含纤维质地洁白、细软，可作为纺织原料。尊麻科属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

物纲原始花被亚纲。该科有四十多属植物(47属)，在中国分布有25属。尊麻科

许多属种的茎皮中含有纤维，如竺麻属(Boehmeria)、水麻属(Debregeasia),

紫麻属 (Oreocnide)、水丝麻属(Macutia)、雾水葛属(Pouzolzia)、蝎子草属

(Girardinir) 、尊麻属 (Ur t i ca)、艾麻属 (Laportea)、锥头麻属

(Poikilospermum)等都为重要的纤维植物。

1.2.1尊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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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麻 (英文名称 Nettle)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稀灌木，具有独特

的刺毛，触及皮肤会出现红斑并痛痒。尊麻属约有35种，我国产的有16种，主

要产于北部和西南部。

    尊麻属主要品种

    (1)小果尊麻(Urtica atrichocaulis Hand.-Mazz)无刺茎尊麻，产于贵州

西南部、四川和云南，生长于海拔300-2600m山脚路旁。

    (2)欧尊麻 (Urtica urens L)一年生草本，产于西藏南部、青海、新疆和

辽宁，生长于海拔2800-2900m林缘路边。

    (3)三角叶尊麻 (Urtica triangularis Hand. -Mazz) 有三个亚种:三角

叶尊麻、羽裂尊麻、毛果尊麻，产于云南、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生长于海

拔2200-4100m山坡灌丛中。

    (4)麻叶尊麻 (Urtica cannabina L)又名欣麻、火麻、哈拉海、蝎子草等。

多年生草本，茎高50-150cm，下部粗1cm，花期7-8月，果期8-10月。产于新疆、

甘肃、四川西北部、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生长于海拔800-2800m

的丘陵性草原或坡地、河滩、河谷、溪旁等处。全草入药治风湿、糖尿病、解虫

咬等，本项目所研究的即为此种尊麻。

    (5)西藏尊麻 (Urticatibetica)产于西藏和青海，生长于海拔3200-4800m

山坡草地。

    (6)高原尊麻 (Urtica hyperborea)产于新疆(昆仑山)、西藏、四川、甘肃

和青海，生长于海拔4200-5200m的高山石砾地、岩缝或山坡草地。

    (7)宽叶尊麻 (Urtica laetevirens Maxim)有三个亚种:宽叶尊麻、乌苏里

尊麻和齿叶尊麻。宽叶尊麻在我国的分布很广，生长于海拔800-3500m的山谷溪边

或山坡林下阴湿处。

    (8)狭叶尊麻 (Urtica angustifolia)产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山东、河北和山西，生长于海拔800--2200m山地河谷溪边或潮湿处。

    (9)异株尊麻 (Urtica dioica L.)有四个亚种:异株尊麻、尾尖异株14麻、

新疆异株尊麻和甘肃异株尊麻。异株尊麻产于西藏西部、青海和新疆西部，生

长于海拔3300-3900m山坡阴湿处;尾尖异株尊麻产于西藏西部和东北部以及新疆

西部，生长于海拔4100-5000m山坡草丛中或丛林下阴湿处;新疆异株尊麻特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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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长于海拔500-2400m山坡草丛中或水旁草地中;甘肃异株尊麻为我国特

有，产于甘肃东部和四川西北部，生长于海拔2200-2800m山坡林下。

    (10)膜叶尊麻 (Urtica membranifolia)产于西藏，生长于海拔2400-2750m

以下。

    (11)粗根尊麻 (Urtica macrorhiza Hand. -Mazz)特产于云南大理地区，生

长于海拔2000-2500m灌木丛中。

    (12)咬人尊麻(Urtica thunbergiana)产于台湾，生长于高山或低山阴湿

处。

    (13)尊麻(裂叶尊麻)(Urtica fissa)产于安徽、浙江、福建、广西、湖南、

湖北、河南、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贵州和云南中部。生长于海拔约loom

  (在浙江)或500-2000m的山坡、路旁或住宅旁的半阴湿处。

    (14)滇藏尊麻 (Urtica mairei)产于西藏、云南、四川和广西。

    (15)察隅尊麻 (Urtica zayuensis)产于西藏东南部。

    尊麻植物可充分利用，尊麻韧皮可提取纤维，作为纺织原料;尊麻全株可入

药，治风湿、糖尿病、解虫咬等;尊麻籽含油20%以上，可榨油供工业用。

    本项目所研究的尊麻为新疆伊犁天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尊麻韧皮。该

尊麻植物名为麻叶尊麻，拉丁文名为 Urtica cannabina L.又名欣麻、火麻、哈

拉海、蝎子草等，系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华北、东

北地区、内蒙也有。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及蒙古、中亚和欧洲也有少量分布。

这种尊麻主要生长于海拔800-2800m的丘陵性草原、坡地、河滩、河谷、溪旁、

干燥山坡或沙坡等处，生长适应性强，特产于新疆伊犁地区。

1.2.2尊麻植物形态

    从植物形态看，新疆麻叶尊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高可达150cm以上，下

部粗 lcm，有棱，生刺毛和紧贴的微柔毛，具少数分枝。叶对生，叶片轮廓为五

角形，长4-12cm，宽3. 5-12cm，自下而上变小，在其上部呈裂齿状，两面生短柔

毛，下面生刺毛;叶柄长2-8cm，生刺毛和微柔毛;托叶每节4枚、离生、狭三

角形，长5-15mm。花雌雄同株或异株，雄花呈圆锥状，生下部叶腋，长达5-8cm,

斜展，雄花直径约1-2mm，外面被微柔毛;雌花常呈穗状，生上部叶腋，长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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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或斜展，淡黄色或白色，长达2. 5mm，有短柔毛和少数刺毛，柱头画笔头状。

瘦果窄卵形，顶端尖锐，稍扁，长约2-3mm，熟时变褐色，花期7-8月，果期8-10

月。

1.2.3尊麻麻茎及韧皮形态

1.2.3.1尊麻的麻茎形态:

    (1)尊麻麻茎长度

    从麻茎的生长情况及所提供的两根比较完整的麻茎实测结果看，生长成熟

的尊麻麻茎高达2. 5m左右。(测试的两根，1根梢部有断裂，长度为2. 22m，另

一根较为完整，长度为2. 66m)

      (2)尊麻麻茎直径

    尊麻麻茎从根部到梢部逐渐变细。麻茎根部直径约为10-llmm，麻茎梢部直

径约2-4mmo

(3)尊麻麻茎节间距离

麻茎节距对纤维长度的影响较大。尊麻的麻茎节距明显短于竺麻。因此

可以断定尊麻单纤维的长度较短，平均长度均比竺麻纤维短。尊麻麻茎的节距

40-160二之间，大部分在80-120，之间。麻茎节距大，则纤维长度长;麻茎节

距小

1.2.

则纤维长度短。本次提供的尊麻韧皮中麻茎节距较小，有些不足40mmo

3.2算麻的韧皮形态

新疆天一公司提供的尊麻为剥制后的原麻韧皮，

麻茎的节距根部平均为11. 88cm，中部为11. 93cm,

含量较多，主要原因是剥制不干净。

麻把长度平均为185. 5cm,

头部为8. 9cm。韧皮中麻骨

    新疆麻叶尊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不同时期麻的收割时间也应不同。但由于

这批原料是野生尊麻，有的是当年长的，有的已经长了几年，导致收割的麻茎的

成熟程度不同。过早或过迟的收割对纤维的品质有很大影响。收割过早，纤维未

充分发育，纤维细胞壁薄，纤维柔弱，强度较差，可纺性能差;收割过迟，不仅

纤维的收获量没有增加，而且纤维粗硬，纤维的机械性能和可纺性能均较差。麻

茎收割后要及时进行剥制加工，将麻皮与麻杆分离，并刮去青皮(鲜皮外部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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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剥麻和刮青不净，原麻中麻骨、麻壳多，对脱胶、纺纱及织造都会产生不

利的影响。

1.3本课题的来源和研究意义

    本课题是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纺织与材料分院与新疆天一集团的横向项目《尊

麻纤维及其纺织产品开发》的子项目，所研究的尊麻为新疆伊犁天一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的尊麻韧皮，课题主要研究尊麻纤维的形态结构、纤维的物理机械性

