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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表征与检测的若干问题及对策探讨
涂长茂 1，李岱祺 2，李建强 1，2
（1.湖北省纤维检验局 咸宁分局，咸宁 437100；2.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名师工作室，
武汉 430200）
摘 要：[研究意义]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文献没有系统性地对其进行表述。[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结合现代仪器分
析的表征方法，分析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①基于苎麻行业定位，对比找出苎麻表征与检
测存在的空白点；②厘清了苎麻表征与检测的结构性能关系，分析各因子表达内涵；③通过急需解决的研究薄弱点的分
析，提出了苎麻表征与检测以点带面的对策。为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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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amie
Characterization and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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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no related reference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ramie characterization and test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testing method of ramie are analyz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combined with modern instrumen⁃
t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①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ramie industry, comparatively the blank spots are found
out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ction of ramie; ②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ction of ramie, and analyzing the expression connotation of each factor; ③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weaknesse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ction of ramie are put
forward. It provides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mie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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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 麻 被 誉 为“中 国 草”，其 制 品 早 在 4 000～

及应用的形貌、性能表达。美国，作为棉花的主要

5 000 多年前我国先民开始使用，到秦汉以后，苎麻

产地国，在对棉纤维的创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棉

麻是中国最先使用的大宗天然纤维，自古以来，中

的评价方法，形成了 ASTM 标准；澳大利亚，世界上

[1]

成为广泛种植于我国南方主要纺织纤维之一 。苎

国苎麻的加工诞生了许多独有的纺织技术与产品，
[2]

的诸如马克隆值表征，建立了以 HVI 为标志的系统
最主要的羊毛的生产国，通过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

如“绩纱”技术、
“夏布”织物等 。但现代纺织加工

组织(CSIRO)研究，基本解决了羊毛的系统评价和

体系中，苎麻无论是在科技研究、产品开发，还是在

实用表征方法（如 ATLAS、OFDA 等），并被国际毛

表征与检测技术，都严重落后于其他纤维。纤维材

纺织组织（IWTO）接纳；蚕丝的研究主要在东亚，日

料的形貌、性能及表征，依赖于纺织科技的发展，纤

本专注于纤维结构特征，中国更精于产品设计生产

维材料的各种表征几乎源于对纤维自身加工需求

及织物评价。相较而言，同样具有优秀特质的苎
麻，没有像棉、毛或者丝那样，有系统精准的针对性
研究和表征方法 [3]。只有分散的科学研究，涉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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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方法，如笔者曾对古代苎麻织物量度“升”进行了
科技解读 [4]。传统麻类纤维研究中，国外以亚麻研
究为主，以其它麻类研究为辅；作为中国草的“苎
麻”，其纤维的结构、性能及应用研究还是够不深

师。通信作者：
李建强，
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入，特别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的研究形成了相对空

授、
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白点。其实，苎麻还属于生物质材料，这就要求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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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的关注点还要拓展到回用和再生这些领域。本

夏布苎麻纤维初加工，
首先采用刮青、
干燥为主的机

文从苎麻纤维及制品的结构性能角度，导入问题，

械物理（或手工）方法，目的是去除原麻韧皮表面的

对苎麻的表征与检测技术进行探讨，期望引起关

胶类，使韧皮更柔软，纤维束容易劈分；②现代纺织

注、思考，得到解答，促进当今苎麻的科技发展与产

加工的苎麻纤维，
在上述表面处理干燥的基础上，
还

品开发，
起玉引作用。

采用生物、
化学以及联动的方法，
辅以机械作用来完

1

成初加工主工序-脱胶，把苎麻韧皮分离为单纤维；

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
所谓表征，简义是表达特征；所谓检测，就是用

指定的方法检验测试被检测物指定的技术性能指
标，判定是否适用于要求的质量评定。因此，其检
测物的结构性能关系架构是正确苎麻表征与检测
的基础。

1.1

③脱胶后的苎麻还可进一步柔软化加工，通常的用

化学处理方法、
酶处理的方法，
通过改变麻纤维内部
的超分子结构，
以及减少纤维间摩擦力，
平滑纤维表
面等达到目的；④经过脱胶、柔软、梳麻处理后的苎
麻纤维原料为精干麻；
⑤有尽量保持长度的长麻，
也
有切断的短麻，
为不同纺纱系统的原料。

