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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铬鞣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鞣制出来的革负电性强，对后续阴离子染整材料的吸收利用率低，加
之适合无铬鞣的配套后整饰材料少，导致无铬鞣的应用受限。 本文将齐鲁工业大学实验室自制的氨基树脂、
丙烯酸树脂及芳香族合成鞣剂改性的 ３ 种胶原蛋白基皮革填充材料（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应用于 Ｆ－９０ 无铬鞣工

艺的复鞣填充过程中，通过对坯革的物理机械性能测试和废水中有机物的检测，研究了胶原基复合材料用于

无铬鞣工艺中对坯革质量及化工材料吸收的影响；通过 ＦＴＩＲ、ＤＳＣ 和 ＳＥＭ 等手段对鞣剂间的相互作用和反应

机理进行了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３ 种胶原蛋白基皮革填充材料 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 均有很好的填充作用，坯革的

机械性能得到提升，还可促进皮革对染料和加脂剂的吸收，废水中有机碳降低，说明胶原蛋白基皮革填充材料

上的游离—ＮＨ２ 与 Ｆ－９０ 的氯代三嗪结构产生了有效的化学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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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铬鞣因其卓越的性能已有 １００ 多年的历史，是传统

制革中采用最多也是鞣制性能最好的鞣剂，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一种鞣法能达到铬鞣革那样的效果，如良好

的丰满性、优良的耐湿热稳定性和耐曲挠性等。 但常规

铬鞣工艺中铬的利用率低，只有 ７０％～８０％，因此生产中

会有较多含铬废液排放，如不处理会对环境造成较大污

染；同时含铬废革屑又被国家列为危险废物，如处理不

当也会对环境产生很大问题。 研究出一种新型实用

的无铬鞣技术一直是皮革工作者努力的方向［１－４］。
ＳＴＡＨＬ 公司的 Ｆ－９０ 是目前市场上大家认可度

比较高的无铬鞣产品，据资料显示，Ｆ－９０ 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对－［（４，６ －二氯 －１，３，５ －三嗪 －２ 基）氨基］
－苯磺酸钠，这种新型的无铬鞣材料相对于铬鞣来说，
可以极大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５－７］，但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发现，其鞣革性能与铬鞣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
收缩温度低、丰满柔软性欠佳等［８］。 研究 Ｆ－９０ 无铬

鞣工艺发现，工艺选用的鞣剂、复鞣剂、染色加脂剂等

主要以阴离子型材料为主，在复鞣加脂过程中，由于

同种电荷的排斥作用，其他阴离子型材料很难与皮革

胶原产生较好的结合［９－１０］。
胶原蛋白是由多个氨基酸通过肽键缩合而形成

的典型氨基酸型两性化合物，分子内同时含有带有正

电荷的氨基和带有负电荷的羧基［１１－１２］。 对胶原蛋白

进行改性并应用于无铬鞣过程中，可以对坯革表面电

荷进行调控，促进皮革对阴离子材料的吸收和结

合［１３］。 制革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弃皮胶原，从
制革废弃物中提取胶原多肽并进行改性得到两性胶

原蛋白基填充材料，将其应用于无铬鞣过程中，能够

促进阴离子材料的吸收和结合，减少其对环境的污

染，同时实现了制革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本论文将齐鲁工业大学实验室自制的 ３ 种具有

不同交联结构的聚合物改性胶原基填充材料（胶原蛋

白基氨基树脂（ＤＣＬ）、胶原蛋白基丙烯酸树脂（ＮＣＬ）
和芳香族胶原蛋白基树脂（ＰＣＬ））应用于 Ｆ－９０ 无铬

鞣的复鞣填充工艺中，研究了其对坯革的成革物理机
械性能及染色加脂材料吸收的影响，并对 Ｆ－９０ 与两
性蛋白基复鞣材料（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的作用机理进行
了初步探讨。

１　 试验部分

１ １　 主要材料及仪器设备

黄牛皮，德州兴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Ｆ－９０ 鞣剂，ＧＲＳ、ＳＸＰ、ＲＳ－３１、ＭＬＢ、ＤＬＥ、ＦＴＧ 复