能和抗菌性能等，并对尊麻纤维的吸湿性能进行重点的研究与分析.并对该纤维

的脱胶工艺、纺纱工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提出了开发该产品的设想。

    尊麻早在宋代就开始药用，尊麻属多种植物在汉族，藏族，彝族等多个少数

民族均作药用，功效均是除湿祛风，用于风疹和风湿的治疗，这说明尊麻植物具

有多种药用价值。国外药理及临床研究表明，该属的异株尊麻、欧尊麻等尊麻及

其制剂可用于风湿关节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前列腺癌、牛皮癣、过敏性

鼻炎、白血病、外伤出血、尿石症、糖尿病、贫血、男性脱发、湿疹等病的治疗

1161。据成都医药大学相关人员所做的研究报告【161,[171表明:尊麻属植物，尊麻、

宽叶尊麻及甘肃尊麻的水煎液均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近年来，尊麻的活血

止痛作用己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据悉，德国民间有用尊麻科植物治疗和预防脑

血栓的作法，国内民间 (朝鲜族)也有作为野菜食用的习惯。据吉林延边大学的

研究报告(161表明:尊麻能抑制小鼠凝血的功能，且随尊麻剂量的增大，结果更明

显、更稳定，与对照样的差异更明显。

出血时间

凝作用[191

表明尊麻可抑制凝血因子、

尊麻水煎液能明显延长小鼠的凝血时间和

血小板和毛细血管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抗

。而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具有活血祛癖作用的中药均可改善

血液的各项指标如:降低血液粘度，呈现抗凝作用等。这就预示荐麻的活血止痛、

抗血栓等作用，可能与尊麻的抗凝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尊麻的韧皮中含有可供纺

织用的纤维，但国内对这一天然纤维的开发和利用还未见报道。国外对尊麻纺织

品的开发亦处于研究阶段，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德国。日本Takihy。公司推出了尝

试用各种天然植物纤维生产布料的新方案X91，如用白松(一种北欧等严寒地带生

长的针叶树)制成的纤维，这种纤维具有吸水性强、除臭性强的特点;以海藻为

原料的“sea-cell”纤维;以马尼拉麻制成的纸纤维11OJO+11，推出以尊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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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山野的背阴处自然生长的多年生草本);德国绿党创始人克朗兹先生在德国

建了尊麻基地和加工厂开发尊麻制品「201，据说，尊麻制品制作的好可以用来做防

弹衣，但德国毕竟国土有限，并把眼光落在适合尊麻生产的中国伊犁河谷。这说

明尊麻纤维有许多功能还未被人们所认识，甚至有一些功能是其他的麻纤维所不

具备的，做为一种野生的天然纤维资源，国内外均在努力研究和开发这种纤维资

源，使之更好的被利用。因此研究尊麻纤维的性能，开发尊麻纤维的产品具有重

要的意义，该项目将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

    目前在我院与天一合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德隆集团(新疆伊犁天一实业责

任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分公司)已开始投巨资进行尊麻纤维大批量的人工种植，同

时将建设尊麻纤维、纺纱和坯布加工的生产线，实现尊麻纤维的批量生产。预计

2004年投入17250万元实现人工种植尊麻15000亩，年产尊麻原茎1100吨，两

条尊麻纤维生产线，年产尊麻纤维1500吨，实现5000锭的荐麻纺纱能力，年产

1100吨尊麻纱，尊麻坯布550万米，新增收入22650万元，利润3432万元C201

    另外麻纤维一直是国际市场上深受欢迎的纺织品之一，我国麻纺产品主要是

出口，且多是初级产品，销售量很大，但高档次的产品较少，具有特殊功能的产

品更少。目前，国内一些风格独特的竺麻和亚麻产品市价很高、销售喜人，这说

明我国老百姓对麻产品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着很高的要求[CB] C21C。因此，要

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要求，开发性能优良的麻类产品势在必行，并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21世纪人们崇尚自然、健康，追求生活质量的情况下，研究野生尊

麻的性能和产品，开发出环保健康的纺织产品，并将我国的野生资源应用，将会

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1.4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本文在了解各种麻纤维的基本的物理机械性能、特点、产品开发和应用前景

的基础上，重点对麻纤维的特性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尤其是麻纤维所共同具备的

优良的吸湿、散湿性能。广泛的借鉴各类纤维性能的测试研究方法，最终确定野

生尊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的测试方法;同时对尊麻纤维的吸湿、散湿性能进行

测试，并通过对尊麻纤维的结构研究，分析并建立麻纤维吸湿、散湿的基本理论;

另外，拟对4麻纤维的脱胶和纺纱工艺进行初步的研究。本论文的具体的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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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1)定性的研究尊麻纤维的微观结构，主要是纤维的纵横向形态结构，为

尊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研究方法的确立和吸湿、散湿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基

础。

    cz)研究尊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测定纤维的长度、纤维的细度、纤维

的强度及其分布状况等指标，为尊麻纤维的纺纱性能和产品的开发提供基础数

据，为尊麻纤维的大批量生产提供基础条件。

    <3)研究尊麻纤维的吸湿、散湿性能，并建立麻纤维的吸湿理论，分析影

响尊麻纤维吸湿、散湿能力的主要的因素，为尊麻纤维产品的开发提供基础理论。

    (4)研究尊麻纤维的脱胶工艺，从化学脱胶和生物脱胶两种脱胶工艺入手

进行试验，为尊麻这种野生纤维的开发创造良好的纤维条件。

      (5)对尊麻纤维的可纺性能进行研究，通过试纺纱和理论分析来研究尊麻

纤维的可纺性能。

      (6)拟建立尊麻纤维产品的基本开发思路，为最好的利用尊麻纤维提供理

论依据。

    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

    尊麻纤维的研究和利用在国内属首次，在国外只是有报道，未见有关的科研

技术报告和最终产品，对其基本性能的研究、开发其产品将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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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尊麻纤维的性能研究

2.1尊麻纤维的脱胶工艺

2.1.1麻纤维的脱胶基本理论〔，，

    在麻类作物的韧皮中，除含有纤维素外，还含有一定的胶质，主要是半纤维

素、果胶和木质素等。这些胶杂质大都包围在纤维的外表，使纤维胶结在一起而

呈坚固的片条状物质，统称为原麻，它是不能直接用来纺纱的。必须将韧皮中的

胶质去除，并使纤维相互分离，这个过程称为脱胶。国内外常用的脱胶工艺有天

然沤麻法、化学脱胶法、新型微生物脱胶法。

    (1)天然沤麻法 这种方法是微生物脱胶的一种简单形式，它是利用麻茎

中的自有的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而脱胶。人们用露水浸渍、池塘浸渍、堆积发酵、

青茎晒制等方法对麻进行脱胶，但脱胶效果依赖于自然条件，不稳定，脱胶效果

较差，后加工难度大，且劳动强度大，耗用时间长，成本高，易引起环境问题。

      (2)化学脱胶 利用竺麻原麻中纤维素和胶质成分对碱、无机酸和氧化剂作

用的稳定性的不同，以去除原麻中的胶杂质，保留纤维素成分。在化学脱胶工艺

中，为了弥补化学药品作用的不足，往往还辅以一定的机械物理作用，以达到工

业脱胶的质量的要求。

      (3)新型微生物脱胶法 利用某种脱胶细菌与韧皮部分的相互作用，让脱

胶菌在麻的韧皮上大量生长与繁殖，同时在脱胶菌生长与繁殖过程中，脱胶菌分

泌出的果胶酶、半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其他脱胶酶来分解胶质，使高分子的果

胶及半纤维素等分解成为低分子量的组分而溶解于水或变成易去除的物质。酶脱

胶就是微生物脱胶的一种，利用生物酶进行脱胶，可降低脱胶成本，减少环境污

染，提高精干麻的制成率，且酶脱胶后的纤维蓬松卷曲，平均长度增加，短纤维

含量明显降低，但脱胶率低，不能完全代替化学脱胶。

    我们对两批新疆尊麻进行成分的测定，结果见表2、表3、表4，可以看出:

新疆尊麻的胶质含量(半纤维素、果胶物质、木质素、水溶物等)较高，其中半

纤维含量在麻类纤维中几乎是最高的(仅次于蕉麻);果胶含量高于竺麻、亚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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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麻等，也可以说是麻类纤维中含量最高的;木质素含量在韧皮纤维中也是很

