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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拓展生物基醛鞣剂（ＢＡＴ）在皮革制造中的应用范围，以铬鞣革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常用丙烯酸

树脂复鞣剂（ＡＲ）和荆树皮栲胶（ＴＵＮ）配合使用，并与戊二醛（ＧＴＡ）在相同复鞣体系下的复鞣性能进行对比，
系统考察了 ＢＡＴ 在铬鞣革复鞣中的应用性能。 结果表明：ＢＡＴ 与 ＡＲ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而与 ＴＵＮ 则不能同

时加入。 相较于 ＧＴＡ，单独使用或与 ＡＲ 配合使用时，ＢＡＴ 可赋予坯革更为紧实和纹路清晰的粒面；与 ＴＵＮ 配

合使用时，ＢＡＴ 则可赋予坯革更为紧实、平整和纹路清晰的粒面，同时坯革整体的物理性能更优；与 ＡＲ 和

ＴＵＮ 同时配合使用，ＢＡＴ 可赋予坯革更优的整体性能。 因此，生物基醛鞣剂可用于铬鞣革的复鞣以调控和提

高最终坯革的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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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皮革产业是我国轻工行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为我

国出口创汇做出了巨大贡献［１］。 皮革的湿加工过程

主要包括“准备” “鞣制”和“染整”３ 大工段。 其中，
鞣制工段最为关键，它通过鞣剂与皮胶原纤维上活性

基团的化学交联反应，赋予皮革在后续加工过程中对

物理和化学稳定性的基本要求［２］。 目前，铬鞣法因其

具有操作简单、易控制、成本低、成革综合性能优良等

特点，仍是皮革鞣制的主要方法［３］。 鞣制之后，为了

增加皮革的力学强度，改善皮革手感，丰富其花色品

种，提其高使用价值，鞣制革坯还需要进行染整加工；
而该工段则主要采用复鞣剂、加脂剂、染料等化学品

对鞣制革坯进行处理，赋予坯革上述性能和价值［４］。
在皮革染整工段中，复鞣工序长久以来被誉为制革工

业的“点金术”，其可赋予坯革各式各样的风格及功

能特性，在制革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５］。 当

前，绿色生态皮革已成为未来制革业的发展趋势，这
不仅对生态鞣制材料提出了高要求，同时也对生态型

复鞣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提出了新要求。
生物质资源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重要物质资源

和宝贵财富。 作为一类重要的可再生生物质，糖基生

物质具有来源广泛、生物相容性好、无毒无害、可生物

降解等优点，是制备绿色生态皮化材料的理想原

料［６－８］。 糖基生物质经分子结构修饰后，其应用领域

还可进一步拓宽。 其中，生物基醛是一类糖基生物质

经功能化改性而得的物质，其分子结构单元含有两个

活性醛基［９］。 根据文献报道，此醛类物质与氨基在碱

性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反应活性，可作为蛋白质、多肽、
特异氨基酸序列等生物活性物质的交联剂被广泛用

于生物医疗领域［１０－１２］。 同时，大量研究工作也表明，
生物基醛的活性双醛结构可与皮胶原纤维上的游离

氨基等基团发生反应，在皮胶原纤维间形成多点交

联，使其湿热稳定性提高［１３－１６］。 因此，上述醛类物质

也有望作为一种生物基醛鞣剂（ＢＡＴ）应用于皮革的

鞣制与复鞣加工中。
前期研究表明，ＢＡＴ 对浸酸牛皮或绵羊毛皮均具

有良好的鞣性，可使鞣制革坯的收缩温度提升至 ８０
℃以上［１５－１６］。 同时，作为一类生物质衍生材料，ＢＡＴ
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 环境友好性和生态友好

性［１７－１８］。 因此，推动 ＢＡＴ 在皮革加工领域的广泛应

用，对于促进绿色生态皮革制造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铬鞣革为研究对象，将 ＢＡＴ 与

常用丙烯酸树脂复鞣剂（ＡＲ）和荆树皮栲胶（ＴＵＮ）配
合使用，并与戊二醛（ＧＴＡ）在相同复鞣体系下的复鞣

性能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探明 ＢＡＴ 作为复鞣剂的应

用特性，拓展其在皮革制造中的应用范围，为促进其

实际应用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主要试剂和仪器

１ １ １　 主要试剂

生物基醛鞣剂（ＢＡＴ），实验室自制（醛基含量 １２ ４
ｍｍｏｌ ／ ｇ，以干质量计，有效物含量为 ４０％（质量分数））；

铬鞣革，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
丙烯酸树脂复鞣剂（ＡＲ）、加脂剂，工业级，四川