纤维及制品的性能结构关系

（3）成纱加工体系。①传统的手工夏布成纱加

纺织纤维或者说纺织材料，是形、性、能相关联

工，采用的是绩纱。绩纱也可称为即绩麻线，主要

的集合体。
纺织材料的认知、表达和发展的是有层次的，

是把苎麻细条劈分成更细的丝缕，然后以续接的方

其研究的对象是纤维和纤维集合体如苎麻、苎麻制

式把一丝缕一丝缕并合在一起，并合处用手指搓捻

品；其研究的内容是材料的结构，物理性能；同时要

成苎麻纱线，即韧皮撕成片条-劈分成细缕卷饶-控

研究形、
性、
能之间的关系。前人研究了纤维与纤维集

制续接纱条搓捻成纱-纱线绕纱四道步骤。由于绩

合体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对应的表征方法与技术 ，

纱人的操作差异性，绩纱的质量存在很大差异，手

只须带入研究具体对象，
如苎麻，
其形、
性、
能间的关

工绩纱刚度大、接头露出较长，纱线不匀、捻接处的

系结构就明晰。具体到苎麻纤维结构与性能的关

强力低。②由于没有专门适应苎麻的纺纱设备，工

系，还需要引入加工处理的关系，见图 1 所示。只

业化生产的苎麻纱线其系统的选取通常采用与其

[3]4

有厘清这种结构关系，
表征才不会无序无规律。

单纤维长度接近的其它纤维纺纱系统。借用精梳
毛纺系统或者绢纺系统的长麻纺系统；采用棉纺系
统的短麻纺系统。
（4）织物加工体系。①手工织布有夏布，受到
现代纺织加工影响，已称为“非遗”类文化项目；②

苎麻织物的工业化生产，采用近现代的机织加工设
备与工艺；③虽然苎麻织物可应用于服用领域、家
用领域以及产业用领域，
但主要还是服用领域。

1.3

苎麻加工体系于表征与检测关系
基于苎麻结构、性能及加工关系，依据苎麻加

工体系，可以得到苎麻表征与检测简单，见表 1 所
图 1 苎麻结构-性能-加工关系图
Fig.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ructure-performance-processing of
ramie

1.2

苎麻加工体系研究

（1）原料体系。按图 1 所示，作为原料的苎麻

纤维，其来源基本是由农业种植者提供。当然需要

示，显现出标准的缺憾。

表 1 苎麻结构、
性能及加工与表征检测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processing and char⁃
acterization of ramie
项目

原料获取

纤维提供的具有生态效应，如有机种植，不含重金
属（铬）等；另一方面，可能的苎麻废弃物回用，还没

麻中的纤维与非纤维类物质（统称为胶质）分离，得
到纤维。苎麻初加工一般有五步骤：①传统的手工

标准-表征与检测

种植

-

回用
刮青等

初加工

用真正形成工业化、商业化生产。
（2）初加工体系。苎麻初加工的第一步是将原

加工方式

脱胶
软化

纺纱

绩纱

-

长麻纺

棉纱表征技术

短麻纺

毛纱表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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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织造

