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组分低熔点聚酯长丝的工业化生产工艺探讨

熊思维1,殷松甫2,殷晃德2,庞旭章2,陈少华1,殷先泽1,许 静1,王罗新1,*

(1.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2.湖北省宇涛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咸宁437500)

摘 要:研究了单组分低熔点聚酯长丝的工业化生产工艺和关键装置,重点讨论了切片干燥条件、纺丝工艺条件及

FDY纺丝装备的热辊、上油装置改造;利用设计改造的FDY纺丝设备和特定的纺丝工艺,成功实现了低熔点聚酯长丝的

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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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熔点纤维是一种具有较低熔点的合成纤维,用
作热熔型黏合材料,可取代化学黏合剂,其优点是黏结

迅速、性能稳定、节约原材料、降低能耗、无三废污染,
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用、服用和家用纺织品领域[1-2]。
低熔点纤维按组分特点可分为单组分和复合型低熔点

纤维。一般单组分低熔点纤维属于全熔型纤维,而复

合型低熔点纤维使用时仅发生局部熔融[3]。
目前,复合型低熔点纤维的研究与产业化较为成

熟,但单组分低熔点纤维,尤其是低熔点聚酯长丝的开

发相对较弱。单组分低熔点聚酯树脂一般通过共聚法

制备,然后采用熔融纺丝得到纤维。各类改性组分的

添加对共聚酯的熔点和结晶性能影响较大,其纺丝成

型技术难度最大,曾新等[4]利用实验纺丝机,通过

FDY纺丝法制备出性能较好的低熔点聚酯纤维,但纺

丝速度较低,难以工业化生产。本文在系统研究低熔

点聚酯树脂特性和实现纺丝中试试验的基础上,与生

产企业深度合作,通过对工业化纺丝装备的系统改造

和纺丝工艺优化,成功实现了低熔点聚酯长丝的产业

化生产。开发的单组分低熔点聚酯长丝纤维产业化生

产技术具有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稳定的特点,对于充

分发挥低熔点聚酯纤维的特性,扩大低熔点聚酯长丝

纤维产品的应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1 试验部分

1.1 原料和设备

聚酯切片,熔点为110℃,由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FDY纺丝机,由武汉纺织大学

和湖北省宇涛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5-6]。

1.2 低熔点纤维的纺丝工艺流程

FDY的纺丝工艺流程:切片干燥→熔融→纺丝→
冷却→上油→拉伸→热定型→上油→卷绕。

1.3 低熔点纤维的性能测试

采用深圳冠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SFY-20型水分

测定仪对干燥过程中低熔点树脂切片的含水率进行测

定。采用上海利浦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所XD-1型纤维

细度仪对试验所制得的低熔点纤维的纤度进行测定。
采用上海利浦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所XQ-1C型纤维强

伸度仪测定纤维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切片干燥条件

低熔点聚酯切片软化点远远低于水的沸点,切片

受热极易黏合,如何控制切片含水率,防止切片在使用

过程中再次吸湿,是实现顺利纺丝的关键技术难点[7]。
对于熔点为110~130℃的未结晶聚酯切片,其干燥难

度大,干燥温度过高易发生切片结团和粘壁,干燥温度

过低则很难排除切片里的微量水分尤其是结构水分,
导致后续成丝困难。以单组分低熔点聚酯切片为例,
比较了低熔点聚酯干燥条件与干燥效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切片在真空度(表压)为-0.14MPa
条件下,采用优化后的低温程序升温干燥技术,即50~
60℃干燥4h结晶,60~70℃干燥16h,可以有效避

免了干燥时切片结团和粘壁等问题,缩短了干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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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后的切片含水率可以控制在0.005%以内。
表1 低熔点聚酯(110℃)干燥条件

项 目 1 2 3

干燥温度/℃ 50/58/68 65 55
真空度/MPa -0.14 -0.1 -0.08
干燥时间/h 4/5/10 72 48
含水率/% 0.005 0.011 0.01
现 象 转鼓干燥没有粘连 烘箱干燥粘连严重 转鼓干燥没有粘连

2.2 纺丝温度

纺丝温度直接影响纺丝是否顺利,温度过高,熔体

黏度过小,由自重引起的拉伸超过喷头拉伸,飘丝多,
断头增加;温度偏低,熔体表观黏度过高,流动性差,纺

丝困难,难以成纤。根据低熔点聚酯流变性能的研究,
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螺杆加热区温度,研究了熔体挤出

时的外观现象及熔体压力变化,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螺杆一区为进料区,温度过高,切片过早软化粘