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荆树皮栲胶（ＴＵＮ），工业级，四川亭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戊二醛溶液（质量分数为 ５０％），分析纯，成都市

科龙化工试剂厂。

１ １ ２　 主要仪器

ＧＳＤ 型热泵循环不锈钢控温比色试验转鼓，无锡

新达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ｖａｒｉｏ ＴＯＣ 总有机碳分析仪，艾力蒙塔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ＭＹ－３１３０－Ａ２ 型数显式桌上型厚度计，东莞铭禹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Ｍ２０５ Ｃ 型体视显微镜，德国莱卡公司；
ＧＴ－３０３型皮革软度测试仪、ＡＩ７０００－Ｓ 型伺服控制

电脑系统拉力试验机，高铁检测仪器（东莞）有限公司。

１ ２　 复鞣工艺

１ ２ １　 单独复鞣工艺

取铬鞣革，称重，作为用料基准，按如下工艺进行

复鞣。
回湿：水 ４００％，非离子脱脂剂 ０ ５％，甲酸 １ ０％，

温度 ４０ ℃，转 ６０ ｍｉｎ，控液。
中和：水 １００％，甲酸钠 １ ０％，碳酸氢钠 ０ ５％，温

度 ３５ ℃，转 ９０ ｍｉｎ，ｐＨ＝ ５ ０，控液。
复鞣：水 １００％，复鞣剂（ＢＡＴ－４ ０％、ＧＴＡ－３ ２％、ＡＲ

－６ ０％、ＴＵＮ－６ ０％），转动 １ ０ ｈ。
固定：甲酸 ０ ５％，转 ３０ ｍｉｎ，ｐＨ＝ ４ ２，控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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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两种复鞣剂复鞣工艺

取铬鞣革，称重，作为用料基准，按如下工艺进行

复鞣。
回湿：水 ４００％，非离子脱脂剂 ０ ５％，甲酸 １ ０％，

温度 ４０ °Ｃ，转 ６０ ｍｉｎ，控液。
中和：水 １００％，甲酸钠 １ ０％，碳酸氢钠 ０ ５％，温

度 ３５ °Ｃ，转 ９０ ｍｉｎ，ｐＨ＝ ５ ０，控液。
复鞣：水 １００％，复鞣剂（ＢＡＴ－４ ０％、ＧＴＡ－３ ２％、

ＡＲ－６ ０％、ＴＵＮ－６ ０％），转动 ２ ０ ｈ。 （注：复鞣剂加入

方式分为先后加入和同时加入，待先加入的复鞣剂渗

透 １ ０ ｈ 后，再加入另一种复鞣剂，继续转动 １ ０ ｈ；两
种复鞣剂同时加入时，持续转动时间为 ２ ０ ｈ；复鞣剂

组合为 ＢＡＴ＋ＡＲ、ＧＴＡ＋ＡＲ、ＡＲ＋ＴＵＮ、ＢＡＴ＋ＴＵＮ、ＧＴＡ＋
ＴＵＮ）。

固定：甲酸 ０ ５％，转 ３０ ｍｉｎ，ｐＨ＝ ４ ２，控液。

１ ２ ３　 ３ 种复鞣剂复鞣工艺

取铬鞣革，称重，作为用料基准，按如下工艺进行

复鞣。
回湿：水 ４００％，非离子脱脂剂 ０ ５％，甲酸 １ ０％，

温度 ４０ ℃，转 ６０ ｍｉｎ，控液。
中和：水 １００％，甲酸钠 １ ０％，碳酸氢钠 ０ ５％，温

度 ３５ ℃，转 ９０ ｍｉｎ，ｐＨ＝ ５ ０，控液。
复鞣：水 １００％，复鞣剂（ＢＡＴ－４ ０％、ＧＴＡ－３ ２％、

ＡＲ－６ ０％、ＴＵＮ－６ ０％），转动 ２ ０ ｈ。 （注：复鞣剂加入

方式为先同时加入 ＢＡＴ ／ ＧＴＡ 和 ＡＲ，转动 １ ０ ｈ，然后

加入 ＴＵＮ，继续转动 １ ０ ｈ；复鞣剂组合为 ＢＡＴ＋ＡＲ＋
ＴＵＮ 和 ＧＴＡ＋ＡＲ＋ＴＵＮ）。

固定：甲酸 ０ ５％，转 ３０ ｍｉｎ，ｐＨ＝ ４ ２，控液。

１ ３　 加脂工艺

取复鞣革坯，然后按照表 １ 所示工艺，对其进行

加脂得到加脂革坯。

表 １　 复鞣革坯的加脂工艺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ａｔｌｉｑｕ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ｃｒｕｓｔ