高的，仅次于黄麻、剑麻和蕉麻，比大麻还高，几乎是兰麻的7倍;灰分的含量

在麻类纤维中也是最高的，麻纤维中所含的灰分大多为金属或非金属元素的氧化

物及无机盐类等物质。

表2 尊麻韧皮与其它麻类纤维的化学成分对比

化学成分 纤维素

                (%)

半纤维素

  (%)

果胶物质 木质素

    (%) (%)

月旨肪 蜡

质 〔%)

水溶物

  (%)

灰分

  (%)

尊麻

兰麻

亚麻

46.50     19.08      8.31      8.03      2.26     15.82     5.98

73.59     13.29      4.04      1.19      0.54     7.35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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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表中数据测试方法按照国家标准“GB5889-86兰麻化学成分分析方法”测定;

    (b)竺麻数据为全国10个主要竺麻品种的平均值。

    〔。)黄麻数据为熟黄麻的化学成分.品种包括圆果种和长果种，

    表 2给出了新疆尊麻韧皮的化学成分测试结果及与其它麻类纤维的化学成

分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麻类韧皮中(兰麻、亚麻)纤维素的含量为70-75%

大麻、黄麻、剑麻等纤维素的含量为55-65%。而尊麻韧皮中纤维素含量平均为

46.5096，明显低于其它麻类韧皮纤维。由于新疆尊麻的纤维素含量很低(约46%

左右)，脱胶后纤维的制成率势必很低。本次实验中，尊麻从原麻韧皮到精千尊

麻(纤维)，制成率不到40%，而芝麻从原麻到精干麻的制成率均在60%以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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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在65%左右。

    麻纤维中各成分对纺织生产有重要的影响。如灰分含量的多少，影响纤维化

学加工的质量及织物后整理和染整加工的质量;麻类纤维中木质素含量是影响麻

纤维品质的重要因素，木质素含量少的纤维，光泽好，柔软并富有弹性，可纺性

能和印染的着色性能均较好，反之，木质素含量高，则纤维光泽差，柔软性、弹

性及纤维的可纺性均较低，着色性能也差。因此，从使用角度及纺纱工艺角度出

发，总希望纤维中的木质素含量越低越好。但木质素结构复杂，属于芳香类化合

物，其结构单元为苯核，为苯丙烷的衍生物，上面有由三个碳原子构成的侧链。

从结构上看，木质素是具有三度空间网状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其对酸、碱的稳

定性相对较高，这就给脱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较而言，木质素比果胶、半纤

维素等难以去除。如果脱胶工艺条件较弱，则木质素难以除掉，影响纤维的可纺

性能等。如果脱胶工艺条件过强，在除掉木质素的同时会对纤维造成较严重的损

伤，从而降低了纤维的品质和纺纱性能。因此在脱胶过程应适度掌握，选择既能

除去木质素，又不损伤纤维的工艺，从而加大了脱胶工艺的难度。

表3 第一批尊麻韧皮的化学成分

指标 IFN摔 月歇散贡 寸 果胶 料秘潦 木质素 灰分 纤维素 JR嘛潮交

                                                                              率

        (%) (%) (%) (%)    (%) (%) (%) (%) (%)

8.65

8.57

10.94 7.55 20.50

18.17

8.24 5.03

12.91

50.64

51. 38

38. 76U
升

只
什

，.
l

q
乙

3#

平 均

8.25

2. 13

1.44

2.34

1.97

12.76

12.20

7.73

8. 17 18.97

19.21

8. 37

8.07

4.26

5. 77 49.69

38.00

39.01

8.49 7.82 8.23    5.02               50.57 38.59

值

注: (a)尊麻的原麻含胶率较高，接近40%.

(b)含杂率为12.31%，杂质成分主要为麻皮、麻屑、麻骨。含杂率测试二原样51.35g,

除杂后麻样重45.039，计算含杂率为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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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第止批尊麻韧皮的化学成分

指标回潮率 ON质水Wt 半纤维*)I素纤维素 灰分 蔺r.暴
          (%) (%) (%) (%) 索 (%) (%) (%) (%)

                                                                                                                                                        l为少

18 R 7Q ， l .r     20 6R    R. 76    1 R fig 7_66   42. 16  7. 11   45.08

9. 71 3.52        17.74    8.99 19.08 7.88    42.79   7.27    45.60

9.73 19.12 7.94    42.34   6.43    46.54

#

材
升

Q
自

q
U

均 9.41

1.94

2.54

20.04

19.45

8.62

8. 79 18.96   7.83    42.43   6.94    45.74平

值

结果分析

(1)尊麻纤维的制成率很低。从第一批尊麻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原麻中含

38.59%的胶质和12.31%的杂质，约为50%的胶杂质，真正的纤维成分不足50%,

杂质和短绒在脱胶过程中还有一部分被冲洗掉了，因此脱胶后的制成率很低，不

足40%。建议在剥麻时，应尽量提高尊麻韧皮的洁净程度，至少应将含杂率降低

到3%以下。这样既可提高制成率，又可降低损耗及脱胶化工原料的无谓消耗，

同时也降低了运输、储存及生产成本。

(2)比较第一批和第二批尊麻纤维的化学成分测试结果，天一公司提供的两批新

疆尊麻的原麻含胶率相差较大。由于尊麻为野生尊麻，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收获

期的原麻，纤维的机械性能和含胶率均有较大差异。第一批尊麻可能收获期偏晚，

致使纤维生长老化，木质素含量较多，原麻的胶质含量较高。第二批尊麻的收获

期可能偏早，致使纤维的成熟度低，尽管木质素含量较少，但水溶物含量明显较

高，致使纤维素含量亦较低，胶质含量比第一批尊麻还高。建议人工种植尊麻，

并对不同收获期的尊麻进行研究，确定最佳的收获时机。此外，第二批尊麻收获

后对尊麻韧皮未进行刮浆和刮青，也是第二批尊麻韧皮的胶质含量较高的原因之

。因此收获尊麻时，对尊麻韧皮一定要加强剥制和刮青。

2.1.2尊麻生物一化学脱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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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物一化学脱胶工艺流程为:

    尊麻韧皮一取样一预水煮~浸酸~水洗~生物酶脱胶~水洗~化学脱胶~

水洗、打纤一脱水一漂白~水洗~脱水~给油~脱水~烘千‘尊麻纤维(精干尊

麻)

    (2)各工序工艺参数如下:

  (a)预水煮:温度98℃，时间1小时，浴比1:15;

  (b)浸酸:硫酸 1. 5g/1,温度62-65℃，时IN 1小时，浴比1:15;

  (。)水洗:冲洗至中性;

  (d)生物酶脱胶:果胶酶8%(对原麻)，pH=4. 6(用冰醋酸调解)，温度50℃，

时间6小时，浴比1:15;

    (e)水洗:2-3遍;

  (f)化学脱胶:NaOH lOg/l，三聚磷酸钠2.5%,硅酸钠2%,温度98-100℃，

时fill 2. 5小时，浴比1:15;

    (9)水洗:4遍;

    (h)打纤:6圈;

    (i)脱水:5分钟;

    (j)漂白:双氧水2g/l，硅酸钠2.5g/l, NaOH lg/l，温度90 0C，时间45

分钟，浴比1:15;

    (k)水洗:第一遍60℃热水洗，第二遍冷水洗;

    (1)脱水:5分钟;

    (m)给油:油剂2.5%，乳化剂OP 2%，洗涤剂 1%,温度85℃，时间1小时，

浴比1:10;

    (n)脱水:5分钟;

    (o)烘干:温度80℃，时间3小时。

      (3)尊麻脱胶后精干麻的品质评定。我们评定精干麻的主要指标用精干麻

的残胶率和白度川。由于尊麻纤维的分离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干麻残胶率

的多少，残胶量过高，就得不到良好的、松散的单根状态的纤维，这样，即使原

料纤维的质量很好，也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良性能。过低的残胶率，既增加脱胶

的工艺处理难度，又易损伤纤维。尊麻纤维经上述生物化学脱胶工艺脱胶后，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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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白度基本满足纺纱工艺的要求，纤维手感良好，残胶率与化学脱胶工艺接近。

说明该工艺可以在尊麻脱胶中使用。

2.1.3尊麻纤维的化学脱胶工艺

2.1.3.1第一批尊麻化学脱胶工艺

  (1)脱胶工艺流程:

    尊麻韧皮~取样一(预水煮)一浸酸、水洗~一次煮练一水洗一二次煮练~

水洗~打纤~脱水~漂白~水洗~给油~脱水‘烘千~尊麻纤维 (精干尊麻)

  (2)各工序工艺参数如下:

(a)预水煮:温度98℃，时间1小时，浴比1:15;

(b)浸酸:硫酸 1. 5g/1,温度62-65℃，时间1小时，浴比1:15;

(c)水洗:冲洗至中性;

(d)一次煮练:NaOH 8g/l，三聚磷酸钠2.5%，温度98-100℃，时间1.5小时，浴

比1:15;

(e)水洗:冲洗两遍;

(f)打纤:8圈;

(g)二次煮练:NaOH 12gll，三聚磷酸钠2.5%，硅酸钠2%,温度98-100℃，时间

2.5小时，浴比1:15;

(h)水洗:冲洗两遍;打纤:8圈;

(i}脱水:5分钟;

(J)漂白:双氧水2g/l，硅酸钠2. 5g/1, NaOH lg/l，温度90℃，时间45分钟，

浴比1:15;

(k)水洗:第一遍60℃热水洗，第二遍冷水洗;

(1)脱水:5分钟;

(m)给油:油剂2.5%，乳化剂OP 2%，洗涤剂 1%,温度85℃，时间1小时，浴

比1:10;

(n)脱水:5分钟;

(o)烘千:温度80℃，时间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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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算麻纤维的强力的测定〔231

将经开松、梳理过的干态和湿态尊麻纤维各300根，在Y0001型电子单纤

维强力测定纤维在干、湿两种状态下的强力，结果见表9、表10.

表9 尊麻纤维的强度 (干态)

断裂强力 断裂伸长

(cN) (} )

断裂强度

(cN/dtex)

断裂伸长率 断裂时间

E (%)

  断裂功

(cN，m) (s)

37.80 0.38 5.25 3.80 8.8815 7.60

0.84 12.53 8.45 30.0875 16.91

10

13

0.016

2.009

1.03 0.0000 2.06

通
J

n
乙

勺
曰

 
 
 
 

﹄

1
1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方差

变异系数

14.47 2. 75

38.28 36.27 38.29

1. 37

36.27

5.6824

63.98 36.26

表10 尊麻单纤维强度 (湿态)

断裂强力 断裂仲长 断裂伸长率 断裂功 断裂时间

(cN) <} )

断裂强度

(cN/dtex) E (%) (cN.cm) (5)

353
791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方差

变异系数

32.37

114.40

0.35

0.79

4.5

15.9

6.8127

42.8224

7.06

15.82

2.66 05       0. 37

13       2. 18

0.54 0. 1163

15.67 5.7094     2.67

48.44      37.90      48.44 37.90 83.81      37.89

注:(a)拉伸试验条件:夹持长度:lomm:拉伸速度:1.00mm/min;

    (b)测试状态:预加张力0. 3cN;

    (c)测试次数:300根:

    (d)环境温度13. 5̀C;相对湿度:52%;

    (e)仪器:YGOOIN型电子单纤维强力仪。

结果分析

(1)尊麻纤维的断裂强力为37. 8cN，断裂强度平均值为5. 25cN/dtex，相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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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麻纤维，高于亚麻。

(2)尊麻纤维在湿态时的纤维断裂强力平均为 32. 37cN，断裂强度4. 5 cN/dtex,

湿强约低于干强的14%0

(3)尊麻纤维强力高，有利于纺织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的提高。

(4)荐麻纤维强度虽高，但断裂伸长率较低 (干态为3.8%,湿态为3. 53%)0

(5) 麻纤维具有很高的模量，纤维硬挺，刚性大，因此尊麻纺纱时纤维之间

的抱合差，不易捻合，纱线毛羽较多。

(6)纤维强度差异较大，这为纺织生产中产量和质量的控制带来一定困难。

2.3.4尊麻纤维与其他麻纤维的比较

    从表11 麻纤维与其他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尊麻单纤

维长度比兰麻纤维短，但比其他麻纤维长;尊麻单纤维的平均细度与竺麻纤维接

近，说明尊麻单纤维的细度较好，有利于纺纱。尊麻纤维的断裂强度低于芝麻和

亚麻，但要高于其他麻纤维;尊麻纤维的断裂伸长与其他麻纤维接近，初始模量

比A4麻和大麻低，而比亚麻高，说明尊麻纤维的柔软度尚可。

表11 尊麻纤维与其他纤维素纤维的机械物理性能比较

单纤维细度

单纤维长

度 (mm) (tex)

断裂强度

(cN/tex)

伸长率

  (%)

  初始

  模量

(cN八ex)

比 重

Wed)

0.662

n

八
ll

n

、
土

八
U

O
口

5

5

月
q

36.6

60.3

10-26

20

0.631

0.167-0.333  3000-6000 .5.50-7.90

3.8

3.76

2.50

2.39

147. 18

172.66

94.99

0.289        3460 171.52       1

麻

麻

麻

麻

尊

戈
一

亚

大

黄麻 1.93-2.4 15.50(u m)

细绒棉 23-33 0.154-0.200  5000-6500

圆2. 6 (N /g)

长26. 1(N/g)

2. 9-4. 4 (cN/根) 50-60

1-1.440

1.540

2.4尊麻纤维的吸湿性能测试及机理探讨

    织物的湿通透性是服装和一些技术用织物的重要性能之一。有很多人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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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织物湿传导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己取得了许多成绩，并已建立了织物导湿的

基本的理论模型，对纺织产品的穿着舒适性的研究和开发舒适性纤维和织物起到

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众所周知，麻类纤维普遍具有良好的吸湿、散湿性能，由

于麻纤维为天然的纤维素类纤维，其分子结构决定它对水分子具有良好的亲和

力。在此我们通过研究尊麻的吸湿、散湿性能，并借鉴织物的湿传导理论，建立

纤维的湿传导的基本模型，并以此为依据分析尊麻纤维的湿传导特点，为尊麻产

品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织物的湿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311[321[331[341，一是气态水经过纱线间和

纤维间的缝隙孔洞扩散运移到外层空间;二是气态水在织物表面纤维孔洞和纤维

表面凝结成液态水，经纤维内孔洞或纤维间空隙毛细运输到织物外表面，再重新

蒸发成水汽扩散运移到外空间;第三是直接以液态水形式经织物中纱线间、纤维

间的缝隙孔洞毛细运输到织物外表面，再蒸发到织物的外表面，再蒸发成水汽，

扩散运移到外空间。从以上途径可以看出，无论是液态水还是气态水，在织物中

湿传导的基本途径是纱线间和纤维间的缝隙和孔洞，而纱线间的缝隙和孔洞的大

小与织物的结构和纱线的结构等有密切的关系;纤维间的缝隙和孔洞的尺寸与纤

维内的空腔以及各类原纤(基原纤、微原纤、原纤、巨原纤)之间的孔洞缝隙密

切相关。在织物组织结构和纱线结构相同的前提下，织物的湿传导的能力决定于

纤维的结构，即纤维内的空腔及纤维间的孔洞缝隙的大小，前者尺寸较大(横向

尺寸 0.05-0.6)，相当一部分是非贯通性的;后者横向尺寸较小 (1̂'100)，基本

上是贯通的。同时纤维的截面形状也会对纤维间的缝隙结构和大小产生较大的影

响，由于尊麻纤维内的空腔是两端封闭的，因此，研究尊麻纤维的吸湿机理的关

键在于研究液态水和汽态水在纤维间孔洞和缝隙间的传导状况。下面我们从这两

方面来分析荐麻纤维的吸湿机理。

2.4.1纤维的液态水传递能力的理论模型

2.4.1.1液态水的传输与纤维的关系

    液态水主要在纤维孔洞间传输，液态水与水滴接触及润湿时，最常见的方式

如图巧的几种润湿方式进行[341 .①单纤维一端刺入水滴被润湿如图(a);②单

纤维曲弧面与水滴接触并被润湿如图(b);③平行纤维束刺入水滴并被润W.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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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④平行纤维束曲弧面与水滴接触并被润湿如图(d);⑥水滴在上述状态下

润湿纤维并逐步被吸入如图(e)。这样，液态水在纤维中的传输决定于纤维对水

滴的刺穿能力和毛细通道的吸水能力。纤维间毛细管的当量直径及长度见公式

(10)川)。按照流体力学的原理进行描述，纤维透湿孔洞的描述指标有孔隙率、

当量直径、当量长度和屈曲长度系数来表达。计算公式,8P7[E8] Da,如下:

        (1)纤维内的孔隙率￡, (re S f) / r， 公式 (8)

      (2)纱线中纤维间孔洞的孔隙率e,, ( 8 ,一s,)/Sf 公式(9)

      (3)纤维间孔洞的当量直径de,，二￡,f/A,， 公式(10)

      (4)纤维间孔洞的当量长度Le,,=C (1;+d�,)+(1.+d,) 1/2 公式(11)

      (5)纤维间孔洞的屈曲长度系数。,,= (1+d,) /h 公式(12)

式中:r一 纤维的比重 (不计纤维内孔隙内腔体积时);

      8一 纤维的密度 (纤维外轮廓体积内)

    5y— 纱线的密度(纱线外轮廓体积内)

    d一 纤维直径;

      ii 1W— 织物经纱和纬纱交织中的屈曲长度 ;

      dw df -织物经纬纱线的直径;

      h 织物的名义厚度;

  而当纤维为六方密堆积时，纱线中的纤维间孔洞的比表面积，实际上等于纱

线中纤维的比表面积，即纱线单位体积内纤维外表面积之和，它可以用下式来表

达:

        d",,= (d,/4)[。yf/1- e ,f] 公式(13)

    由此可见，在纱线结构相同，纤维密堆积的前提下，纤维的孔隙率越大，纱

线单位体积内纤维的外表面积越大，纤维间孔洞的当量直径也越大;纤维传递液

态水的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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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图15 常见的润湿方式

2.4.1.2毛细管内液态水的传输理论〔31][34][35)[361

当毛细管处在水平位置时，由于毛细管弯曲面附加压力的作用，能自动引导

液体流动，由毛细附加压力促使液体产生粘性流动，按Poiseuille‘ law有:

液态水的毛细运输的流量4，一 P
                                                                  L

二.二_二;，·aLG.
y 8    4y-L

·coso 公式 (14)

因为q

故

’--r2二

液态水毛细运输的线速度，racc cos叹_，、
                                                                            / 、份r乙 尸

公式 (15)

式中::为毛细管当量半径;0为固液接触角;ai‘为液气界面张力;L为毛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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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Y为粘滞系数;

    由式可见:比较粗的缝隙和孔洞将有较高的运输流速和较高的流量。尊麻纤

维就具有较高的缝隙和较大的孔洞，从纤维的毛细效应测试结果可以证实这一

点。

2.4.1.3液态水的传输与纤维亲水性能的关系〔37](38][391

    不同种类的纤维有不同的属性和吸湿能力，纤维的属性和吸湿能力影响水的

转移。当水通过亲水性纤维时，它以两种方式转移:沿纤维表面和通过纤维内部。

水的转移速度决定于水在纤维表面的转移速度和纤维内部吸收水的速度。当水通

过疏水性纤维时，它的转移方式只是沿纤维表面，水的转移速度只决定于水在纤

维表面的转移速度。因此，在纤维表面状态相同的前提下，很显然，亲水性纤维

对液态水的传输能力强。

2.4.2尊麻纤维对液态水传输能力的测试

    取尊麻、棉、毛纤维各一束(手感目测使其根数相当)，并将纤维梳理整齐，

排列成条状，将水溶液染色，以便于观察并测量吸水高度。毛细效应主要测试液

态水分子在纤维表面和纤维内孔洞内的传导能力。

                      表12毛细效应测试结果 (高度mm)

测试时间 ((min) 尊麻 羊毛 棉 (脱脂)
  _ _ ~ 一 ........................‘..‘目，甲叫.，....，... 一 — —

一 In               27

八
U

山.
l

q
乙

Q
d

，
J

门
d

10

15

12

12

n

U
口

八
曰

J
任

月
寸

5

          30                 50        12               33
..............种种

结果分析:尊麻的水传导能力最强，在20分钟内就将水分子送到50mm高度，棉

纤维也较好，羊毛纤维最差。

2.4.3水蒸汽在纤维的传输理论〔35][361140][41](421

水蒸汽在毛细管中的传输主要表现在水蒸气的凝结和蒸发能力。在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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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蒸汽浓度C (kg/m3)即是单位体积中水蒸汽的质量。当空气中水蒸气浓

度不匀而呈现梯度时，水蒸汽分子将按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浓度较高的区域移向低

浓度的区域。

    根据菲克第一扩散定律 (Fick  Diffusion  Law I)，有扩散方程[431

                  dQ/ (dA-dt) =-D(dC/dx) 公式(16)

式中Q为运输的水蒸汽的质量(kg),A为运输的截面积(mb,t为运输的时间((s),D为

扩散系数，

在气压不高、浓度不大及不计水分子极性等条件下

              q=一(DM/RT),dp/dx

式中:p水蒸汽分压(Pa), T为温度(K),

s)

可近似认为湿流量为

          公式 (17)

M水的摩尔浓度，q为湿流量((kg/ m2

如果大气中水蒸汽分压或相对湿度低于临界条件，液态水将蒸发成水蒸汽并

吸收热量，蒸发速率遵循方程[441.

q=- (DM/RT-1){poexp[一竿(1
                                                        找 1 373

一PI} 公式 (18)

式中△H为相变能(即水的蒸发潜热J)，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

    纤维中毛细管内壁面将从含湿量较大的空气中吸附水分子，由于热力学的原

因当湿空气中水蒸汽分压达到一定值以上时，将会在毛细管中凝结成液态水并放

出热量，反之，当含湿的空气中的水蒸汽分压低于一定值以下时，液态水将蒸发

成水蒸汽并吸收热量。毛细管中的水蒸气的凝结和蒸发的条件均为临界半径[[341

r,=一2awVGMcos 6/[RTIn

式中::T为温度;p为蒸汽分压;V GM

液气界面张力

    当:<:.时，水蒸汽将发生凝结;

    当:> r1时，液态水将可以蒸发;

(p/ps)] 公式(19)

为气体的摩尔体积;T:为饱和蒸汽分压;几G为

    而空气的相对湿度(b= (p/ps) X100% 公式(20)

    因此，在一定的温度T和湿度中的条件下，毛细管中水蒸汽凝结和蒸发的临界

半径与固液接触角。os 9密切相关，纤维的cos。值越大，则:，越大，水蒸汽越不容

易在毛细管中凝结，纤维的导湿性能越好;同时纤维中的液态水不容易蒸发，即纤

维的保水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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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尊麻纤维对气态水的传输性能的测定

    水蒸汽的扩散速度也可以由液态水蒸发量来测定，比较常用的有水皿法、毛

细管测蒸发水量体积法、液面高度法及微气候仪以液面高度法测水蒸发量等，但

这些方法主要应用于织物对气态水的扩散速度的测试，而对于纤维来说，我们采

用测标准回潮率来说明纤维在一定湿度和温度条件下对空气中水蒸汽的吸收能

力;同时我们借鉴亚麻纤维吸湿、散湿性能的测试方法〔ml来测定纤维中的水分以

气态水散失的速度，以了解等麻纤维对气态水的蒸发传输能力。另外，通过该实

验我们还可以测出尊麻纤维的保水能力。

    纤维的保水能力是指纤维吸湿润涨后纤维体积之外的吸附和包含的自由水

  (指不因水的自重而流失的那部分水)。纤维的保水能力决定于纤维的孔隙率、

孔隙的形态、纤维的接触角、液体的界面张力、液体的比重等，多孔材料在液体

自重不流失的水量为

        G= (ocos0/g) (h扭不)一，K 公式(21)
式中G为吸入保持液体自重对材料原重之比，。为界面张力，0为界面接触角，

g为液体所受的加速度，h为液体可能流动方向集合体的厚度，Pf为干燥的纤维

密度，d#为纤维的直径，K为常系数。

    图16为各种纤维织物保水率与孔隙率的相关关系〔341[49[，纵坐标为保水率，

横坐标为织物孔隙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影响织物保水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孔隙

率，且与E/(C一1)线性相关。

    6

遗5

    3

    2

.L

二 Jr .