鞣剂，ＡＬ３、ＮＬＭ、ＣＤ 加脂剂，斯塔尔精细化工公司；
甲酸、甲酸钠、小苏打、二氯甲烷，分析纯，国药化

学试剂集团；
胶原蛋白基氨基树脂（ＤＣＬ）、胶原蛋白基丙烯酸

树脂（ＮＣＬ）及芳香族胶原蛋白树脂（ＰＣＬ），齐鲁工业
大学皮革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研究所制备。

不锈钢试验转鼓，ＧＳＤ４５０－４，无锡新达轻工机械
有限公司；

恒温恒湿箱，ＹＧ７５１Ｄ，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收缩温度测试仪，ＧＴ－７０７１－Ｈ，高铁检测仪器有

限公司；
水浴恒温振荡器，江苏金怡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ＤＨＧ－９２０３Ａ，上海风棱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
总有机碳 ／总氮分析仪，Ｍｕｌｔｉ Ｎ ／ Ｃ ２１００ Ｓ，德国耶

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ＸＷＮ－２０，长春新科

试验仪器研究所；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ＩＲ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１Ｓ，株式会社

岛津制作所；
扫描电镜，ＰＷ－１００－５１５，复纳科学仪器（上海）

有限公司；
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ＳＣ２５，美国 ＴＡ 仪器公司。

１ ２　 胶原蛋白基皮革填充材料应用于无铬鞣工艺的
复鞣填充

　 　 采用软化后的黄牛皮进行试验，沿牛皮背脊线部

·２·

专题研究 中　 国　 皮　 革 第 ５０ 卷




位左右对称取 ４ 块大小为 ４０ ｃｍ×１５ ｃｍ 皮样并标记，
先统一用 Ｆ－９０ 进行无铬鞣，再分别用 ３ 种自制的胶
原蛋白基填充材料进行复鞣填充，对比其应用效果，
工艺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软化牛皮的无铬鞣加工工艺