产品应用

1.4

-

夏布
麻布

棉、毛织物表征技术

服用

棉、毛织物表征技术

家用

棉、毛织物表征技术

产业用

-

苎麻现行标准及评价
苎麻现行国家标准，苎麻标准极少，水平不

高。①从原料角度，有 GB/T7699-1999 苎麻、GB/

对纤维长度、细度、表面特征、形貌等影响加工准确
表征；③探寻苎麻非织造布加工方法及检测方法；
④探寻苎麻非织造布加工方法及表征技术。

（3）苎麻物理性能表征。苎麻及制品的物理机

械性能，由其组成、结构、加工方式等决定，并由制
品用途约束。其表征要关注：①力学性能，这是决

定纤维材料内在质量的本征指标；②湿态表达包括

芯吸效应，这是体现苎麻快速吸放湿特征个性指

T20793-2015 苎麻精干麻、GB/T32754-2016 苎麻精

标；③热性能及热稳定性，这是拓宽苎麻应用范围

标准项目少，评价较粗简；②GB/T34783-2017 苎麻

学领域表征。

干麻切断开松麻、GB/T31811-2015 苎麻落麻，这些

纤维细度的测定-气流法、GB/T32753-2016 苎麻精

需要的表征；④电、光、磁等特性，甚至包括新兴声

（4）苎麻化学性能表征。苎麻作为天然纤维，

干麻硬条（并丝）率试验方法，针对单项物理量的测

其化学组成决定了纤维提取或者说化学脱胶；而精

试方法；③GB/T5881-1986 苎麻物理性能试验取样

干麻纤维作为纤维素纤维，化学性能由其组成决

法、GB/T5883-1986 苎麻回潮率-含水率试验方法、

基于上述缘由，化学表征需关注：①元素分析、物质

T5885- 1986 苎 麻 纤 维 白 度 试 验 方 法 、GB/T5886-

重金属含量检测。

方法、GB/T5882-1986 苎麻束纤维断裂强度试验方

定；功能整理产生的接枝、化合等作用，影响功能。

GB/T5884- 1986 苎 麻 纤 维 支 数 试 验 方 法 、GB/

构成；②对酸、碱、溶剂适应性及阈值；③禁用染料、

1986 苎麻纤维单断裂强度试验方法、GB/T5887-

（5）苎麻其他需关注表征。结合苎麻用途，结

1986 苎麻纤维长度试验方法、GB/T5888-1986 苎麻

合材料循环使用，结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开始

化学成分定量分析方法，可以看出制定标准的时间

使用安全评价，绿色脱胶、后整理等；②生物适应

纤维素聚合度试验方法、GB/T5882-1986 苎麻纤维

布局特色表征研究：①人-材料-加工-环境体系，如

为 1986 年，
没有新的替代修改标准。

性、生物相容性，包括抗菌安全性等；③材料循环利

上述标准，还存在苎麻产品定义与分类不明

晰。①原料及各类半成品命名多为商品名延续；②

传统夏布没有真正规格产品，而现代苎麻制品多借
用棉、毛纺织品模仿、表达、评价；③苎麻织物多以

用评价，包括碳足迹、碳中和等；④关注种植者、生
产者获得感。

2.2

发挥机构的检测、
监督、
服务功能
（1）发挥国家检测机构主力军作用。特别需要

机织为主的，有按织物的组织结构为分类，有按设

支持类似苎麻这样有中国的特色、有国际竞争优

备工艺为依据分类，有以织物厚薄、用途等为依据

势、国家和地属规划大力发展的行业，发挥国家检

分类；④如何表达苎麻针织物（苎麻袜子）、苎麻非

测机构主力军的作用。通过国家认定的质检机构，

织造丝制品（毡片）、苎麻与其他材料的复合物？这

推动苎麻产业、苎麻产品的发展；提升服务区域企

都是值得研究的。

业产品质量提高；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2

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解决对策

（2）大力发展第三方检验。执行国务院《关于

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需要找出关键的研究领

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域，以点带面各个突破。要把苎麻表征与检测技术

见》，大力发展第三方检验检测的专业化服务。他

与苎麻纤维的科学研究以及产品研发结合起来；要

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孟菲斯棉花交易体系下的

借鉴和应用关联的科技知识及成果；要结合市场发

独立第三方检验值得借鉴。第三方检验既是政府

展，与时俱进。

监管的有效补充，又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2.1

更能凸显苎麻行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特质

研究急需解决的表征薄弱点
（1）苎麻纤维的快速鉴定。逐步突破纤维、纱

线、织物、制品苎麻材料的类别鉴别，混合（混纺）产
品突破不同纤维混合比的检测技术。
（2）苎麻纤维的可加工性表征。把苎麻的可纺
性表征，转变为可加工性表征：①在传统纺纱标准
的基础上，研究并制定苎麻纱线、织物标准；②推动

等。
（3）建设苎麻的质量保障体系。加强从苎麻原
料采购到生产销售全流程质量管控：①研究基于农

户-合作社-企业的新型原料生产构架，通过检测推
进原料质量把控；②推进基于认证的测量管理体系
建设，提高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消费安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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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控制的精准性和一致性，完善质量追溯体

麻文化节，以及表演（比赛）、
展览、体验的经验[5]。

系，保证苎麻安全性；④支持开展苎麻在线计量检

2.5

测控制研究，
与智能制造密切结合。

2.3

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合作平台。
建立集研究、教育、检测（监控保障）、服务等于