⋯

0， 0.0       0， 1.0

图16织物保水率Kv与孔隙率￡的关系

2.4.4.1尊麻纤维对水蒸汽的散发测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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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方法如下〔38]

果如表13所示。

                  表 13

纤维充分润湿~机械脱水一自然晾干~称重~恒重，结

尊麻纤维与其他纤维自然干燥速率测定的比较

尊麻纤维 羊毛纤维 棉纤维

时间(min)
实测值9

55.8850

失重率% 实测值9

43.4560

失重率% 失重率%

41

40

51.9953

50.6931

6.96 42.5093 2. 18

实测值9

48.2840

46.8892 2.90

9.29 5693 4.34 44. 1237 8.62

 
 
 
 
 
 
 
 
 
 

n

︺

n
U

八
目

n
口

行匕

49.3112

48.3277

11. 76

13.52

6. 51

39. 1586 9.89

43.2256

42.4339

10.48

12. 12

46.6381 16.55 38.2119 40.5191 16.08

 
 
 
 
 
 
 
 
 
 

0

︵日

n

n
乙

匕
月

Q

U

J.
1

刁.
1

35

34

44.9298

41.6988

19.60 37. 1014

12.07

14.62 38.8654 19.51

25. 39 2522 18.88 36.0303 25.38

40.4446 27.63 19.73 35. 1255 27.25

38.4891 31. 13 33. 5917 22. 70 33.4633

80

10

40

70

Jl

n
乙

Q
自

Q
自

33

32

37.6949 32.55 33. 1643

36.8865

36.4432

34.00 32.6996

23.68

24.75

0127

30. 70

31.63

4872 32.72

34.79 32.4760 25.27                  32.1983 33.32

00

30

60

弓
J

几n

q
U

J恒重

含水率%

28. 5803 27.2825 28.3160

95.54 59.28 70. 52

注:(a)仪器: 洗衣机 (脱水)，Sartorius  BS 系列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

        限公司)，Y802A型八篮恒温烘箱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纺织仪器厂)

  (b)外在环境条件:干球温度14. 50C .湿球温度90C，相对湿度3096

  (C)方法:将三种纤维在水中浸泡24小时(液面以下5mm)，用洗衣机脱水lmin后，

        在自然状态下测试纤维的失重率。

    (d)在测试时，尽量使纤维的堆放条件接近，可近似认为，纤维的失重率只与纤维的

        散湿性能有关。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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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率 (%) _W&一Wtsi

    W;s
X 100% 公式 (22)

式中:

式中:

W泥— 湿物的起始重量

W实，— 一湿物的实时测试重量

含水率(%)=叽m - WT X 100%
                吧

公式 (23)

W实。— 湿物的实时测试重量

W干— -被测物的恒重

失重率%

岁声多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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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2 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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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纤维在自然状态下干燥速率

结果分析

(1)按照公式的计算方法计算失重率，以时间为横坐标，失重率为纵坐标做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尊麻纤维和棉纤维的失重速率均高于羊毛纤维，这说明，棉纤

维和算麻纤维均具有良好的散湿性能，而尊麻纤维和棉纤维的散湿性能为:尊麻

纤维>棉纤维>羊毛。

  (2)在脱水后，测出纤维的含水率为尊麻>棉>羊毛，说明同样质量的纤维，

尊麻吸附的水分是最大的，即尊麻纤维具有优良的吸水性能。另外，尊麻和棉纤

维同样是纤维素类纤维，从分子结构上来看，对水分子的亲和能力是相同的，而

尊麻吸水性能明显优越于棉纤维，说明尊麻纤维的结构与棉纤维不同是重要的原

因。从文献口的对织物保水性能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织物的保水率与孔隙率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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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线性相关。可以看出纤维的保水能力与纤维的表面结构和纤维的孔隙率

密切相关，从尊麻纤维的截面可以看出，尊麻纤维具有明显的很深的缝隙，直通

纤维内部，纤维的横截面多呈腰圆形，有些还呈折叠状，使得纤维间和纤维内的

孔隙率增大，纤维的保水性能和导湿性能均较好，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3)由于测试时外界的空气的相对湿度为 30%，处于较干燥的状态，即外界比

纤维内部的水蒸汽的浓度小，必然使得纤维纤维中的水以蒸汽的形式蒸发出来，

水蒸汽向蒸汽浓度较低的外部环境转移。比较棉纤维和尊麻纤维中水蒸汽的散发

速率，可以看出尊麻的气态水分散失速率大于棉纤维。

2.4.4.2尊麻纤维回潮率的测定〔461[471

    在标准大气条件下 (温度20士20C，相对湿度65士2%)，对羊毛、尊麻和棉

纤维进行调湿处理24小时后，用烘箱法测定其标准回潮率。在自然状态下(14.5

℃，相对湿度30%)测定这三种纤维的自然回潮率，结果如表11:

                            表14 回潮率测定结果

纤维种类 尊麻 羊毛

标准回潮率%

自然回潮率%

12.81 15. 56 7.85

4.99 9.99 5.74

注:Y802A型八篮恒温烘箱及天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州纺织仪器厂)

结果分析

(1)在标准条件下，即湿度较大的情况(相对湿度65%),尊麻的回潮率与天然

纤维羊毛和棉相比，比棉纤维大而比羊毛小。一般情况下，天然纤维的吸湿性能

均较好，因此，尊麻的吸湿性能是比较好的。

  (2)在相对湿度较小的状况下(相对湿度30%),尊麻的回潮率是最小的，说明，

尊麻纤维在外界干燥的情况下，其散湿的性能是最好的。

2.5尊麻纤维的柔软性能

2.5. 1纤维柔软度与纺织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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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的柔软度对纺织生产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纺织加工过程中，纤维要反

复的经过梳理、牵伸、加捻、卷绕等各项运动的作用，经过纺纱的十几道工序的

作用，最后形成纱线。良好的纱线应该是具有一定强力、号数、光洁、均匀、成

形卷绕良好的细纱。这就要求纤维本身具有一定的细度、长度、强度、弹性等基

本的指标，同时，细纱越细，对纤维的要求越高，纺纱难度越大。除此以外，纤

维的表面的摩擦性能、纤维的刚度、纤维的卷曲以及纤维的成熟度 (天然纤维)

等性能也会对纤维的纺纱性能产生影响，尤其是麻纤维本身的柔软度普遍小于其

他的天然纤维，成纱毛羽普遍较高，且刚度较大的毛羽伸出纱干外是造成麻类织

物刺痒感的根本的原因，因此有必要研究尊麻的柔软度与成纱的关系。纤维的刚

度或柔软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纺纱产生影响:

  (1)纤维的柔软度越高，纱线的强力愈高。这是因为柔软的纤维纺成的麻纱，

由于纤维之间的接触面积大了，增加了纤维之间的抱合力和摩擦力，从而增加了

纱线的强力。

  (2)纤维的柔软度越高，纱线越容易加捻，即可承受较多的捻回而不致断裂。

而且在纺纱过程中柔软度高的纤维适当减少捻度，对麻纱的强力不大或基本没有

什么影响，所以在使用柔软度较高的纤维时，可以降低纱线的捻度，从而提高细

纱机的产量。

  (3)纤维的柔软度越高，就越能承受弯曲，耐弯曲数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细纱

和织造等工序中的断头，因此有利于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4)纤维的柔软度越高，纺出的麻纱的捻度越稳定，而且表面越光洁，毛羽将

减少。

2.5.2尊麻纤维的柔软度测试

    纤维的柔软度可参考，在纱线捻度仪上，取质量相等的梳理好的尊麻纤维

10分，给纤维束加捻直到断裂，记录捻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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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尊麻纤维柔软度结果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47    65    50  50          52    47   59   41   48 43   50.2

注:(a)纤维束重约0.008410.0002g，一端整齐;

    (b)手摇纱线捻度仪 电子秤

    (c)两夹钳间的距离为50mm，指针在刻度盘上为“0”位;

    (d)摇动手柄，对试样加捻直到其断裂，记卜刻度盘的读数

    (e)试验结果进行算术平均，即得该等级纤维地柔软度。

计算方法

柔软度二 公式 (24)
Lx A4

式中

N— 加捻数r;

L— 两钳口间距离mm;

M— 纤维束质量9;

