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羼  涂层织物耐沾污性测定方法 ／ 塑生丝董洪晨跃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摘要】 涂层织物的耐沾污性是涂屉织物的一项重要的性能指标。本文对涂层织枷耐沾污性 

的测定方法以及所使用的仪器、材料、操作 步骤及注意事项作 1详细介绍 

一

、前 言 

涂层整理可以赋予纺织品以特种功能和广 

泛的用途，而涂层织物耐沾污性是涂层织物的 
一

项重要的性能指标，与涂层织物的应用直接 

有关。织物的耐沾污性与通常的防污整理。即所 

谓的易去污整理所赋予织物的防污能力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指织物耐沾污的能力．后者 

则是指织物沾污后在洗涤时去除污迹的难易性 

能。如果织物耐沾污性好 ，则不容易沾樗 ，而如 

果是经易去污整理，则沾污后容易去除．但耐沾 

污性未必一定好。因此 ，前者具有更积极的意 

义。纺织品沾污和去污及难易的机理和影响因 

素各不相同，因此在测定方法上亦有很大的差 

别。评定纺织品的去污能力 ．是通过将已沾污的 

织物置于按标准配置的洗涤液中．在规定的条 

件下洗涤后评定去污的程度进行的；而耐沾污 

性的测定，贝!I是通过用一种标准载污介质摩擦 

织物 使其沾污，然后评价其沾污程度的方法进 

行的。为了适应我国涂层织物的发展需要，我们 

对涂层织物耐沾污性测定方法进行了较深人的 

研究，并起草制订了国家专业标准——谅层织 

物耐沾污性测定方法．已经纺织部批准发布(标 

准号 zB W04014)，本文对该测定方法作一介 

绍 。 

二、涂层织物耐沾污性测定方法 

1．方法原理 

按规定的方法和试验参数，将一种标准载 

污介质(标准污布)在马丁代尔型织物磨损试验 

仅上对涂层织物涂层面进行摩擦 ，然后甩评定 

沾色用灰色样卡评定涂层面的沾污程度 

2．试验设备和用品 

①马丁代尔型织物磨损试验仪 该仪器能 

使试样在规定压力 下，以多方 向性 的李莎茹 

(Liss~)ous)轨迹与标准磨料进行摩擦。相对运 

动速度为 50士2r／mln。仪器装有预置 自停及累 

计计数装置。 

②衬垫毛毡 切割成磨台太小的 2．00± 

0．25ram厚的细毛毡．密度 O．14g／cm。，可反复 

使用，但有异常时应予更换。 

③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GB251)。 

④标准污布 轻度沾污的试验用醋酯短纤 

织物。每卷新的标准污布均应按下述方法检验： 

(a)仪器 往复式耐摩擦色牢度试验仪．磨头直 

径 16mm，总负荷 1000g．行程 100ram．测试台 

衬垫物为玻璃板。(b)操作步骤 从布卷上剪 

取 50ram×50ram污布两块 另从布卷一边无 

沾污处剪取 230minx50ram干净布片一块，并 

用夹样器固定在玻璃板上。将一块污布装在摩 

擦头上，在规定负荷下．使摩 擦头降下到织物 

上．以每秒往复一次左右的速度运行 100个循 

环，换上第二块污布 ，再运行 100个循环。从玻 

璃板上取下织物，用评定沾色用灰 邑样卡比较 

沾污处 ，应达到 3级为合格。 

3．大气 条件 

试 样必须在试验用 标准大气 (温 度 20士 

2℃，相对湿度 65士2 )下调湿、剪职和进行试 

验 工厂的非仲裁性常规试验 ，大气条件可控制 

在温度 2O士3℃，相对湿度 65±5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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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 样 

