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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磁纤维简介

磁纤维，又称磁性纤维，是含有磁性物质并具

有磁性的一类功能性纺织纤维。磁性物质根据不同

的分类方法可分为软磁材料、硬磁材料和旋磁材

料；也可分为金属磁性材料、氧化物磁性材料和复

合材料磁性物质。纺织品中所使用的磁性材料大多

为硬磁材料，又被称为永磁材料。常见的硬磁材料

包括：铁氧体永磁、稀土类合金永磁和铝镍钴合金

永磁，其中铁氧体永磁如钡铁氧体、锶铁氧体等资

源丰富、价格低廉、易于加工成形；稀土类合金如

钕铁硼稀土合金永磁材料性能好，具有高的矫顽力

且发展迅速；铝镍钴合金的性能弱于稀土类合金，

而且不宜加工成片状或粒状，因此在纺织领域较少

采用。制备纺织用磁纤维，常采用复配的方式，选

取以上磁性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1]。

纺织用磁性化学纤维多采用共混纺丝法制备，

即将一定量的磁粉加入到聚合物熔体或溶液中纺丝

而成，以这种方式已成功制备了磁性丙纶、磁性腈

纶、磁性聚酯纤维、磁性聚酰胺纤维和磁黏胶纤

维。共混纺丝法中，影响纤维性能的参数包括：磁

粉的含量、退磁充磁工艺、温湿度等[2]。此外，也

可用后整理的方法，如表面涂覆、浸轧法制备磁性

棉纤维、磁性麻纤维等磁性天然纤维[3]。

2 磁纤维纺织品的研究现状及保健

机制

2.1 保健机制

保健的含义是指为了保护和增进人体健康、防

治疾病所采取的综合措施。

磁纤维及其制品具有磁疗的功效，常被划入保

健纺织品一类。目前，关于磁性纺织品保健功效的

机制多种多样，尚无统一定论，以下是得到广泛认

可的几种解释：①磁场作用于人体，会对体内生物

电和生物高分子磁矩取向产生作用，使生物体产生

一系列的理化反应，称之为磁生物效应，如，细胞

膜通透性增强，促进细胞内外物质交换，影响神经

兴奋性和酶的活性等。磁纤维及其织物中含有永磁

物质，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外界供应磁场，与人体

接触时激活细胞代谢能力，促进身体微循环[4]。②
磁纤维及其织物能供应恒定磁场。临床医学上，静

磁场可以促进成骨细胞、骨骼肌细胞的增殖，加速

骨折愈合，抑制和延缓高血压的发生，保护心血管

系统，增强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血黏度，抑制糖

尿病生物体高血糖的发展 [4-5]。③人体血液中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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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铁离子和电解质，有很多的带电分子、离子等，