工序
用量

／ ％
材料

名称

时间

／ ｍｉｎ
温度

／ ℃
操作

水洗 ２００ 水 １０ ２５ 水洗 ２ 次，排液

鞣制 ５ Ｆ－９０ ３０ ３０

５ Ｆ－９０ ９０

１ ５ ＧＲＳ １２０ 停鼓过夜

５０ 水 １２０ ３５

４０ 水 １２０ ４０

４０ 水 １２０ ４５ 排液

中和 １５０ 水 ３５

１ 甲酸钠

０ ２ 脱脂剂 ３０ 排液

复鞣

填充
５０ 水 ３５

４ 块牛皮分 ４ 个

鼓操作

６ ＧＲＳ

６ ＳＸＰ ６０

３ Ｘ ６０ 停鼓过夜

加脂 ６ ＲＳ－３１ ３５

２ ＡＬ３

２ ＮＬＭ ４５
３ 种化料搅匀， ３
倍 ６０ ℃水乳化

４ ＭＬＢ

７ ＤＬＥ

３ ＦＴＧ

０ ２ ＥＤＴＡ １２０ ４ 种化料一起加入

６ Ｘ ６０

８０ 水 １０ ４７

４ ＡＬ３

４ ＮＬＭ

４ ＣＤ ３０
３ 种化料搅匀， ３
倍 ６０ ℃水乳化

１ 甲酸 １２０ ４７
稀释 １０ 倍，分 ４
次加入，排液

水洗 ２００ 水 １０ 洗净为止

出鼓，晾干、绷板、摔软

　 　 注： Ｘ 分别是空白 ／ 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

１ ３　 坯革物理机械性能测试

１ ３ １　 坯革收缩温度测定

利用 ＭＳＷ－ＹＤ４ 数字皮革收缩温度测定仪测定

坯革的收缩温度，以 １００％甘油为加热介质，每个样品

测定 ３ 次计算平均值。
１ ３ ２　 坯革厚度测定

厚度测定参照 ＱＢ ／ Ｔ ２７０９—２００５，利用 ＧＴ－３１３－
Ａ 定重式厚度仪测定革样 ５ 个不同点的厚度，记录并

计算各革样的平均厚度。 增厚率计算公式见式 １。

σ（％） ＝
ｄ１ － ｄ２

ｄ２

× １００％ （１）

式中：σ 为增厚率，％；
ｄ１ 为坯革的平均厚度，ｍｍ；
ｄ２ 为软化皮的平均厚度，ｍｍ。

１ ３ ３　 坯革力学性能测试

力学性能测定参照 ＱＢ ／ Ｔ ２７１０—２００５ 和 ＱＢ ／ Ｔ
２７１１—２００５，利用 ＸＷＮ－２０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

机分别测定坯革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强度，拉力机的拉

伸速度为 １００ ｍｍ ／ ｍｉｎ，各样品测定 ３ 次，结果取平

均值。

１ ４　 废水中 ＴＯＣ ／ ＴＮ 的测定

分别取染色加脂固定后的废水，经过滤后，稀释

一定倍数，用有机碳 ／有机氮分析仪测定其 ＴＯＣ ／ ＴＮ。

１ ５　 鞣剂间相互作用测试与表征

研究鞣制作用机理时，除了考虑主鞣剂和复鞣剂

与皮胶原纤维的交联反应外，也要了解材料之间的反

应。 为此，本文将主鞣和复鞣材料两两混合，观察它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测定反应产物的成分。 本工艺

中的复鞣剂包括 ＤＣＬ、 ＮＣＬ、 ＰＣＬ、 ＲＳ － ３１、 ＭＬＢ、
ＤＬＥ、ＦＴＧ。
１ ５ １　 溶液复配及反应物样品制备

配制适量 １０％的 Ｆ－９０、ＲＳ－３１、ＭＬＢ、ＤＬＥ、ＦＴＧ
溶液，将以上溶液分别与 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 在试管中进

行 １ ∶ １ 混合，且 Ｆ－９０ 溶液与 ＧＲＳ 溶液同样进行 １ ∶
１ 混合，振荡过后充分摇匀，再将水浴恒温振荡器水

温设置为 ５０ ℃，振荡 ２ ｈ 后，静置 ２４ ｈ，观察试管中有

无反应发生。 具体配比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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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鞣剂的溶液配比

项目 Ｆ－９０ ＧＲＳ ＲＳ－３１ ＭＬＢ ＦＴＧ ＤＬＥ
Ｆ－９０ — １ ∶ １ — — — —
ＤＣＬ １ ∶ １ —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ＮＣＬ １ ∶ １ —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ＰＣＬ １ ∶ １ —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将鞣剂间反应后的溶液上清液倒出，将沉淀转移
至尖底的离心管中，放入离心机中，转速 ５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４ ｍｉｎ，重复 ５～６ 次，直至上清液澄清透明，结束
后倒出上清液。 将离心后的沉淀转移至培养皿中，并
用保鲜膜包裹，冰箱冷冻 １２ ｈ 后，放入冷冻干燥机冻
干 ２４ ｈ，使用玛瑙研钵研磨成粉末状。
１ ５ ２　 傅里叶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分析

取冻干后制成的粉末，分别采用溴化钾压片制成
样品，在 ４００ ～ ４ ０００ ｃｍ－１的波长范围内扫描，重复扫
描 ３２ 次，分辨率为 ４ ｃｍ－１。
１ ５ ３　 差示扫描量热法（ＤＳＣ）分析

以空白铝坩埚为空白参照，取粉末样 ５ ～ １０ ｍｇ，
调节仪器稳定温度为 ４０ ℃，以 ５ Ｋ ／ ｍｉｎ 的升温速度
加热至 １８０ ℃，记录 ５ 种复合物的 ＤＳＣ 曲线。
１ ５ ４　 扫描电镜（ＳＥＭ）分析

将样品粉末通过导电胶固定于样品台上，使用高
压氮气清理后，把样品放入扫描电镜，扫描电压为
１０ ｋＶ。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坯革物理机械性能分析
２ １ １　 收缩温度