操作 材料 用量 ／ ％ 温度 ／ ℃ 时间 ／ ｍｉｎ 备注

加脂
水 １５０ ５０

加脂剂 ６ ０ ６０

固定 甲酸 １ ５ ５０ １５×３ 分 ３次加入，ｐＨ＝３ ８
水洗 水 ４００ 常温 １０×３ 出鼓

１ ４　 分析检测

１ ４ １　 复鞣剂和加脂剂吸收率的测定

取复鞣剂（或加脂剂）原液和复鞣后（或加脂后）
的废液，稀释一定倍数后，采用总有机碳分析仪测定

原液和废液的总有机碳（ＴＯＣ）浓度，经换算后按照式

（Ⅰ）计算加脂剂的吸收率：

吸收率（％）＝ 原液 ＴＯＣ 浓度－废液 ＴＯＣ 浓度
原液 ＴＯＣ 浓度

×１００％

（Ⅰ）

１ ４ ２　 坯革增厚率的测定

首先，采用数显式桌上型厚度计测定铬鞣革的厚

度，随后将加脂革坯进行干燥整理得到坯革，并测定

其厚度，最后按照式（Ⅱ）计算坯革的增厚率。

增厚率（％）＝ 坯革厚度－铬鞣革厚度
铬鞣革厚度

×１００％

（Ⅱ）

１ ４ ３　 坯革粒面的观察

将复鞣加脂后的革坯干燥整理后，采用 Ｍ２０５ Ｃ
型体视显微镜观察其粒面，并拍照记录。

１ ４ ４　 坯革物理性能的测定

将坯革样品在相对湿度为 ６５％、２０ ℃的条件下

调节 ４８ ｈ，用 ＡＩ７０００－Ｓ 型伺服控制电脑系统拉力试

验机测定样品的抗张强度、撕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并用 ＧＴ－３０３ 型皮革软度测试仪测定坯革的柔软度。
坯革的丰满性则采用压缩性能测定法加以表征［１９］。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复鞣剂和加脂剂的吸收率

首先，采用 １ ４ １ 所述方法对复鞣剂和加脂剂的

吸收率进行测定，以评价在不同复鞣方法下，ＢＡＴ 与

其他复鞣材料的相容性，结果如图 １ 所示。 从图 １ａ
可以看出，铬鞣革对阴离子型丙烯酸树脂复鞣剂 ＡＲ
具有良好的吸收（吸收率高达 ９６％），同时对荆树皮

栲胶 ＴＵＮ 的吸收也较为良好（吸收率为 ７８％）。 对

ＢＡＴ 而言，其吸收率则较低，仅为 ６８％左右。 当 ＢＡＴ
与 ＡＲ 配合使用时，两者的加入顺序及方式对其吸收

无明显影响，最终革坯对复鞣剂的吸收率均可达 ９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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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图 １（ｃ））。 当 ＢＡＴ 与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两者的

加入顺序及方式对其吸收则有较大影响。 当两者分

开加入时，最终革坯对复鞣剂的吸收率相当，均可达

７５％左右；而两者一同加入时，最终复鞣剂的吸收率

则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为 ７１％左右（图 １（ｄ））。 从图

中还可发现，当 ＢＡＴ 与 ＡＲ 或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最终

复鞣剂的吸收率高于单独采用复鞣 ＢＡＴ 时的吸收

率，但低于 ＡＲ 或 ＴＵＮ 单独使用时革坯对各自的吸收

率。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复鞣革坯对加脂剂的吸收情况

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 整体而言，相较于未经复鞣的

革坯，复鞣革坯对加脂剂的吸收率均稍低，但在不同

复鞣方法下，最终加脂剂的吸收率也能达到 ８４％以

上。 ＢＡＴ 与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革坯对加脂剂的吸收

率相较于与 ＡＲ 配合使用时稍低。 从图 １（ｂ）和图 ２
（ｂ）中可以看出，不管 ＡＲ 和 ＴＵＮ 是分开加入还是同

时加入，革坯对复鞣剂和加脂剂的吸收均无明显变

化，两类材料的吸收率均可达到 ９０％左右，这说明 ＡＲ
与 ＴＵＮ 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图 １　 复鞣剂吸收率

