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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EDDHA-Na）是一种含有2个苯环的酰胺类的化合物，具有极佳的吸附和

分散作用，能够牢牢结合水解的活性染料，是一种良好的活性染料防沾色皂洗剂。介绍了EDDHA的合成方法，
通过质谱分析确定了实验室合成物的分子结构，将其用于活性染料皂洗工艺中，结果显示自制的EDDHA-Na和进
口的同类产品具有相当的牢度性能和防沾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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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胺二邻羟苯基乙酸钠(EDDHA-Na)是一种性

无污染、易降解的环境友好型分散剂。乙二胺二邻

能优异的分散剂，可以广泛地用于颜料分散、洗涤

苯基乙酸钠具有酰胺基团，可以吸附、结合水解染

剂增效、化妆品螯合等领域，是一种高效、无毒、

料，因此也特别适用于印染领域，用作活性染料防
沾色皂洗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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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纺织印染中的应用。

乙二胺二邻羟苯基乙酸钠的生产工艺有2种，分
别以日本三井化学为代表的2-氯乙磺酸钠扩链法和
以墨西哥喜赫石油代表的乙二胺磺酸钠扩链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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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得到高纯度的产品，但是工艺复杂，成本较

元素分析：采用德国Elementar Vario EL II型

高，产品可用于高分子合成、医药等领域。后者只

热导元素分析仪，分析产物中N、C和H 3种元素的含

能得到低含量（55%左右）工业级产品，价格便宜，

量，样品分解温度为850～1 050 ℃，升温速率设定

多用于工业用途。本文参考喜赫化学的生产工艺，

为5 ℃/min,保护气体为氦气。

在实验室合成EDDHA-Na。

1.2

1

试验部分

1.1

合成试验

1.1.1

药品和仪器

药品：乙二胺（EDA，分析纯，天津市博迪化
工有限公司），2-氯乙磺酸钠（分析纯，上海天骋

应用试验

1.2.1

材料

织物：大红、艳橙、深蓝和浓黑色纯棉染色针
织汗布（未经皂洗后处理），染料分别为活性红KE7B 4%（omf）、活性橙KE-G 4%（omf）、活性深蓝
K-R 3%（omf）和活性黑K-BR 6%（omf）；漂白后的
纯棉针织布；纯棉标准贴衬织物(棉)。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工业级，上海氯

药品：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EDDHA-Na(自制)，

碱化工），氯乙酸（分析纯，上海巴斯夫化工有限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EDDHA-Na(标准样品，喜赫化

公司），癸酰氯（工业级，浙江湖州沙龙化工有限

学)。

公司），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标样：工业级，

仪器：PL2006-03型电子天平、MO-L型分光光

上海喜赫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

度计(梅特勒-托利多公司)，221-5型电加热鼓风恒

纯。

温干燥箱(北京实验仪器总厂)，KLOP-3型标准光源
仪器：磁力搅拌器（大连佐竹搅拌设备有限

对色用灯箱(上海立言科学器材有限公司)，BBV-17-

公司 S260型立式），减压蒸馏器（德国UIC公司，

200型常温水浴振荡小样机(河北石家庄加热设备机

LZN-C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美国Nicolet公

械厂)，YMS-12-140型高温小样染色机(台湾瑞比试

司，AVATAR360 FT-IR型)，热导元素分析仪（德国

验器械)，XV-501S型测色配色仪(瑞士瑞彩公司)。

Elementar公司，Vario EL II型），精密天平（上海

1.2.2

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FA2004N型）。
1.1.2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的合成

将15 mL（0.2 mol） 乙二胺、80 mL水加到四口

皂洗工艺

皂洗(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用量1 g/L，95
℃，20 min，浴比1∶15) →冷水洗→烘干。
1.2.3

防沾色工艺

烧瓶中，冰浴冷却至0 ℃。将56.4 g（0.2 mol）2-

漂白纯棉针织布沾色[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氯乙磺酸钠溶于40 mL蒸馏水中，用30%液体氢氧化钠

1 g/L，水解活性大红KE-7B 1%（omf），95 ℃，20

中和。将氯乙酸溶液缓慢滴入到乙二胺溶液中，同

min，浴比1∶15]→冷水洗→烘干。

时滴加30%氢氧化钠溶液保持反应液pH=12，约2 h滴

1.2.4

牢度性能测试

完。将反应液于室温静置24 h后，调节pH=7，室温下

耐摩擦色牢度：按GB/T 3920-2008《纺织品

强烈搅拌，缓慢滴加癸酰氯和催化剂A[2-3]。反应过程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进行，并按GB/T 251-