表 ３　 坯革的收缩温度

革样 １＃（空白）
２＃（ＤＣＬ）

填充

３＃（ＮＣＬ）
填充

４＃（ＰＣＬ）
填充

收缩温度 ／ ℃ ７８ ６ ７９ ７ ７８ ９ ７９ ８

由表 ３ 收缩温度测定结果可看出，与空白 １＃对
比，加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的 ３ 组数据略有提高，但
无明显差异，可能是由于复鞣中 ３ 种胶原蛋白基填充
材料 ＤＣＬ、ＮＣＬ 和 ＰＣＬ 与皮胶原并没有形成强的交
联键，多数是以分子间氢键的形式填充于胶原之间，
因此收缩温度没有得到明显提升。 其中 ３＃样品的收
缩温度较 ２＃、４＃略低，可能是因为丙烯酸材料有一定
的“退鞣”作用，其分子链上的羧基离解后，会与 Ｆ－９０
鞣剂发生结合，而这种结合能力又强于 Ｆ－９０ 与皮胶
原的结合，产生了部分“退鞣” ［１４］。

２ １ ２　 坯革厚度
在复鞣填充工艺操作中，２＃、３＃、４＃分别添加了

９％的 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 从图 １ 可看出，２＃、３＃、４＃样品
相对于 １＃空白均呈现出较好的增厚率，可见这 ３ 种胶
原蛋白基填充材料均表现出了良好的填充效果，其中
厚度变化最大的 ４＃增厚率为 ４８ ９７％，高出 １＃样品
０ １４ ｍｍ，约 ９ ６６％，由于 ＰＣＬ 的大分子体型交联结
构对纤维间隙具有立体的支撑效果所以填充性最好，
ＤＣＬ 和 ＮＣＬ 次之［１５］。

图 １　 不同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对坯革厚度的影响

２ １ ３　 坯革的力学性能
图 ２ 是不同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用于无铬鞣工艺

中坯革力学性能的测试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 ３
种材料复鞣填充后，坯革的抗张强度和撕裂强度相较
于空白样都有所提高。 使用丙烯酸树脂改性的胶原蛋
白基复合材料的 ３＃革样的力学性能提升最为明显，
抗张强度和撕裂强度分别提升了 １４ ７％和 ３０ ９％，
可能是由于丙烯酸树脂改性后的胶原蛋白基填充材
料是线性结构［１６］，在皮内的渗透性较好，能更好地
停留在纤维间的空隙结构并起到交联作用［１７］，增强了

图 ２　 不同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对坯革抗张强度和

撕裂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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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的力学性能［１８－１９］。

２ ２　 废水中 ＴＯＣ、ＴＮ 结果分析

染色加脂废水的 ＴＯＣ、ＴＮ 测试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废水 ＴＯＣ、ＴＮ（ｍｇ ／ Ｌ）测试结果

项目 １＃（空白） ２＃（ＤＣＬ） ３＃（ＮＣＬ） ４＃（ＰＣＬ）

ＴＯＣ １１４ ７ ９６ １ ９７ ０ ８９ ３

ＴＮ １３ ５ １５ １ １５ ３ １４ ５

　 　 注：废水稀释倍数为 １００ 倍。

通过对稀释 １００ 倍后废水的数据分析看出，使用

３ 种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复鞣填充的染色加脂废水

的 ＴＯＣ 均显著低于空白组，有效降低了废水中有机

碳含量，说明在鞣制后，３ 种两性胶原蛋白基填充材

料有效地平衡了皮革内部电荷，改善了后续阴离子型
材料与皮革胶原的结合性，促进了皮革对阴离子材料
的吸收与固定。 其中 ＰＣＬ 的效果最好，使废水中
ＴＯＣ 降低了 ２２ １％。 ＴＮ 含量与空白组相比略有升
高，是因为自制的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本身为含氮物
质［２０］，会影响到废水中的有机氮含量，但其升高并不
明显。

