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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柔纺技术是基于低扭矩纺纱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型纺纱技术,该技术利用假捻装置调节纱线的张力平衡,改

善成纱残余扭矩的问题。大致可以将假捻装置分为摩擦式、搓捻式、机械中心旋转式和气流式假捻装置。经分析,可以从

降低成本、提供政策、技术升级三个方面来改善超柔纺技术推广困难的现状,促进纺织行业的进步,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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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纺织品都是通过柔软剂整理赋予织物柔软

的手感,这样不仅对人体皮肤有害,还会污染环境,所
以需要找到其他可以直接改善织物柔软性的有效方

法。现阶段针对织物柔软性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纱线

的捻度,因为捻度越大纱线柔软性越差[1],但是纺纱过

程中,捻度过低会使纱线断头增加、纺纱困难[2]。为了

能在低捻度情况下顺利纺纱,有学者发明出了一种低

扭矩纺纱技术,该技术利用假捻装置改变了纱线结构,
以此减少纱线的残余扭矩。随后人们开始将假捻装置

应用于超柔纺技术上,纺制所得的超柔纱线(也就是低

扭矩纱)可以用来制备手感柔软的纺织品,并且无需柔

软剂处理,避免了污染环境[3]。

1 超柔纺纱技术

1.1 超柔技术原理

超柔纺纱技术主要是通过在细纱机的前罗拉至导

纱钩之间,增加一个与纱线捻向相同的动态假捻点来

改善纺纱三角区纤维的张力分布,从而改变传统环锭

纱(图1)的结构。如图2所示大致可分为强捻区(A)、
解捻区(B)、气圈区(C)。纱线在经过假捻装置时被赋

予强捻,使得纺纱三角区的长度变短,纤维所受张力增

大,由纤维的张力转移机理可知,三角区内外纤维的张

力差会使纤维发生转移现象[4-7],纤维所受张力增大

会扩大三角区内外纤维的张力差,促进纤维向纱线的

内层转移[8],除此之外纺纱三角区的纤维分束现象[9]

会增加纤维的缠结并提高抱合力,从而可以提高纱线

的强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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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统环锭纺纱      图2 低扭矩环绽纺纱

当纱线离开强捻区(A)到解捻区(B)时,会被假捻

装置施加反向的捻度,纱线的捻度开始下降,并与从气

圈区(C)传递上来的真捻相互作用,纱线的外层纤维变

松,但内层的纤维因缠结而依旧保持紧密的结构[9-10]。

1.2 超柔纱线的结构

1.2.1 外部结构

如图3所示,图3(a)为普通环锭纱的表面形态,图

3(b)为低扭矩纱的表面形态,从纱线的外部结构来看,
低扭矩纱表面的毛羽更少,这是因为一部分反向的纤

维把较长的毛羽包裹到纱线表面,进而嵌入到纱线内

部,使纱线的结构更加紧密,这些反向包裹的纤维有助

于减少纱线表面毛羽及提高纱线之间的抱合力以增加

纱线的强度[11]。

1.2.2 内部结构

纱线的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可以从纤维轴向的三

维几何构型来表征[12]。陶肖明团队根据 Morton和

Yen首次提出的示踪纤维技术发明了一种新型纱线连

续观察测量系统。该系统可以测量大量的示踪纤维,
得到纤维在纱线轴向上的三维空间形态。根据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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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观察发现,低扭矩纱中纤维路径从峰值到槽的振

幅有显著的不规则变化,纤维轨迹呈非同轴异形结构,
与同轴圆柱或圆锥形结构的环锭纺纱不同;其次,低扭

矩纱中大量的纤维片段与捻向相反,纤维的平均取向

角也小于环锭纺中纤维的取向角,由于低扭矩纱的纤

维转移幅度大并且大部分纤维分布在纱线内层,所以

形成了内紧外松的独特结构。

(a)普通环锭纱的表面形态

 (b)低扭矩纱的表面形态

  图3 纱线表面形态

2 超柔纺的研究现状及其假捻形式

2.1 研究现状

根据相关文献的显示,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已经有带假捻机构的纺纱机。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