Ｆｉｇ １ Ｕｐｔａｋ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ＢＡＴ 是一种糖基生物质经功能化改性而得的鞣

剂，其分子结构单元含有两个活性醛基，同时还含有

部分羟基，属于一种非离子型醛类鞣剂。 在复鞣初

期，浴液的 ｐＨ 值在 ６ ０ 左右，ＢＡＴ 上的醛基会与铬鞣

革上的氨基发生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被固定在革坯表

面，这就有可能会对 ＡＲ 向革内的渗透造成轻微的负

面影响。 在复鞣剂固定阶段，浴液 ｐＨ 值降至 ４ ２ 左

右，此时铬鞣革坯带一定程度的正电性，易于与阴离

子型材料形成电价结合而将其固定在革内和表面；而
此时部分结合的 ＢＡＴ 会发生可逆反应［２０］，从革内析

出。 所以，单独复鞣时，阴离子型 ＡＲ 的吸收率高，而
非离子型 ＢＡＴ 的吸收率低；当 ＢＡＴ 和 ＡＲ 配合使用

时，先加入 ＢＡＴ 以及 ＢＡＴ 与 ＡＲ 同时加入时，复鞣剂

的吸收率均较先加入 ＡＲ 渗透一定时间再加入 ＢＡＴ
时的吸收率稍高。 当 ＢＡＴ 与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由于

ＢＡＴ 分子结构上含有活性醛基，会与 ＴＵＮ 发生一定

程度的反应［２１］，生成分子质量偏高的产物，其较难渗

透进入革坯内部，所以两者不适宜同时加入；即使两

者分开加入，前者未被革坯吸收的部分也会影响后者

的渗透，致使材料在革面结合偏多。 因此，ＢＡＴ 和

ＴＵＮ 两两配合使用时，整体上革坯对复鞣剂和加脂剂

的吸收偏低。 综上所述，ＢＡＴ 与 ＡＲ 可同时或相邻加

入，但 ＢＡＴ 与 ＴＵＮ 不能同时或相邻加入。

图 ２　 加脂剂吸收率（ＮＲ：未复鞣，下同）
Ｆｉｇ ２ Ｕｐｔａｋ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ａｔｌｉｑｕｏｒ （ ＮＲ： ｎｏ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２ ２　 坯革的增厚率

进一步，按照 １ ２ ２ 和 １ ２ ３ 所述工艺对铬鞣革

进行了复鞣，以戊二醛（ＧＴＡ）在相同工艺体系下复鞣

革坯为对照，采用 １ ４ ２ 所述方法，对坯革的增厚率

进行了测定，结果见图 ３。 从图 ３（ａ）中可以看出，未
经复鞣而只进行加脂，最终坯革的增厚率仅为 ２２％，
而分子质量较小的 ＢＡＴ、ＧＴＡ 和 ＴＵＮ 复鞣坯革的增

厚率则在 ３０％～３７％之间，大分子 ＡＲ 复鞣坯革的增
厚率则高达 ６１％。 当 ＢＡＴ 和 ＧＴＡ 分别与 ＡＲ 和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ＢＡＴ 组坯革的增厚率相较于 ＧＴＡ 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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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这可能是因为 ＢＡＴ 相较于 ＧＴＡ 具有更高的分子

质量，其相对更易在革面结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

续材料向革内的渗透以及在革内的结合。 因此，不管

是两种复鞣剂配合使用还是 ３ 种复鞣剂配合使用，
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的增厚率相较于 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的

增厚率始终更低。

图 ３　 坯革的增厚率

Ｆｉｇ ３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Ｒ；（ｂ）ＢＡＴ；（ｃ）ＧＴＡ；（ｄ）ＡＲ；（ｅ）ＴＵＮ
图 ４　 复鞣剂单独复鞣时坯革的粒面照片

（ａ）ＮＲ； （ｂ）ＢＡＴ； （ｃ）ＧＴＡ； （ｄ）ＡＲ； （ｅ）ＴＵＮ
Ｆｉｇ 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ｗｈｅｎ ｏｎ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２ ３　 坯革的粒面平细度

铬鞣革坯经过复鞣、加脂、干整理后得到坯革，采

用体视显微镜观察复鞣革坯的粒面。 从图 ４ 中可以

看出，相较于未经复鞣的坯革（图 ４（ａ）），ＢＡＴ 和 ＴＵＮ
复鞣坯革更为细致、紧实；ＧＴＡ 复鞣坯革的粒面稍粗，
而 ＡＲ 复鞣坯革的粒面则具有更为清晰的毛孔。 从