尊麻纤维柔软度=一到些一一二11. 95r/cm.9
                      50x 0.0084x 1 U

表16算麻与其他纤维柔软度的比较

纤维种类 兰麻 亚麻 黄红麻 变性黄红麻

柔软度r/cm.9 9.85     4.36 3.20 5.66

结果分析

(1)表中黄红麻的数据和实验方法来自文献 (48),

(2)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尊麻的柔软度是最好的，与竺麻接近。从纤维的柔

软度上来看，是有利于纺织生产加工的。

2.6尊麻纤维的抗菌性能测试

2.6.1尊麻纤维抗菌性能测试的意义和方法.91 [501 [511 [521 [531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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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抗菌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会迅速生长繁殖，并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疾病，

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纺织品是这些微生物良

好的生存之地，也是疾病的重要的传播源。因此抗菌纤维与抗菌纺织品受到各国

高度关注。在卫生保健获得重视和提升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抗菌纺织品已经成为

极具潜力的新产品。基于上述章节麻类纤维的特点及尊麻药理研究的调查，可以

推测尊麻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是一种天然的功能性纤维。研究尊麻

的抗菌性能，将为尊麻的功能性产品的开发提供基础数据，以扩大尊麻产品开发

的途径和应用范围。

      抗菌织物测试方法在国外研究较早[62][03][641，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西欧提

出了许多测试方法。多年来国内一些行业的专家学者也做了大量探索，参照美国

的AATCC100，国内纺织业制定了FZ/T01021-1992《织物抗菌性能试验方法冲叫，

卫生部门制定了GB15979-1995+一次性卫生用品卫生标准》及《消毒技术规范);a

    在众多的测试方法中，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研究思路得出的“6]，第一条思路是

将一定浓度的菌液接种在试样上，在一定条件下接触一段时间通过一定手段比较

接触前后试样的相关参数 (菌落数，PH值，颜色，强力等)的变化值来评价抗

菌性能;第二条思路是将试样置于(或埋入)一定浓度的菌液中(或接种菌液的

平板，土壤中)，在一定条件下接触一段时间后，通过一定手段比较接触前后试

样的相关参数 (菌落数，阻止带宽度，强力等)的变化值来评价抗菌性能。

    本实验拟用第二条研究思路的典型代表HALO法，又称晕圈试验法先定性测

试尊麻纤维是否具有抗菌性能，再采用国标FZ/T01021- 1992《织物抗菌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定量测试其抗菌性能的大小。

2. 6. 2. HAL。法测试尊麻纤维的抗菌性能

2.6.2.1实验原理【22]在琼脂培养基上接种试验菌，再紧贴试样培养一定时间

后，观察菌类繁殖培养情况及试样周围无菌区的大小。

2.6.2.2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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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菌 金黄葡萄球菌 绿脓菌 大肠杆菌

(2)设备与仪器 天平 高压灭菌锅炉烘箱冰箱 酒精灯 微生物实验常用仪器

            以及培养室 无菌室

(3)培养液的配制 称取牛肉膏6. Og蛋白陈30.0g Nacll5g蒸馏水300ml

          PH7. 4-7. 6琼脂少量制成试管斜面和液体培养液用于细菌培养

2.6.2.3实验方法

(U菌液的制备

(a)菌种的活化:将试验用指示菌接入适宜的新鲜的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置适

宜的温度下培养一定时间后进行活化处理

  (b)细菌的接种:将活化的指示菌在无菌操作下用取菌环各自取不同的菌落用

划线法分别接种到三个不同的琼脂培皿中。

  (2)试样准备 称取尊麻纤维两份各lg，放入两个三角锥瓶A, B中，用定

刻度吸管分别量取10ml, 15ml,蒸馏注入A, B中，A瓶放入冰箱静置24h，纤

维挤干水份，取出，即得浸泡提取液。B放在电炉上隔水煮沸蒸发浓缩到5m1时，

纤维挤千水份，取出，即得煮沸提取液，继续加至溶液浓缩至2m1.

  (3)实验步骤

  (a)用A, B两种提取液浸泡直径为6mm滤纸A' B'

  (b)在无菌操作下各取5片滤纸分别均匀贴在接种有不同菌株的培养皿中。

  (c)把贴有试验样本的培养皿放入37℃的恒温烘箱中静置培养24h.

  (d) 24h后，取出，观察滤纸片周围抑菌圈的情况。

  (4)结果分析

    若试样具有抑菌效果，则在所贴样本的周围就会有一定区域使菌类无法生长

繁殖，称为无菌区，外观表象为圆晕即抑菌圈内部区域。从本次实验的结果看两

种浸润滤纸A' B'周围均无抑菌圈产生。但这未必能充分说明尊麻纤维不具有抗

菌性能。原因如下:

  (a)麻纤维从植物全株到加工成为纤维经过了多次生物和化学脱胶，这些加工

无疑会对尊麻纤维的原始的化学成分和微观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一般理论认为

1391，即使尊麻原纤中含有抗菌成分 (这点已经有文献报道)，经过强的化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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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必然会破坏其抗菌物质而使尊麻纤维丧失抗菌性能。

(b) HALO法测定纺织品的抗菌性能，其原理是利用纺织品中间的抗菌物质溶出，

对细菌产生杀灭作用，产生抑菌圈。而由于尊麻纤维的抗菌物质也可能在前期的

脱胶过程中已经失去，故该方法不适用于尊麻纤维的抗菌性能的测试。而国标中

FZ/T01021- 1992《织物抗菌性能试验方法》也是利用的溶出原理测试的，因此

尊麻纤维的抗菌性能的测试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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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尊麻纤维的纺织产品的开发

3.1纺纱性能的研究

    尊麻纤维是野生的天然纤维，我们和新疆天一集团合作研究和开发这种纤

维，将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从前面对尊麻纤维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尊麻纤维长度

偏短且细度离散较大，其成纱性能应该不会很好，尤其是纺制高支纱就更加困难，

因此，我们设计尊麻纯纺、尊麻与涤纶混纺以及气流纺纱几种工艺来初步对尊麻

纤维的可纺性能进行研究[56] [577，以确定尊麻产品开发的方向，为开发和利用野生

的尊麻纤维提供依据，为尊麻纤维的人工种植和培育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3.1.1尊麻纤维的混纺工艺研究

    我们首先对第一批尊麻纤维进行纯尊麻试纺纱，由于尊麻纤维长度偏短，且

长度和细度的离散较大，杂质和落物非常多，纯尊麻纤维无法成纱。

    后来我们采用了尊麻与涤纶混纺纺纱，纱支21Nm,捻度685.6捻/米，混纺比

为50/50，其中涤纶纤采用1.2旦X 38mm，由于尊麻纤维中的落物较多，在散纤

维混合时为了保证其纱线的混纺比，散纤维混合时的比例为涤纶40%,尊麻60%0

经过多次反复摸索试验，最后实验结果如下:

  (I)工艺路线:

脱胶尊麻纤维一>给湿加油~开松一开松~梳理成网~混合梳理成条一一道并条

                                        ’‘一 一 .尸万涤纶散纤维一>给湿一>开松一>开松一>梳理成网

一二道并条~三道并条一细纱

  (2)实验结果

a)成纱质量较差，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b)本次实验所纺纱线的支数并不高，纺纱工艺为一般的普梳产品的工艺，生产

的难度并不大，同时还在纺纱时混入相当比例的涤纶短纤维。可以看出，尊麻纤

维的可纺性能是极差的，甚至无法正常的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就为该产品的开

发提出较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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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尊麻纤维转杯纺纺纱工艺的研究

    尊麻纤维由于尊麻单纤维主体长度仍然较短，且长度、细度离散大，脱胶后

纤维所含杂质较多，主要是麻皮、麻骨和麻屑等，纤维抱和性差，纯尊麻纺纱难

度较大，成纱困难。所以我们在转杯纺纱机上进行了试纺，

  (1)工艺1:

    采用尊麻、涤纶和棉纤维混纺，混纺比为尊麻67:涤棉 33，实验结果为试

纺出混纺细纱10. 93Nm，毛羽较多

工艺流程:

  脱胶尊麻纤维~给湿加油 一 开松 (2次)~梳理成条~ 一并 ~ 二并、

                                          涤棉条 (涤55/棉45) l'

  ~转杯纺细纱

  (2) T-艺2:

    采用尊麻与精梳棉纺制麻棉混纺纱，混纺比采用50: 50，实验结果为整个

纺纱过程基本顺利，成纱质量尚可.表和表为气流纺纱的纱线测试结果。

工艺流程:

    脱胶尊麻纤维~给湿加油~开松(XFH小型和毛机)2次一开松(FU071A型

开粗纱头机)-50%算麻纤维/50%精梳棉纤维人工馄和一梳棉((A186D型梳棉机)