２ ３　 鞣剂复配试验结果分析
２ ３ １　 鞣剂之间的反应性

试验中配制的 １０％不同鞣剂的溶液混合振荡摇
匀，经过 ２４ ｈ 的静置后，各个混合溶液状态如图 ３所示。

（ａ） Ｆ－９０＋ＧＲＳ ／ 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ｂ）ＲＳ－３１＋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ｃ）ＭＬＢ＋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ｄ）ＦＴＧ＋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ｅ）ＤＬＥ＋ＤＣＬ ／ ＮＣＬ ／ ＰＣＬ
图 ３　 鞣剂间相互作用状态

　 　 经过 ２４ ｈ 静置后，发现 ＤＬＥ、ＲＳ－３１ 两种鞣剂在
与 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 混合时均形成乳液状，无明显反
应。 ＦＴＧ、ＭＬＢ 为固体粉末，在混合后以沉淀析出，无
反应迹象。 Ｆ－９０ 与 ＧＲＳ、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 混合后，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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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出现絮状物，初步判断发生了反应。 从接下来的
红外光谱中，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
２ ３ ２　 红外光谱分析

图 ４ 为 Ｆ－９０ 及其和其他鞣剂反应物的 ＦＴＩＲ 光
谱图。 从图中 ａ 谱带 （ Ｆ － ９０） 中可以观察到在
３ １３４ ３２、３ １９９ ９０和 ３ ２５１ ４３ ｃｍ－１出现分裂的 ３ 个
不对称特征吸收峰，为对氨基苯磺酸结构中不对称的
Ａｒ—Ｈ 伸缩振动吸收峰；１ ５５１ ２３ ｃｍ－１处为三嗪结构
单 元 中 Ｃ Ｎ 伸 缩 振 动 吸 收 峰［２１－２２］， 以 及 在
９２９ ６８ ｃｍ－１处 Ｃ—Ｃｌ 特征伸缩振动吸收峰。 随着 Ｆ－
９０ 与 ＧＲＳ（合成酚类鞣剂）及 ３ 种类型的胶原蛋白基
填充材料发生亲核取代，Ｃ—Ｃｌ 特征伸缩振动吸收峰
消失了，在（ ｂ）、（ ｃ）、（ ｄ）、（ ｅ） 谱带中出现了新的
Ｃ—Ｎ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１ ４５６ ２５ ｃｍ－１，即胶原蛋白
基填充材料上的游离—ＮＨ２ 与氯代三嗪结构发生了
亲核取代，产生了有效的化学交联。 故而在配伍性试
验中出现了不同状态的分层，反应产物经冷冻干燥研
磨后，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貌，这从下面的 ＳＥＭ 测试
结果可以得到证实。

（ａ） Ｆ－９０；（ｂ） ＧＲＳ＋Ｆ－９０；（ｃ） ＤＣＬ＋Ｆ－９０；（ｄ） ＮＣＬ＋Ｆ－９０；（ｅ） ＰＣＬ＋Ｆ－９０
图 ４　 鞣剂间反应物的红外光谱图

２ ３ ３　 差示扫描量热法测定结果
不同材料的 ＤＳＣ 测试结果参见图 ５ 及表 ５。 ＤＳＣ

测定的是维持样品与参比物处于相同温度所需要的

能量差⊿ Ｗ（ ｄＨ ／ ｄＴ），反映了样品热焓的变化［２１］。
ＧＲＳ、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 按质量比 １ ∶ １ 分别与 Ｆ－９０ 反

应后得到的 ４ 种复合物，其热焓数值较空白 Ｆ－９０ 明

显提升，ＤＳＣ 测试曲线中向下的吸热峰呈现出不同程

度的变强变宽。 这跟 ４ 组复合物的分子缔合结构有

关。 分子链段越长，缔合越紧密，则需要吸收更多的
热量来破坏分子间的氢键及其他分子间作用力，故而
具有线性结构的 ＧＲＳ、ＮＣＬ 与 Ｆ－９０ 的复合物明显高
于 ＤＣＬ、ＰＣＬ（分子质量偏小）。 这在 ＳＥＭ 结构形貌
中将得到相应的证实。 Ｔｏ（起始温度）与 Ｔｐ（峰值温
度）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而 Ｔｃ（终止温度）测试结
果中 ＤＣＬ 与 Ｆ－９０ 复合物高于其他 ３ 组，这可能与
ＤＣＬ 体型交联的结构有关，分子间交联度较高，故而
表现出热稳定性较高。