中保持140 ℃反应16 h，充分反应后，将反应产物减

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压蒸馏。除去其中多余的未反应的EDA，静置24 h后

进行评定。

分层，取上层红褐色粘稠物，制得率约为57%。
1.1.3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的测试与表征

红外光谱：用KBr盐均匀涂膜，干燥后，用美国
Nicolet AVATAR360 FT-IR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分析
产物的结构特征。

耐皂洗色牢度：按GB/T 3921-2008《纺织品 色
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进行。按规定工艺条件处
理后干燥、平衡24 h，于Datacolor电脑测色配色仪
上测试标准贴衬白布的K/S值，并评定沾色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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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子式中的羟基发生化学键结合外，还能发生水

结果与讨论

解反应，生成水解染料，水解染料吸附在纤维上会
严重影响织物的色牢度[6-7]。

红外分析
取辐射频率为6.5时所得测试样品的红外光谱
-1

皂洗主要是通过皂洗剂-染料-纤维3者之间的

分析，在3 428 cm 波峰处出现了伯胺与酰胺结构影

物理或化学作用，洗脱沾在纤维上的水解染料、未

像，待测样品由缔合态产生的吸收峰与标准样品的

与纤维有任何键合的染料以及其他杂质，最后洗下

-1

-1

吸收峰完全叠加；在2 919 cm 和2 832 cm 波峰处

来的浮色被皂洗剂捕捉，并利用皂洗剂的分散、悬

出现了对称苯环和酰胺基团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实

浮、络合作用使之不再返沾到织物和纤维上，从而

验室合成的EDDHA-Na的波峰图与国外标准样品的波

达到提高皂洗牢度，同时防止沾色、串色的目的[8]。

峰特点完全一致[4]。
2.2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EDDHA-Na）本身是

产物元素分析

一种分散剂，并含有酰胺键，可以牢牢结合水解染

将元素分析所得产物中N、C和H的元素含量换算

料，从结构上分析，适合作为皂洗剂使用[10]。

为3种元素的物质的量比。产物的N、C和H元素的理

按“1.2.2皂洗工艺”和“1.2.3防沾色工艺”

论物质的量比的一致性也是表征待测物与标样的相

进行试验，并测试样品的摩擦牢度（见表2）和防沾

符性的数据，并且随辐射频率的增大，实测产物中n

色性能（见表3）。

[5]

表2 摩擦牢度测试结果
Table2 Results of Rub fastness

（N）∶n（C）∶n（H）越来越接近目标产物 。产
物中H元素实测值与理论值存在偏差，主要与分析测

摩擦牢度/级

试环境有关，尤其是反应产物极易吸湿，影响测试

布样

干摩

结果。但从实测的N，C物质的量比，可得出测试样
品与标样结构完全一致(表1)。
表1 合成待测产物与标准样品的n（N）∶n（C）∶n（H）实测值
表1 Measured n（N）∶n（C）：n（H） values of products at
various Reactants
辐射频率/kHz
1.5
2.5
3.5
4.5
5.5
6.5

湿摩

空白

1#

2#

空白

1#

2#

大红纯棉针织布

3

5

5

2

3

3

艳橙纯棉针织布

4

5

5

3

4

4

待测名称

n（N）∶n（C）∶n（H）

深蓝纯棉针织布

4

5

5

3

4~5

4~5

黑色纯棉针织布

4

5

5

3

4~5

4~5

合成待测物

2∶4.68∶16.21

国外标准样品

2∶4.63∶16.28

合成待测物

2∶4.09∶16.29

国外标准样品

2∶4.00∶16.21

合成待测物

2∶3.77∶17.01

国外标准样品

2∶3.56∶17.09

合成待测物

2∶3.29∶17.38

国外标准样品

2∶3.17∶17.20

合成待测物

2∶3.08∶17.91

国外标准样品

2∶3.04∶17.90

合成待测物

2∶2.57∶18.27

国外标准样品

2∶2.57∶18.27

通过红外光谱分析与元素分析，实验室合成的
EDDHA-Na与国外公司的产品具有相同结构，为一种

注：空白为未加皂洗剂，1#皂洗剂为自制乙二胺二邻
苯基乙酸钠，2#皂洗剂为国外公司生产乙二胺二邻苯基乙
酸钠。以下同。
表3 沾色测试结果
Table3 The results of staining test
K/S

