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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服装洗水工艺指南 第2部分 石磨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牛仔服装洗水石磨洗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工作程序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牛仔服装洗水企业石磨洗的工艺和操作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FZ/T 73032 针织牛仔服装

FZ/T 81006 牛仔服装

T/GDTEX 06 牛仔服装洗水操作规范

T/GDTEX 07 减少机织牛仔服装和牛仔面料断弹技术指南

T/GDTEX 22 牛仔服装洗水工艺指南 第1部分 酵素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洗水 Laundering

为达到服装设计与工艺要求，服装在一定的媒介（如水）中，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

方法使服装的外观和质地等发生变化，从而达到特定的洗加工效果。

[T/GDTEX 06—2019，定义 3.1]

3.2

石磨洗 Stone abrasion

牛仔服装在一定的洗涤设备中，以加入浮石为主的处理方法，也可以同时或不同时辅助

其他处理方式，使服装的外观和质地等发生变化，从而达到特定的设计洗加工效果。

3.2

浮石 Pumice stone

一种比重比水小，能浮于水，内有较均匀分布的缝隙（或孔隙），适合于牛仔服装洗水

的规则或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的火山石或人造石。

3.3

环保浮石 ECO pumice stone

适合于牛仔服装洗水的人造浮石，并具备如下的一项或多项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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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节约自然资源，少采或不用开采火山石；

b) 大幅度增加浮石的使用寿命，是火山浮石 5倍及以上的使用次数；

c) 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能减少浮石的使用数量；

d) 洗水后不能再使用的残石，能回收重复再造。

4 总则

不同的牛仔服装洗水工艺可以实现牛仔服装的不同效果，石磨洗是牛仔服装洗水工艺之

一，可以单独运用石磨洗对牛仔服装进行洗水，得到石磨洗的洗水效果，也可以与其他洗水

工艺一起使用，得到牛仔服装不同洗水工艺的综合洗水效果。

5 工作程序

5.1 牛仔服装的一般洗水工序

洗前服装的分检和分色——润湿和退浆——洗水——清洗——脱水——烘干——洗后的

分检和分色。

5.2 石磨洗工艺是应用于牛仔服装的一般洗水工序中的“洗水”工序。

5.3 普通的牛仔服装石磨洗，经过润湿和退浆的牛仔服装与一定比例的浮石在洗衣机内与水

和适量的化学品一起翻滚洗涤，浮石的多孔隙内浸满了带化学品的液体，通过洗衣机的转动，

均匀地与牛仔服装亲密接触，在物理和化学的双重作用下，不规则而随意地剥离和摩擦掉服

装表面的靛蓝颜色和纤维，洗出设计和订单所需要的牛仔服装效果。

5.4 泡沫洗水中的石磨洗

5.4.1 根据牛仔服装洗水效果的工艺配方要求，将合适的化学品与应洗牛仔服装重量相当的

水混合，在起泡机中制成泡沫，将泡沫均匀输送到洗水机转笼内与服装充分混合，加入适量

的浮石辅助，在洗水机转系转动的过程中，通过物理、化学和机械的作用实现牛仔服装需要

的效果。

5.4.2 发泡起泡，按工艺配方称料、化料，配置约与要处理牛仔服装重量相同溶液，推荐该

溶液重量与要处理的牛仔服装的重量比为0.8 - 1：1，将该溶液加入到起泡机的容器中，开启

起泡机制备泡沫，开启起泡机制备泡沫时，应按起泡机规定的搅拌时间和出料时间等参数要

求操作。

5.4.3 向洗水机加泡沫，制泡完成后，通过专用喷枪或管道将泡沫喷洒到洗水机转笼内的牛

仔服装上，要均匀喷洒，喷洒过程中，可以点动转笼，也可以多次喷洒，以保证服装与泡沫

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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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根据牛仔服装洗水效果的需要加入适量环保浮石，如果环保浮石的加入量仅为普通火