与发展,假捻装置的结构设计逐渐多样化,假捻纺纱技

术也更加成熟。在国内,由香港理工大学陶肖明教授

所带的团队最先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创新,发明了无扭

力单纱,利用纱芯与纱层的扭转方向相反而抵消掉纱

线的残余扭矩,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不适合环锭纱,因为

环锭纱的内外捻度较为均匀[13]。随后陶肖明教授团

队又开发出了一种带有分束机构的环锭纱加工方法,
利用提前分束的方法使得进入假捻装置的纤维束分布

更加均匀随机,减少纺纱三角区断头率,纤维之间抱合

更加密实,强度也随之增加。由于纤维的随机分布,减
少了纱线的残余扭矩[14],形成低扭矩纱。之后,又接

连发明了多轮盘式的摩擦假捻装置[15]和皮带式摩擦

假捻装置[16],极大改善了假捻效率。

2.2 假捻装置分类及特点

假捻装置可分为消极式静态假捻装置和积极式动

态假捻装置,一般在低扭矩纺纱技术中更倾向于使用

动态假捻装置[17],它主要是利用外部对纱线施加规律

或非规律的旋转力,从而使纱线获得假捻[18-19]。见表

1、表2、表3和表4。
表1 摩擦式假捻装置

名称 装置图 特点 申请人

滚轴
单侧
摩擦
假捻
装置

1

8 345 32 22

7

5152

3133
35

23

21
2

41
42

10
9

  一种叶子板式的滚轴假
捻装置,下端连接着用于稳定
纱线的导纱瓷和导 纱 钢 丝。
该装置暴露在外,可在不停机
的情况下接头和更换纱管,提
高生产效率,方便清洁[20]。

江西省山
星纺机实
业有限公
司

双龙
带假
捻装
置

  双龙带是在单龙带基础
上,将龙带首尾相连形成循环
双龙带,纱条和运动的龙带依
靠摩擦获得假捻,虽假捻效率
不高但相对于单龙带能增加
捻回数。

香港理工
大学

3 超柔纺技术的发展前景

3.1 应用现状

假捻装置在环锭纺纱机上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30年代,国内最初的低扭矩假捻纺纱技术是由

香港理工大学陶肖明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和数家纺织企

业联合研究开发的。该纺纱技术曾获得“纺织之光”

2009年度科学技术一等奖和首届全国杰出专利工程

技术项目称号[26]。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假捻纺纱技

术的低扭矩纱为重点推广的新型纱线,但推广并不如

计划中的顺利。在十三五期间,为促进纺织工业转型

升级,创造竞争新优势,纺织工业发展规划中提出,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增品种、提品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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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三品”战略为重点[27],引导企业加强开发新产

品,从简单追求产品产量转移到追求产品质量并逐步

实现绿色织造。而超柔纺纱技术无需添加柔软剂等化

学试剂就可使织物获得柔软顺滑的手感,不仅提高了

产品质量,织造过程也更加环保,积极响应了政府政

策,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表2 搓捻式假捻装置

名称 装置图 特点 申请人

多轴
摩擦
盘假
捻装
置

1 11

2 3 413

8
5

15 14

16
7

1769

10

12
  该假捻装置上装有3根
含轴承的可转锭子,锭子上均
装有2~3个摩擦盘,使得进
入的纱线与滚动摩擦盘接触
后搓合获得假捻。其特点为
纱线捻回数增多,提高了假捻
效率,同时增强了操作的简易
性和稳定性。但是其结构复
杂,生产能耗较高。

香港理工
大学

交叉
胶圈
式假
捻装
置

y

2a
2

5

1a 1b
2b

3a
3

41

c

t

6
9

7

8

  胶圈假捻装置能够减少
皮带 与 纤 维 须 条 之 间 的 滑
移[21],还可以根据搓捻皮带
的表面线速度与纱条的周长
进行定量计算和控制,在低速
下可获较大捻回数,假捻效率
高,但装置的结构复杂、锭间
差异大[22]。

村田机械
株式会社

表3 机械中心旋转式假捻装置

名称 示意图 原理及特点 申请人

回转
中心
式假
捻装
置

1 2 7
534

70

71
6
9

8

1

10

  假捻装置由导纱瓷件、折
弯的纱线假捻轴、支承座、旋
转动力驱动器构成。离开前
罗拉的纱线从假捻轴上端的
孔口进入内孔中,通过旋转着
的弯曲假捻轴的内孔获得假
捻。

此类型假捻装置主要是
利用旋转给予纱线捻度,假捻
效率低,而且折弯的假捻轴对
于纱线的接头不利[23]。

朱爱萍

3.2 实施与产品推广困难的原因分析

3.2.1 技术封锁与操控性能

许多厂商为了防止自己的技术被盗用,往往会隐

藏技术的核心部分,这样虽然能保护自身利益,但也会

造成超柔纺技术推广困难。除了技术封锁的原因,技
术操作也较传统纺纱技术来说更加不便,纱线接头、落
纱和清洁都成了新的难题,影响工作进度。

3.2.2 资金成本的增加

资金成本的增加主要体现在投资成本和生产成

本。投资成本主要是厂商投资于硬件设备的费用和专

利费,生产成本则包括了能源损耗、设备改造及维护

等,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能源损耗,而节能降耗是当前国

家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技术经济指标,对能耗

的考核不能轻视。但是动态假捻装置都会产生一定的

能源损耗,导致超柔纺技术产业化困难,成本的增加也

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
表4 气流式假捻装置

名称 示意图 原理及特点

气流
式假
捻装
置

Frontdrafting
rollers

Air-jet

Pigtailguide

Yambobbin

Ringandtraveller

  该假捻装置为一套气捻腔,设于纺
纱三角区下,利用射入气捻腔的压缩空
气产生涡流使纱线扭转[24]。另外,由于
喷射的气流会将纱线反向扭转,使得纱
线在射流上方的捻度低于射流下方的捻
度。当纤维束穿过射流时,纤维束的结
构变的较为松散,穿出射流后结构又会
变得紧密。这一系列的结构变化有利于
将 分 散 的 短 纤 收 于 纱 体 内,减 少 毛
羽[25]。由于该气流式假捻装置能源消
耗较大,运行成本较高,不适合大规模生
产。