（ａ） Ｆ－９０；（ｂ） ＧＲＳ＋Ｆ－９０；（ｃ） ＤＣＬ＋Ｆ－９０；（ｄ） ＮＣＬ＋Ｆ－９０；（ｅ） ＰＣＬ＋Ｆ－９０
图 ５　 不同材料的 ＤＳＣ 测试结果

表 ５　 不同材料的 ＤＳＣ 测试数据

样品名称 ＴＯ ／ ℃ ＴＰ ／ ℃ ＴＣ ／ ℃ 热焓 ／ （ Ｊ·ｇ－１）
Ｆ－９０ ９１ １４ １３２ ８０ １４５ ５４ １９ ２５１

Ｆ－９０＋ＧＲＳ ７２ １３ １４５ ０５ １６８ ０３ １０６ ５６
Ｆ－９０＋ＤＣＬ ８３ ５３ １２７ ４１ １７４ １０ ７９ ３２４

Ｆ－９０＋ＮＣＬ ７９ ９４ １４８ １６ １６８ ５８ １１７ ２９

Ｆ－９０＋ＰＣＬ ５７ ３３ １３４ ７５ １６４ ０５ ８０ ０９２

２ ３ ４　 扫描电镜结果及分析
图 ６ 是鞣剂配伍试验中反应物在 １ ０００ 倍和 ５

０００ 倍下的扫描电镜图。 （ａ）和（ｃ）分别为 ＧＲＳ＋Ｆ－
９０ 和 ＮＣＬ＋Ｆ－９０，其复合物结构均为线性结构，表面
光滑，分布均匀。 （ｂ）为 ＤＣＬ＋Ｆ－９０ 的复合物，经过 ５
０００ 倍放大后呈现出一个疏松多孔结构。 （ｄ）为 ＰＣＬ
＋Ｆ－９０ 的扫描电镜图，在冷冻干燥后，以团聚体的形
态存在，无法研磨成粉状，故而分子较大。 （ｂ）和（ｄ）
中复合物经过交联反应聚集后以大分子结构存在。 ４
种复合物形态结构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上面的红
外光谱中的结论一致。 由 ＳＥＭ 测试结果可知，ＤＣＬ＋
Ｆ－９０ 以及 ＰＣＬ＋Ｆ－９０ 的复合物为大分子体型交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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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于其具有立体的支撑结构，可以在复鞣填充过
程中发挥更好的填充效果。

（ａ）ＧＲＳ＋Ｆ－９０；（ｂ）ＤＣＬ＋Ｆ－９０；（ｃ）ＮＣＬ＋Ｆ－９０；（ｄ）ＰＣＬ＋Ｆ－９０
图 ６　 配伍试验反应物扫描电镜图

３　 结 论

本文将齐鲁工业大学实验室自制的氨基树脂、丙
烯酸树脂及芳香族合成鞣剂改性的 ３ 种两性胶原基
填充材料（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应用于 Ｆ－９０ 无铬鞣的复
鞣填充工艺中，对坯革的物理机械性能测试和废水中
ＴＯＣ ／ ＴＮ 的检测结果表明：３ 种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
ＤＣＬ、ＮＣＬ、ＰＣＬ 均有很好的填充作用，并且由于其具
有两性的特点，可以很好地促进皮革对阴离子型染料
和加脂剂的吸收和固定，从而降低了废液的 ＴＯＣ，还
可提高坯革的力学性能。 ＰＣＬ 对坯革的填充性和促进
阴离子型材料的吸收效果最好，成革厚度较空白高出
９ ６６％，废水中 ＴＯＣ 降低了 ２２ １％；ＮＣＬ 对成革的力学
性能提高最明显。 通过 ＦＴＩＲ、ＤＳＣ 和 ＳＥＭ 对鞣剂间相
互作用的分析表明，胶原蛋白基填充材料上游离—ＮＨ２

能与氯代三嗪结构发生亲核取代反应，产生了有效的
化学交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皮革的耐湿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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