当血液在磁场中运动，这些铁离子和电解质会受到

力的作用而产生热，使包含这些铁离子和电解质的

血管扩张，扩张的血管允许更多的血液通过，从而

促进了血液循环，并加强了局部组织营养和氧供

应[6]。④地球磁场的衰减和现代化工业破坏了人体

周围的磁场平衡，因此需要补充磁场，调节人体周

围的磁场平衡，而磁纤维及其制品能够缓解改善这

种状况[6]。

2.2 研究现状

磁纤维制备工艺复杂，加入磁粒后，纤维呈灰

色，且不易染色，纤维强度降低。由于磁纤维具有

其他纤维不具备的保健功能，才使得其产品能够得

以发展。

目前，关于磁纤维在纺织品中应用的研究，还

在不断地延伸与扩充。其中，荆妙蕾等[7]将磁性丙

纶与竹浆纤维、棉纤维进行交织得到不同类别的机

织物，并研究了不同组分织物的热湿舒适性能；陈

纲、倪中秀等人 [8-9]研究了磁纤维和羊毛等其他纤

维混纺纱线的工艺技术；王凤平等[10]综述了纳米高

分子复合材料的发展，对比了磁纳米颗粒与高聚物

制备复合物的不同方法；Marcin Rubacha 等 [11]研究

了磁性填料的种类和比例对磁纤维性能的影响，并

指出减小磁颗粒粒径，增大磁材料密度可提高磁纤

维性能；赵钊辉[12]将磁性混纺纱与纯棉纱交织成多

种风格的纺织面料，测试了这些面料的磁场强度，

结果显示磁场强度的范围符合相关标准。由上可

知，当前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对磁纤维、磁纤维及其

混纺纱线、磁纤维织物的工艺加工方面，主要围绕

以下几个难题：一是磁纤维的制备工艺；二是磁颗

粒的数量和粒径对纤维成品的影响；三是磁纤维与

其他纤维混纺纱线的工艺；四是磁纤维纱线或混纺

纱线制备织物的工艺及性能研究。同时可以发现，

关于磁纤维纺织品对人体所起的磁疗保健作用的研

究还很欠缺，这是今后研究人员应加强并侧重的方

向。

3 相关标准及分析

3.1 磁纤维及其纺织品标准现状

国内有关磁纤维或磁性纺织品的标准主要有

CAS 115—2005《保健功能纺织品》、FZ/T 01116—

2012《纺织品 磁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其中，CAS 115—2005中规定磁功能保健品的

表面磁感应强度为40~110 mT，而眼睛近周部的磁

感强度应低于70 mT，其检测方法是用霍尔探头感

应织物内永磁体的表面磁感强度，测试界面为永磁

体在纺织品表面的投影处。磁场数量和分布部分则

没有具体的客观量化，而是通过专家鉴定来判断

的。新出台的 FZ/T 01116—2012 《纺织品 磁性能

的检测和评价》，主要介绍各类磁纺织品的磁性能

测试方法，并未涉及保健方面的内容。

3.2 现有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现有的标准已对磁功能纺织品的最基本技术参

数如磁感强度、磁场测试方法给出了客观规范，但

有关磁纺织产品的分类、磁场数量和分布、磁纺织

品的生物保健等方面还很欠缺。

由于磁纺织品的加工和成分组成不尽相同，

应加以区分而不能一概而论。此外，仅通过表面磁

感强度来评价磁纺织品的保健功效没有足够的说服

力，还应加入磁场空间的概念，对磁场的立体构成

进行模型化，来衡量磁场分布的合理性，较之前标

准上的通过专家审核更加客观。磁纺织品的保健功

效应参照CAS 115.2—2012《保健纺织品功能要求

负离子》，将一些生物效应转化成具体指标进行测

试，方能证实磁纺织品的磁疗保健效果。

4 结语

（1） 磁纤维作为功能纺织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类

产品，因具有磁疗功效而被认可并得以应用。通过

在纺丝液中加入磁粉或通过后整理工艺可获得多种

磁性化学纤维和磁性天然纤维。

（2） 磁纤维及其制品的保健功效是通过激活细

胞代谢、促进血液循环、补充均衡人体磁场等作用

来达到磁疗效果的。

（3） 关于磁纤维、磁纤维纺纱、磁纤维织物的

工艺研究有很多，但有关磁纤维及其制品的生物保

健作用的研究还很欠缺。

（4） 当前的有关磁纺织品的标准，对基本参数

如织物表面磁感强度和磁场分布给予了较为简单的

规范，但缺乏详细度和精确度，特别是在磁场的数

量和分布、磁纺织品的保健生物效应方面，应予以

补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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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agnetic Fiber in Textile Field

CAI Jing-hao1,2, LI Jun1,2, FANG Zhi-cai2, HU Li-jiang1,2

(1. Heye Academy for Health Industry, Anji 313300, Zhejiang, China;
2. Zhejiang Heye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Anji 3133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concept of magnetic textile fiber and its preparation process are described briefly. The
textile types of magnetic fiber as raw material are introduced, and the theory of the textiles health care effect
is explained. The current standards of magnetic fiber and textiles are analyzed, and the problems and sug⁃
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
Key words: magnetic fiber, textiles,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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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质求生存 以科技促发展 以服务赢市场

• 国内油剂生产厂家中历史悠久

• 长期专业生产 涤纶、锦纶、丙纶、差别化复合丝、海岛丝的DTY油剂（无异味）

• 满足于客户个性化需求 上油率稳定，抗飞溅性强，坯布不用前水处理可直接高温定形

不变黄、不结焦

• 依靠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 产品渗透性强，抗静电、平滑性、染整性佳；新产品JH-3针织油

剂，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和防锈性能，低噪音，能与弹性纤维兼

容，适合于织机部件的润滑，减小织针磨损速度、降低机台工作

温度。性价比优于道达尔和德国克虏伯产品

• 技术创新，以诚信服务赢得市场 广泛适宜各种机型：假捻、牵伸、卷曲、织造

我厂生产的油剂全部不含NP系列化合物（生物毒素），率先在本行业中积极响应联合国鹿特丹

公约（UN Rotterdam Convention）以及斯德哥尔摩公约（Tockholm Convention），完全符合欧盟纺织

品的相关要求，成为可信的环保系列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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