建立以检测为纽带的质量技术服务平台

一体研究合作平台很重要，这是由于工业体系构

需要大力开展以检测为纽带的服务平台建设，

成、学科发展及知识构成决定的。只有通过跨学科

扎实提高检测机构的技术水平、检验公信力和公共

平台，
才能实现苎麻表征于检验技术的聚焦。

服务水平。通过平台，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

（1）关注苎麻工业体系及工程背景。除了关注

研究体系，加快苎麻标准的制定：①发现标准的空

传统苎麻，现代麻纺织业加工在单机机器人，自动

白点和急需点，以解决卡脖子的紧迫感，进行标准

化流水线，智能图案识别系统等方面的提升。从从

研究，通过厘清机理找到表征方法，考虑标准形成

全产业链角度，还需要关注服装工程、产品设计；跨

指导研发仪器，通过特征描述引导消费热潮；②填

境电商、互联网+；测量与仪器发展；标准体系及其

化体系，发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反哺作用；③加强

（2）关注材料科学的知识。基于苎麻属于有机

补苎麻标准空缺的前提下，逐步完善苎麻行业标准

进展；
特别是基于纤维工程-纺织工程的标准体系。

对苎麻纤维、功能结构纱和复合纱、功能性苎麻制

高分子，要继续借鉴、效仿和掌握高分子材料的经

品、产业用纺织品、传统手工苎麻制品等领域标准

典理论和最新进展，形成自身学科理论，更要补足

化的研究活动；④优化苎麻标准工作协作机制，通

生物质材料和生物学的缺憾。由于苎麻材料接触

过苎麻全产业链标准衔接配套及标准化实施；推动

人类自身，同时又存在必要的生物整理或加工工

企业制定标准高水平标准；着力于标准系列化、国

艺，要密切关注生物质材料、生物处理、生物性表达

际化。

2.4

（生物相容性、
可降解性、
耐久性、
可传导性等）等。

建立苎麻资源库和资料库

（3）关注不同学科的发展。在现有的技术和理

蒸汽机的发明引领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电

论的基础，更要关注新科技的发展。如基础学科数

力的发明和使用世界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

学，并由此派生的应用数学、统计学、数字分析、分

电子科技、新能源、生物工程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引

形；仪器学、分析化学；各种现代表征技术；网络技

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可称科技革命。而科技革

术、计算机技术、云计算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均

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互联网的使用和发展。推动
纺织行业模式创新，基于苎麻资源库和资料库建
立，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在苎麻行
业融合，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制造模式和
商业模式创新，
形成苎麻特色经济新发展。
（1）必须着手建立苎麻数字资源库和资料库。
①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相互融合
而形成的以数字形式发布、存取、利用的相关苎麻

看促进苎麻表征技术发展。

信息资源，既需要政府可公开服务的的数据库，也

源，摆脱纯文体研究的范式，得到比较客观的表达；

（4）苎麻材料的表征展现形式要创新。所谓表
征就是表达特征，离不开文、形、式等要素。依托文
字的表达和记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例如：①研
究中国古代苎麻技术史，对文本信息进行解构，在
此基础上引入多学科（如材料、考古、美术、文字、物
理原理等）的佐证，形成比较客观研究中国古代苎
麻纺织加工技术史编史学理论方法，立足科技史本

需要商业化机构或个人建立的数据库；②收集、整

②突出“形”这种直接表达地位，当今的图像处理技

文、专利、报告、通告、广告等，收集、整理、研究归纳

通过建模，材料行为过程及特性变化甚至可以动态

苎麻文字资料与图片；通过网络等，收集苎麻影像

地表达出来，一些复杂的特征，更适宜用“图形”开

和数字资料。

表达，比如织物组织、制品结构需要技术图像信息，

理、研究和保护苎麻实物资料；通过书籍、期刊、论

（2）研究苎麻文化。①通过聚焦苎麻科技史研
究，通过文字考证、田野调查、图像信息研究等，研
究诸如苎麻“非遗”内涵；②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

家战略中，借鉴相关东南亚国家的麻文化（如印度、
菲律宾、孟加拉的麻产业与麻文化）产品与文化；③

术使其变得既直观又简便，公开的计算机软件工具

进行工具的复原和证史的研究；③“式”即数字的关

系表达，性能因子关系等可以通过式子简明地表
达、解析原因与结果。

3

结语
要以服务为导向，以产品应用为导向，由服装

关注于日本、韩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苎

拓展到家用、产业用苎麻制品。苎麻制品的辉煌不

麻国家产品及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韩山苎

仅是古代的夏布，不仅仅满足对现代纺织加工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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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表征技术的照搬，更要关注苎麻在其他领域的
科技进展。当设问及思考：苎麻的生长、获取条件；
苎麻纤维各级结构表征，苎麻纤维化学组成与性
能，苎麻纤维机械及可加工性能，苎麻纤维热、电、
光、磁性能；苎麻特色制品开发，环保理念提升；苎
麻生物适应性表达，再生可能性；苎麻为仿生提供
研究样本等，
这正是未来应走表征技术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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