衬布白度（%）

布样
空白

1#

2#

空白

1#

2#

大红纯棉针织布 0.2667

0.1035

0.1031

37.12

69.01

67.58

艳橙纯棉针织布 0.1982

0.0822

0.0831

29.1

67.55

67.93

深蓝纯棉针织布 0.1329

0.0543

0.052

38.16

72.19

73.27

黑色纯棉针织布

0.1101

0.1116

22.66

70.21

70.09

0.288

表2和表3数据显示，在皂洗工艺中采用实验室自

物质。

制的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其皂洗牢度和防沾色

2.3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在皂洗中的应用

性能完全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活性染料色谱齐全，拼色容易，色泽鲜艳，染

2.4

生产实践

色工艺成熟，因此被广泛用于纯棉、粘胶纤维等面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验室自制乙二胺二邻苯基乙

料的印染加工。但活性染料的活性基团除能与纤维

酸钠的皂洗效果，于2011年7月在浙江雅戈尔印染有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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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染色分厂进行了大试，在J型溢流染色机中共
试验11缸，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皂洗工艺如下：
活性染料染色→边进水边排水3 min→排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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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欧文斯.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的制造、性能

和分析[M].第一章.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7-9.
[2] Guth C.Process for washing off prints or dyes

进清水→皂洗（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1 g/L，90 ℃，

on cellulosic textile materials:美国,5490866[P].

10～15 min）→剪样→水洗→出缸→烘干→测试。

1996-02-13.

该厂一直使用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作为皂洗
剂，换用实验室自制的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连
续生产7天，共11缸，经该厂质检部门测试，所有指
标均完全合格。同时，在价格方面，折算成50%含量
计算，与马丙共聚物相比，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价格便宜近2元/kg，在印染加工企业面临各种生产
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作

[3] Honser N E,Leuck J F,Balehin T J.Stain blocking
agent:美国,5820638[P].1998-10-13.
[4] 徐慧兰.常用元素分析方法在表面活性剂成分剖析中的
应用手册[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99:33.
[5] 小谷卓.活性染料的短时间清洗[EB/OL].http://www.
kotani-chemical.co.jp/cn/01_seiren0301spring.
html.
[6] K李伟忠,等.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在氧漂稳定剂中

为皂洗剂更有优势。

的应用研究[C]//第二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论文合

3

集.2010:22-25.

结论
实验室合成的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在分子式

结构上与国外厂家生产的产品完全一致。将自制的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应用于活性染料的皂洗工
艺，皂洗牢度和防沾色效果接近于目前常用的马丙

[7] （意）Ken Shabul著.印染助剂新品种的开发现状[M].
徐元巨等,译.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2008:220-227.
[8] 陈

颖,译.活性染料的水解及洗除[J].印染,2006,

32(5):50-51.
[9] Abel H.Detergent composition for washing off

共聚物，并在价格上显示出巨大优势。

dyeing stained with fibre-reactive dyes:美国,

4

4545919[P].198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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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技术》杂志主要栏目及内容介绍
1、专论与综述
国内外染整技术的最新进展/探索性研究/专
题综述。
2、生产技术
各种纤维及其制品的前处理、染色、印花、后

5、唐教授信箱
由长期在生产、科研、教学一线的唐育民教授为
读者解答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是杂志与读
者沟通和服务的桥梁。
6、染整设备

整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发/加工疵病的防止。

国内外染整设备发展动向/新设备的研制及应用

生态纺织品染整/节水、节能/印染废水处理/各种资

/染整设备的使用经验或改进/电子信息及自动化技术

源、能源回收利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3、染料与助剂

在染整加工中的应用。
7、经验交流

染整新型染化料的开发研制动向/制备技术/应
用、筛选试验/生产使用心得。
4、标准与检测
国内外新标准介绍/各国、新旧标准差异评点/
标准方法实施中存在问题或补充意见/各类实验方法
的探索/新技术在测试中的应用。

来自生产一线有关技术、工艺、染化料使用、
设备改进等各方面的点滴经验，简要、实用是文章
的特点。
8、讲座
连载式、分专题、系统阐述一个主题内容，是成
书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