剪取四块试样 ，试样的形状取决于磨台的 

形状(圆的或方的)．试 样尺寸应比磨台外径大 

20ram。取样位置应均匀且不应有影响试验结 

果的疵点存在。试样在试验前应置于标准大气 

下调湿 24h。 

5．操作步骤 

先按仪器操作说明书对所用的马丁代尔型 

织物磨损仪进行校验。导板工作面与磨台工作 

面的平行度应在 0．08ram 以内，磨头和磨台工 

作面的平行度 以当磨头处于任何位置时，用测 

徽片测试磨头与磨 台之间的空隙均不得大于 

0．03mm为准(仪器在使用中应注意检查 4个 

位置所得结果是否一致 ，若出现重复的不一致． 

在排除了其他可能之后，应重新校验仪器)。仪 

器经校验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后 ．将四块试样分 

别同村垫毛毡一起放在四个磨 台上，剪取四块 

直径为 38ram 的标 准污布，将沾污面朝外安置 

在磨头上。将磨头放在试样面上．通过导板套孔 

插上心轴，再在心轴上 加上 395g重的砝码，使 

磨头产生对试 样面的总压力为 595gf(磨头加 

心轴重 200g)。将预置计数器拨到 2000，同时计 

数器置零，然后开动仪器。仪器运行达 2000次 

时．自动停机 ，调换新 污布．再运行 2000次．再 

调换新污布运行 2000次，总计摩擦 6000次。 

6、结果的评定 

从磨台上取下试样 ．将试样被沾污区域中 

心部位作为评级 比较部位与评定沾色用灰色样 

卡比较 ，评定沾污等级 。如果四块试样的评级结 

果存在差异 ，但最大的级差不超过 1／2级时，试 

验有效，并以多数有相同评级结果的试样沾污 

等级表示测定结果。如果四块试样的评定结果 

成双相同，且级差也不超过 1／2级时，试验也有 

效，但以其中较低的一个等级表示测定结果。 

三、讨论和说 明 

1．本剥定方法的适用范围 

关于涂层织物的耐沾污性测定，目前尚无 

ISO标准 ，只有英国标准局曾在 1973年发布过 

一 个标准，但规定只适用于 PVC涂层织物 。我 

们在研究制定本方法标准时，对聚氯乙烯、聚氨 

酯 、聚丙烯酸酯等各类涂层织物以及部分薄型 

橡塑涂层织物进行了广泛的验证试验 ，证实了 

本方法对服用或室内装饰用涂层织物的耐沾污 

性测定是较适用的。另外，在本方法标准发布 

后 ．我们还会同苏州纺织产品研究所一起，对装 

饰纺织品的耐沾污性测定方法进行了研究，证 

明了本方法同样适用于床上用品、窗帘织物，墙 

布、沙发布等的耐沾污性测定。该研究亦已通过 

纺织部鉴定。 

2．试验仪器 

目前世界各国生产的马丁代尔型织物磨损 

试验仪型号繁多．但原理都一致．只是在部分机 

构设计和仪器精度方面略有差异。考虑到国内 

的实际应用 ，在不影响测定结果的前提下 ．我们 

以由江南机械厂按国际羊毛局标准 TA112和 

TM196要求设计生产的马丁代 尔型织物 平磨 

仪的技术标准作为仪器校验的标准。事实上 ，这 
一

标准对各种型号的马丁代尔型织物磨损仪都 

是适用的。 

3．标准污布的有效摩擦次数和总摩攘次数 

我们对标准污布的有效摩擦次数进行了研 

究。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标准污布的耐 

磨性；二是标准污布转移污物的有效能力。试验 

表明．摩擦 2000次后无论是污布转移污物的程 

度或织物的沾污程度都基本趋于平衡 ，更多的 

摩擦实际上是无效的。因此 ，将一块污布的有效 

摩擦次数定为 2000次是合理的。同时研究还表 

明．不 同的样品经两块 污布共 4000次的摩擦 

后，已基本能评定其耐沾污性，但考虑该方法的 

适用性 ，特别是对一些颜色较鲜艳或较深的样 

品来说，增加摩擦次数即增加沾污程度对评级 

较易掌握。因此 ，统一规定每个试样均须用三块 

污布，共经 6000次摩擦后方能进行评级。 

4．标准污布的来源及其检驻 

本方法规定使用的标准污布由英国 West— 

Lairds公司提供 ，这家公司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 

能提供这种污布的公司。因此，标准污布的检验 

亦按该公司的技术要求办。在操作上，与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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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920(纺织品耐摩擦色牢度试验方法》略有 

不同，使用时请注意。 

5．试验用标准大气 

大量的研究试验表明，规定试验用标准大 

气对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十分重要．这与标准污 

布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的耐摩擦色牢度有所不 

同和不同试样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耐沾污程度 

亦有所差异有关．因此，如果不统一规定试验用 

标准大气，则有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一是由于标 

准污布的耐千湿摩擦色牢度的差异较大，故湿 

度对其转移污物的能力有较大影响；二是不同 

涂层剂的拒水或吸湿性 能不一，在不同温湿度 

条件下其耐沾污性亦会有所不忍；三是如果试 

样未经调湿，则在与标准污布的摩擦中，会由于 

试样的湿度不同，影响到标准污布的耐摩擦色 

牢度．从而影响测定结果 因此，本方法对试验 

用标准大气作了规定 。 

6．评级和结果的表示 

由于马丁代尔型织物磨损仪的磨头运行是 

按李莎茹图形轨迹进行的(见图)，很显然 ，在经 

摩擦后试样上近似方形的被沾污区域中，四个 

角部位的沾污程度应 比中心部位大，而四边中 

点部位的沾污程度剜介于两者之问．大量的验 

证试验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 ．为了便于统一掌握 

标准 ，我们规定把试样被沾污区域的中心部位 

确定为评价 比较部位，用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评定试样的耐 沾污性，以灰色样卡对应的级数 

表示。4个试样最终的评定结果的表示，则按方 

法中规定的办。 

■ 
图 莩 葡帆迹图 

四、结 语 

本方法系参照国外先进标准，结合我国国 

情 ，经大量的研究试验确定的。本方法操作简 

便 ，仪器通用性强 ．对涂层织物的耐沾污性的考 

核夏观 明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靠性 、有效 

性和实用性，适用范围广。本方法参照国外先进 

标准，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涂层产品质量，打进国 

际市场 ，提高竞争能力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 国内简讯 · 

进 口圆网打样机的改造 

我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各地在引进荷 

兰斯托克四网印花机的厨时．都带有一台四网打样机。 

但由于该打样机仅为一套色且不船连续运转，因此仅 

能作检查 聊罔制 阿质量之用．各厂对该设备的利用率 

投低．郏州印染厂为了使该设备船发挥更好的作用，将 

该设备改造成为一套色圈阿印花机 ．投入 了生产使用 ． 

为了使该设备 船更好满足生产需要，该厂又于 1991年 

进一步将该设备改造成为四套色 圆网印花机。改造后 

的设备无论在对花精度、烘干效果、前后车速同步递行 

等各方面均达到了满意 的效果 ，车速可调范 匿为 加～ 

80m／rain，改造后一直在郑印取大印花厂生产至今． 

最近舔，．1印染厂又帮助重庆二印在花钱不多的情 

况下，成 功地 改造 了一 台圆网打 样机．于 1993年 4月 

10日正式投入运行．使该搁置多年的设备发挥了较好 

的敷益 ．据不完全统计 ．国 内有此打样机约十余台．如 

均能加以改造．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要想联系改造事宜及详细情况可与郑州印染 

厂科协(设在郑州印染厂科研所内)联系． 

(郑英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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