图 ５ 中可以看到，与 ＡＲ 配合使用时（见图 ６），ＢＡＴ 组

复鞣坯革粒面的毛孔清晰、粒面具有立体感，而 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的粒面则更为扁平。 类似地，与 ＴＵＮ 配

合使用时，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的毛孔清晰，粒面具有立

体感，而 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的粒面则更为扁平且更粗

糙。 当 ＢＡＴ 或 ＧＴＡ 与 ＡＲ 和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的粒面平细度相较于 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更

高。 上述结果与 ２ ２ 部分坯革增厚率的变化结果一

致。 这进一步说明了，ＢＡＴ 相较于 ＧＴＡ 更易在革面

结合，赋予复鞣坯革更为紧实、立体和清晰的粒面特

征，对铬鞣坯革的成革风格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２ ４　 坯革的物理性能

按照 １ ４ ４ 所述方法，首先对复鞣革坯的抗张强

度、撕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进行了测定。 从图 ７ 所示

的坯革抗张强度可以看出，采用 ＢＡＴ、ＧＴＡ、ＡＲ 和

ＴＵＮ 单独复鞣后，坯革的抗张强度有所提高，最高可

达 １２ Ｎ ／ ｍｍ２ 以上。 当与 ＡＲ 或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
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的抗张强度相较于 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

的抗张强度更高，其显著高于未经复鞣的坯革。 就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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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ＡＴ＋ＡＲ；（ｂ）ＧＴＡ＋ＡＲ；（ｃ）ＴＵＮ＋ＡＲ；（ｄ）ＢＡＴ＋ＴＵＮ；（ｅ）ＧＴＡ＋ＴＵＮ
图 ５　 两种复鞣剂复鞣时坯革的粒面照片

（ａ）ＢＡＴ＋ＡＲ； （ｂ）ＧＴＡ＋ＡＲ； （ｃ）ＴＵＮ＋ＡＲ； （ｄ）ＢＡＴ＋ＴＵＮ； （ｅ）ＧＴＡ＋ＴＵＮ
Ｆｉｇ ５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ｗｈｅｎ ｔｗｏ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裂强度而言（见图 ８），与 ＡＲ 配合使用时，ＧＴＡ 组复

鞣坯革相较于 ＢＡＴ 组更高；与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相较于 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则更低。 当与

ＡＲ 和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的抗张强度

和撕裂强度相较于 ＧＴＡ 组更高。 图 ９ 显示，就断裂

伸长率而言，ＢＡＴ 和 ＧＴＡ 两组复鞣坯革相近且均高

于未经复鞣的坯革。

（ａ），（ｃ）ＢＡＴ＋ＡＲ＋ＴＵＮ；（ｂ），（ｄ）ＧＴＡ＋ＡＲ＋ＴＵＮ
图 ６　 ３ 种复鞣剂复鞣时坯革的粒面照片

（ａ），（ｃ）ＢＡＴ＋ＡＲ＋ＴＵＮ； （ｂ），（ｄ）ＧＴＡ＋ＡＲ＋ＴＵＮ
Ｆｉｇ ６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随后，对坯革的柔软度进行了测定，结果见图 １０。
可以看出，相较于未经复鞣的坯革，ＢＡＴ、ＧＴＡ 和 ＴＵＮ
单独复鞣坯革的柔软度稍低，而 ＡＲ 复鞣坯革的柔软

度最高。 这可能与复鞣剂的分子质量大小和分子链

的柔顺性有关。 当采用两种复鞣剂配合使用时，ＢＡＴ
与 ＡＲ 或 ＴＵＮ 复鞣坯革的柔软度均高于未经复鞣的

坯革。 ＢＡＴ 与 ＡＲ 配合使用时，坯革的柔软度稍低于

ＧＴＡ 和 ＡＲ 配合使用时坯革的柔软度；ＢＡＴ 与 ＴＵＮ
配合使用时，坯革的柔软度则与 ＧＴＡ 和 ＴＵＮ 配合使

用时坯革的柔软度相近（图 １０（ｂ））。 当采用 ３ 种复鞣

剂配合使用对铬鞣革进行复鞣时，ＢＡＴ 组复鞣坯革的

柔软度与 ＧＴＡ 组复鞣坯革的柔软度相近（图 １０（ｃ））。

（ａ）单独复鞣；（ｂ）两种复鞣剂复鞣；（ｃ）３ 种复鞣剂复鞣

图 ７　 坯革的抗张强度

（ａ）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ｂ）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ｃ）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ｉｇ ７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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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单独复鞣；（ｂ）两种复鞣剂复鞣；（ｃ）３ 种复鞣剂复鞣