山浮石加入量的三分之一或更少，开机运转40-60分钟，过清水、对色符合效果要求后即完成

洗水过程。

5.4.5 泡沫洗水中应用的所有化学品中不能加入或售有消泡剂。

5.5 喷雾（干磨机）洗水中的石磨洗

5.5.1 将洗水用化学品和水按配方比例加入到干磨机的加料副缸中形成喷雾工作液，通过管

道及喷雾系统雾化后喷入干磨机转笼内，使雾化后的工作液与转笼中的牛仔服装在浮石的辅

助下充分发生物理、化学和机械的反应实现牛仔服装需要的效果。

5.5.2 在干磨机喷雾洗水过程中，应根据浮石种类和型号、服装需要的洗水效果来确定浮石

的加入量和石磨洗的时间，宜按6.4.2 的试样方法来确定具体配方和工艺。

5.5.3 采用干磨机喷雾洗水的牛仔服装往往不需要退浆，牛仔服装放入干磨机中可直接喷雾

洗水，达到效果后将牛仔服装从干磨机中取出，放入传统洗水机中，除毛5～15 分钟、过清

水、对色符合效果要求后即完成洗水过程。

5.6 石磨洗与其他洗水工艺的混合使用

石磨洗一般都与其他洗水工艺一起使用，例如酵磨是酵素洗和石磨洗的的合并在牛仔服

装洗水中同时使用，牛仔服装洗水机中既加酵素酶又加洗水浮石，得到酵素洗和石磨洗的综

合效果，酵素洗工艺参照T/GDTEX 22 执行。

5.7 石磨洗代替牛仔服装的炒盐和炒砂

5.7.1 采用小规格的特殊浮石（简称：炒砂石）与合适的化学品（例如：高锰酸钾）合并使

用的石磨洗可以代替牛仔服装的炒盐和炒砂，并且有利于改善生产车间环境、减少过量用盐

的水处理负担等。

5.7.2 石磨洗代替牛仔服装的炒盐和炒砂时，牛仔服装洗水的一般工序为洗前服装的分检和

分色——润湿和退浆——洗水——清洗——脱水——烘干——石磨洗代替炒砂或炒盐——解

漂——清洗——脱水——烘干——洗后的分检和分色。

6 控制要求

6.1 洗水设备

6.1.1 洗水机是牛仔服装洗水的核心关键设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洗水厂的生产能力、产品

质量、操作劳动强度、用水量、排污量、生产环境等等，石磨洗就是在洗水机内完成的，在

牛仔服装洗水中，宜采用节能、节水、自动化程度高、浴比低的洗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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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泡沫洗水设备是发泡机、泡沫输送系统和洗水机构成的牛仔服装泡沫洗水系统，可以

一台泡沫机供应多台洗水机，可以一台泡沫机供应单台洗水机，可以本身就具有发泡功能特

殊洗水机。

6.1.3 用于喷雾洗水的干磨机与普通洗水机相比，安装有调制喷雾工作液的副缸和连接干磨

机主机的管道及雾化喷雾系统，主机无需接入蒸汽管和水管，

6.2 浮石

6.2.1 洗水用火山浮石产地不同颜色和比重不一样，直径有1-2 cm、2-3 cm、3-5 cm等规格，

在牛仔服装洗水中的重复使用次数都在3-5次左右，磨损快而大，污泥（固废）产生量大。

6.2.2 环保浮石是模拟火山浮石生成条件人工制造的洗水专用浮石，比火山浮石孔隙更均匀、

比重更一致、更耐摩、与服装的亲和性更好。

6.2.3 环保浮石可重复使用次数多、产生污泥极少，采用环保材料制造，基本不含有害重金

属，减少洗水过程可能对服装的重金属污染。

6.2.4 使用环保浮石时：

a）用量宜少，在确定洗水效果后，环保浮石的加入量应控制在达到同样洗水效果的

传统火山浮石的一半左右。

b）加环保浮石石磨洗前，在牛仔服润湿或退浆的过程后，宜加适量润湿剂以减缓牛

仔服装与环保浮石的磨擦力，然后再加环保浮石依序进行石磨洗工艺。

c）一般而言，洗水时浮石容易进入牛仔服装口袋造成口袋里布损伤，石磨洗时，宜

在牛仔服装口袋合适位置打连接胶针，防止浮石的进入。

6.2.5 可代替炒盐、炒砂的小规格特殊人造浮石，具有浮石特征，规格直径在0.5 cm 及以

下的经过特殊处理的能代替炒盐或炒砂的人造浮石。

6.3 工艺制定

工艺制定时，应充分考虑所洗牛仔服装产品的设计或订单的效果要求，选择合适的洗水

工艺流程和工序，在洗大货前按6.4.2 的规定进行试样和效果比对，从而确定能达到效果的合

理的洗水工艺和工艺配方。

6.4 操作、对样试洗

6.4.1 牛仔服装石磨洗的各项操作应参照T/GDTEX 06 的规定执行。

6.4.2 牛仔服装石磨洗的对样试洗时，应按T/GDTEX 06 中的4.6 进行，加强识别板机洗样

与大机洗大货时的不同影响因素，确定合理的石磨洗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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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质量

6.5.1 牛仔服装石磨洗应满足服装设计和订单效果的要求。

6.5.2 氨纶弹力牛仔服装石磨洗时，应参照T/GDTEX 07 中4.6 的要求，减少和杜绝断弹现

象的发生。

6.5.3 石磨洗成品牛仔服装的质量应符合FZ/T 73032、FZ/T 81006 的要求。

6.6 节能环保

6.6.1 使用泡沫洗水和喷雾洗水改变和减少了洗水中的用水量和用水形式，提高了化学品的

使用效率，有利于实现少水、节能、减少化学品使用量和降低成本。

6.6.2 浮石是牛仔服装石磨洗的重要原材料，是牛仔服装洗水过程中固废污染物的来源之一，

采用环保浮石进行牛仔服装的石磨洗能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

6.6.3 应加强浮石使用管理，不让浮石落地、落沟渠，需要回收的环保浮石残石妥善收集和

存放。



T/GDTEX ×—××××

6

附录 A

（规范性/资料性附录）

附录标题

A.1 ××××××××××××××××××××。

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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