~一并 (A272型并条机)~ 二并(A272型并条机)一转杯纺纱机 (RUll转杯

纺纱机)

表17 气流纺制50/50荐麻与棉混纺的纱线品种

品种 纱支 (Nm) 捻度 (捻/米) 单纱断裂强力 (cN)

26.89 191.93

2#                 33.40              660           1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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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尊麻所纺气流纱的品质指标测试结果

测试 断裂

强力

(cN)

断裂

强度

(cN/T

断裂

伸长

(咖)

断裂

伸长

率%)

断裂

功

(mi)

断裂

时间

(s)

细节 麻节

一50% 200%

条干

均匀

度(V

值(%)

品种 ) /m)     /m) /。)

1#品种 191.93   3.89   16.2  3.23  13.9  3.24             9.18    3.40    12.13   25.68

3.2产品开发的设想

    目前我国是麻纺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产品的销售量很大，竺麻、亚麻、剑麻、

罗布麻、黄麻等各类麻纤维产品市场销售喜人，但在众多的麻产品中高档次的产

品却较少，具有特殊功能和特殊用途的产品就更少了，尤其是兰麻和亚麻的产品

市场价格很高。在国内市场上，高档的亚麻产品和竺麻产品近几年销售形式很好，

新产品不断涌现，这说明，我国的消费人群对麻产品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很

高要求。另外，各种野生的麻类资源也在不断的被开发，成为麻类家族的新成员，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应国际国内市场的要求，开发性能优良的麻产品势在

必行。尊麻作为一种野生的新的麻类纤维的成员，将会为麻类产品带来新的经济

增长点。为了最好的利用尊麻纤维的性能，开发合适的尊麻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我们通过研究尊麻纤维的性能，对尊麻纤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以此

为依据提出了一些产品开发的设想。

3.2.1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尊麻纤维的原有的特性。在“种、收、运、用”

的各个环节上严格保持他们的“生态性”，在加工过程中优先采用生物处理等先

进技术，尽量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即使在今后尊麻的大量人工种植及品种选育时

也不用农药和化肥，使尊麻纺织产品真正成为“绿色产品”。

3.2.2为了充分利用尊麻纤维，提高其可纺性能，可以尝试采用笠麻纺纱中的新

型纺纱技术，主要有:赛罗纺纱;赛络菲尔纺纱;弹力纱纺制技术;湿法纺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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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减少毛羽纱的加工技术等，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织物服用性能。

3.2.3利用尊麻纤维良好的吸湿散湿性能，开发新型的产品。可以设想用尊麻纤

维生产夏季服饰、夏季纺织用品，具有凉爽、透气和吸湿的优点。此外，利用尊

麻纤维可开发各类无纺布产品，如尊麻处理过程中的废弃物也可开发新型卫生用

品，有专利就是利用麻纤维麻杆韧皮及废弃麻杆，清洗粉碎，制成麻纤维浆板，

再将麻纤维浆板采用卫生巾生产工艺制成麻纤维卫生巾，由于麻纤维吸湿透气性

较好，因此采用麻纤维作为卫生巾的表面层或填充层，渗透力就比较强;国外利

用麻纤维开发出植物培育垫【581 C591 L.1，用来帮助植物发芽生长，并兼具增强和绿化

作用，特别适合增加倾斜河堤的强度。同时麻纤维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对环境不

会产生污染，在日益强调环境保护的今天，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3.2.4尊麻纤维与各种新型纤维、功能纤维产品、多组份纤维的开发具有特殊织

物风格的新产品;以尊麻为主要原料的产业用和家用纺织品的研究开发;环保型

复合地膜的研究开发等;如有资料表明〔681:利用新型即纤维/麻研究出复合材

料，利用低熔点PP纤维与长度整齐度较差、纤维粗且脆、可纺性较差的下脚麻

纤维混合制毡，制成横截面结构中间层是即纤维和麻的混合层，上、下表面是

PP纤维薄层。这种热塑复合材料具有强度高、防腐蚀、绝缘、隔音、吸音、阻

燃等优良性能，而且无污染，成本低，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内饰件、箱包、家具等

生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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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 论

    本课题通过研究尊麻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通过显微镜观测尊麻纤维的纵向

和横向截面的形状，并与其他麻纤维进行比较;同时还研究了尊麻纤维的吸湿性

能，并从纤维吸湿机理和吸湿模型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尊麻纤维具有良好吸湿性能

的原因;同时还通过试纺对尊麻纤维的纺纱性能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合目前麻

类产品的开发情况对尊麻纤维的产品开发提出了设想。由于尊麻纤维是一种新开

发的野生纤维，可能有很多的特性还不清楚，对其特性的测试工作还有待于研究，

因此，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本论文只是尊麻纤维性能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4.1尊麻纤维与芒麻纤维同属尊麻属植物，其纵、截面形状与兰麻纤维非常相似。

纤维细长，内有空腔但两端封闭，没有明显的卷曲，有粗细变化，两端较细，中

间较粗，纤维表面有明显大条纹，有结节，且偶尔发现“分叉”现象，纤维截面

大多数为腰圆形，纤维壁上有很深的不规则缝隙，并与中腔相通，成熟的纤维壁

较厚且截面接近圆形，而成熟度差的纤维壁较薄，截面细长甚至折叠弯曲，但与

芒麻纤维相比尊麻纤维外壁的缝隙更加明显和深。

4.2尊麻单纤维平均长度约36. 6mm左右，但主体长度较短，约20mm，长度离散系

数较大56.3%，短纤维 (20mm以下)含量较高，约占30.28%0

4.3尊麻单纤维细度在1300--1700Nm之间，平均细度约1500Nm (0.667tex)左

右，与兰麻纤维的平均细度接近。纤维细度离散系数较大，纤维平均直径约28wn

左右。

4.4 尊麻纤维的机械物理性能具有麻类纤维的普遍特性 ，即断裂强度高、断裂

伸长小、初始模量大。

4.5尊麻纤维可采用单纤维进行纺纱，尊麻纤维的长度、细度尚可，但短纤维含

量较多，长度和细度离散系数大，这给纺纱加工带来一定困难。故野生的尊麻纤

维仍难以进行纯尊麻纺纱，但可以和其它纤维混纺成纱，也可用尊麻纤维与棉混

纺采用纺转杯纺纱(气流纺纱)工艺路线，但具体的纺纱工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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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6通过尊麻纤维吸湿和散湿性能的测试，及吸湿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尊麻纤维

具有麻类纤维独特的通风透气、吸湿散湿快的特点，这与尊麻纤维的结构有密切

的关系。

4.7虽然算麻纤维的抗菌性能测试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结果，但尊麻纤维仍然是具

有开发潜力的新型天然纤维。由于时间有限，尊麻纤维的许多功能和特性还未得

到测试，研究尊麻的功能特性是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另外，要提高尊麻纤维的可

纺性能，开发出高档的尊麻产品来，尊麻的人工种植及品种选育是必要的手段，

在保持野生尊麻基本性能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和控制纤维的生长时间，改善尊麻

纤维的性能，以适应纺织生产的要求。此外，进一步优化尊麻韧皮的剥制以及脱

胶工艺也是提高纤维性能的重要方面。

4.8我们提出尊麻纤维产品的开发设想①在开发尊麻产品的过程中尽量采用生

物产品处理，开发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尊麻纤维的原有的特性。在种植、加工各个

环节上严格保持尊麻的的“生态性”，使尊麻纺织产品真正成为“绿色产品”。②

为提高其可纺性能，提高产品质量和织物服用性能，可以尝试新型纺纱技术〔33]

如赛罗纺纱:赛络菲尔纺纱;弹力纱纺制技术;湿法纺纱技术和减少毛羽纱的加

工技术等。③利用尊麻纤维良好的吸湿散湿性能和生物可降解性，，开发新型的

产品如夏季服饰和夏季纺织用品，新型卫生用品，植物培育垫(环境不会产生污

染，保持水土，使种子扎根后)等。

④尊麻纤维与各种新型纤维、功能纤维产品、多组份纤维的开发具有特殊织物

风格的新产品;以尊麻为主要原料的产业用和家用纺织品的研究开发;环保型复

合地膜的研究开发:具有高强度、防腐蚀、绝缘、隔音、吸音、阻燃等优良性能

的新型麻复合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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