3.2.3 消费者的接纳程度低

虽然超柔纺织品相对于添加了柔软剂的纺织品更

加绿色环保,但是它的价位偏高,难以被消费者接受。
在对织物的舒适性没有特殊需求的时候,消费者会偏

向选择价位较低的产品,使得超柔纺织品在纺织市场

上难以取得一席之地。

3.3 实现超柔纺技术产业化推广

3.3.1 降低资金成本

过高的资金成本会降低厂商的投资意愿,所以有

必要通过一些方式来降低资金成本。结合超柔纺技术

资金成本偏高的原因,可以采取控制设备改造和维护

的加工成本、采购性价比高的零部件、加强员工培训来

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措施[28]。

3.3.2 提供优惠政策

虽然在纺织工业“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地将低扭矩

纱列为了重点发展推广的新型纱线,却没有为其提供

相关的优惠政策,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上涨致使低扭

矩纱难以发展起来。
如政府在超柔纺技术上能提供相应政策,可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超柔纺产品市场的发展,使更多消费者

能够接受这款产品。

3.3.3 技术升级

近几年已有不少厂商将超柔纺和集聚纺、赛络纺

等纺纱技术复合使用,大大提升了纱线的性能与品质。
除了技术的复合使用,还可以进行其他改造升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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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一些湿热条件,有研究表明[29-31],纤维在湿热条

件下应力降低,抗弯刚度变小,这样不但利于纺纱过程

中毛羽的集聚控制,也能使纱线更加柔软。

4 结语

尽管超柔纺技术在近几年来没有较大的发展,但
是其较高的产品质量和绿色环保的优点依旧是纺织行

业追寻的目标,随着政府相应政策措施逐渐实施和技

术的不断发展升级,消费者的传统观念改变,超柔纺技

术会被更多的厂商接纳认可,产品也会被更多消费者

接受,从而实现产业化应用推广,使现阶段的纺织业达

成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的飞跃,最终实现从纺织大

国到纺织强国的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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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ResearchStatusofSuper-soft
SpinningTechnologyBasedonFalseTwistDevice

ZHOUYa-nan,WANGJin-mei*,ZHANGHui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ultra-softspinningtechnologywasanewspinningtechnologybasedonthelow-torquespinningtechnology.This

technologyusedafalsetwistdevicetoadjustthetensionbalanceoftheyarnandimprovetheproblemofresidualtorqueintheyarn.

Thefalsetwistingdevicecouldberoughlydividedintofrictionfalsetwistingdevice,twistingfalsetwistingdevice,mechanicalcenter

rotatingfalsetwistingdevice,andairflowfalsetwistingdevice.Afteranalysis,thecurrentsituationofpromotiondifficultiescouldbe

improvedfromthreeaspects:reducingcosts,providingpoliciesandupgradingtechnology,topromotetheprogressofthetextilein-

dustryandrealizethe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supersoftspinning;lowtorquespinning;falsetwistingdevice;residualtorque;industrial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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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fNanocelluloseGel
CHENQin,ZHOURong,YANGFan,LULin-na,LUQi-lin*

(ClothingandDesignFaculty,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Abstract:Nanocellulose,asanewnaturalnanomaterial,hadthecharacteristicsofhighstrength,highcrystallinity,hightrans-

parency,highelasticmodulusandsoon.Atthesametime,ithadthebiocompatibilityandbiodegradabilityofnaturalcellulose,soit

hadbroadapplicationprospectinthefieldofgel.Nanocellulosegelmadeofnanocellulosehadtheadvantagesofstrongwaterabsorp-

tion,waterlock,biocompatibilityandsoon,andhadpotentialapplicationvalueinmanyneighboringareas.Thepropertiesofnanocel-

luloseanditsapplicationinthepreparationofnanocellulosegelwerereviewed,andtheapplicationofnanocellulosegelinindustry,

construction,medicalresearch,electronandotherfieldswerereviewed.Researchprogressinpreparationandapplicationofnanocellu-

losegelwasdescribed.Theproblemsinthepreparation,functionalmodificationandapplicationofnanocellulosegelwereanalyzed,

andtheapplicationprospectofnanocellulosegelwasforecasted.

Keywords:nanocellulose;hydrogel;aerogel;prepara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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