图 ８　 坯革的撕裂强度

（ａ）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ｂ）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ｒｅｔａｎ⁃
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ｃ）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ｉｇ ８ Ｔ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ａ）单独复鞣；（ｂ）两种复鞣剂复鞣；（ｃ）３ 种复鞣剂复鞣

图 ９　 坯革的断裂伸长率

（ａ）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ｂ）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ｃ）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ｉｇ ９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图 １１－图 １３ 所示的是在不同复鞣方法下所得坯

革的压缩－回弹性能。 一般而言，曲线与横坐标所包

围的面积可以用于评价样品的可压缩性和回弹性，面
积越大，可压缩－回弹性就越好，表明坯革样品的丰满

（ａ）单独复鞣；（ｂ）两种复鞣剂复鞣；（ｃ）３ 种复鞣剂复鞣

图 １０　 坯革的柔软度

（ａ）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ｂ）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ｃ）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Ｆｉｇ １０ Ｓｏｆ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度就越高［２２］。 由图 １１ 可知，单独复鞣时，ＴＵＮ 复鞣

（ａ）压缩；（ｂ）回弹

图 １１　 单独复鞣时坯革的压缩－回弹性能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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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革的丰满性最好，ＢＡＴ 复鞣坯革的丰满度最低，表
现出硬挺和紧实的手感。 当采用两种复鞣剂配合使

用时，各复鞣方法下所得坯革的丰满性相近（见图

１２）。 当采用 ３ 种复鞣剂配合使用时，复鞣坯革的丰

满性相近，相较于未经复鞣坯革的丰满性更好，且
ＢＡＴ 复鞣组所得坯革的丰满度较 ＧＴＡ 复鞣组坯革的

丰满度稍高（见图 １３）。

（ａ）压缩；（ｂ）回弹

图 １２　 两种复鞣剂复鞣时坯革的压缩－回弹性能

（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综合而言，相较于 ＧＴＡ，ＢＡＴ 复鞣坯革表现出更

为优良的力学性能和感官性能，而这可能与 ＢＡＴ 的

分子质量和醛基活性等性质有关。 ＢＡＴ 的分子更大，
其在革坯表面的结合相对会更多，同时由于其反应活

性更低，当与 ＴＵＮ 分子相遇时，两者间的反应比 ＧＴＡ
与 ＴＵＮ 间的反应更温和，这使得最终坯革的粒面更

为紧实但不粗糙。 此外，相较于采用 ＡＲ 和 ＴＵＮ 复鞣

坯革的整体性能而言，ＢＡＴ 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坯革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强度，同时不会对坯革的

（ａ）压缩；（ｂ）回弹

图 １３　 ３ 种复鞣剂复鞣时坯革的压缩－回弹性能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ｇ １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ｔ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ｔｓ

断裂伸长率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总结而言，ＢＡＴ 应

用于铬鞣革的复鞣可以对最终坯革的物理感官性能

进行调控和改善。

３　 结 论

本文以铬鞣革为研究对象，通过将生物基醛鞣剂

（ＢＡＴ）与常用丙烯酸树脂复鞣剂（ＡＲ）和荆树皮栲胶

（ＴＵＮ）配合使用，并与戊二醛（ＧＴＡ）在相同复鞣体系下

的复鞣性能进行对比，以期探明 ＢＡＴ 作为复鞣剂的应用

特性。 相较于小分子 ＧＴＡ，由于 ＢＡＴ 分子更大，其在革

坯表面的结合更多；同时，由于其反应活性更低，当与

ＴＵＮ 分子相遇时，两者间的反应比 ＧＴＡ 与 ＴＵＮ 间的反

应更温和，这使得最终坯革的粒面更为紧实但不粗糙。
相较于采用 ＡＲ 和 ＴＵＮ 复鞣坯革的整体性能而言，ＢＡＴ
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坯革的抗张强度和撕裂

强度，同时不会对坯革的断裂伸长率造成明显的负面影

响。 总结而言，ＢＡＴ 可应用于铬鞣革的复鞣，对最终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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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物理感官性能进行调控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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