连,则容易造成环结阻料,切片无法正常输送。对于熔

点为110℃的聚酯,螺杆一区温度设置为120~140
℃,均能有效避免环结阻料,超过145℃,出现环结阻

料。螺杆熔融段和计量段的最优温度设定为表2中的

3号参数,此时得到的熔体外观均匀,纺丝过程也十分

顺利。若螺杆加热区温度高于260℃,则熔体出现气

泡甚至有黄变现象,纺丝过程中飘丝。

表2 螺杆挤出过程中各区温度设置与塑化效果对比

序 号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箱体/℃ 塑化效果

1 120 160 220 240 245 245 进料不顺畅,机头压力不稳定,有柱头丝现象

2 130 180 225 250 255 255 熔体外观均匀,机头压力较稳定,硬头丝现象好转

3 140 215 245 245 240 240 熔体外观均匀,纺丝过程顺利

2.3 纺丝速度

对于熔点为110℃的聚酯切片,首先采用低速纺

丝进行试验,在最优的塑化条件下,调整侧吹风温度为

25~27℃,湿度为50%~70%,控制纺速为1000~
1200m/min,顺利得到成品丝。随后逐步提高纺丝速

度,最终发现,在纺丝设备进行适当改造后,随着纺丝

速度提高,当第一热辊速度达到2000m/min左右,第
二热辊达到速度3800~4300m/min时,需要调整侧

吹风温度为15~18℃,湿度为60%~70%。在低熔点

切片高速纺丝过程中,适当降低侧吹风温度可以加快

丝条冷却,保持丝条冷却长度不要波动过大,有效避免

了断头丝和毛丝问题。最后,卷绕头的卷绕速度比第

二热辊速度低50~80m/min,在此纺速下均能获得性

能良好的长丝。

2.4 拉伸温度和倍率

对于低熔点纤维来说,适当提高拉伸温度,拉伸张

力减小,大分子容易排列取向,有利于丝条形变,使拉

伸顺利进行,同时可提高丝条的强度。但温度过高则

拉伸张力小,大分子发生松弛,产生解取向,丝条强度

反而降低,同时丝条在热辊上易滑移不稳定,且发生丝

条粘连甚至断头现象。拉伸温度过低,使拉伸形变阻

力大,因而产生毛丝。对于熔点为110℃的聚酯纤维,
牵伸热辊温度宜控制在70~80℃之间,纺丝效果良

好。
拉伸倍率主要由第一辊和第二辊的速度比决定,

但第一辊的速度对拉伸倍率的影响更大,第一辊速度

提高,喷丝板处的拉伸比大,剩余拉伸就小,则拉伸倍

率要相应减少,因此可从初生丝的剩余伸长来估计拉

伸倍率。由于实际生产过程中希望尽可能提高生产效

率,所以需要尽可能提高第一热辊速度。试验发现,纺
丝卷绕最高速度达到4200m/min左右时,第一热辊

速度取1800~2400m/min为适宜。表3为拉伸比对

低熔点聚酯长丝性能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拉伸

倍率的提高,丝条强度也提高,但过高的伸长比也会导

致毛丝的出现,合适的拉伸比在1.8~2.0左右。
表3 低熔点纤维拉伸倍率的选择

拉伸
倍率R

纤度
/dtex·(12F)-1

强度
/cN·dtex-1

纺丝现象

1.4 56 2.18 纺丝顺利

1.8 50 2.91 纺丝顺利

2.2 43 3.02 出现毛丝、断头

2.5 热定型温度

纤维在拉伸后,仍处于紧张状态,热定型过程有助

于纤维内分子链间的缠结点的舒解,消除纤维的内应

力。FDY纺丝方法是拉伸定型一步完成,其中第二热

辊起到定型作用,属于紧张热定型。由于低熔点聚酯

分子结构规整性差,分子链的结晶能力非常弱,提高热

定型温度依然很难显著提高聚酯纤维的结晶性能,但
对成品纤维的干热收缩率有一定影响。在90、95、100
℃定型温度下,成品丝的干热收缩率分别为8.2%、

6.5%和3.6%。经过牵伸后的纤维具有较高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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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随着热定型温度的升高,取向的非晶态分子链熵力

逐渐增大,促使纤维消除应力,从而提高纤维尺寸稳定

性。

2.6 FDY纺丝关键装置改进

常规FDY纺丝设备是1个热辊配1个分丝辊(冷
辊),由于纺丝过程中丝束只有半圈受热,绕的圈数越

少,丝束与热辊接触时间越短,热辊加热温度就要求越

高。对于低熔点聚酯纺丝,热辊温度较高时,丝束在热

辊上剧烈跳动;热辊温度适当降低可以解决丝束跳动

问题,但会影响牵伸定型质量,特别是一位多头高速纺

时更加明显。针对上述技术难点,对现有FDY纺丝机

上的热辊-分丝辊进行了重新设计,设计出一种多功能

热辊系统。即将分丝辊设计成具有加热功能的热辊,
形成热辊对,增加丝束与热辊的接触面,减少丝束在任

一个热辊上绕的圈数,同时适当降低热辊温度,这样有

效解决了低熔点长丝在牵伸和热定型过程中发生粘

辊、断丝和丝束跳动的难题,大幅提高长丝产品质量、
成品率和产量,降低生产成本。

将FDY纺丝系统的分丝辊(冷辊)改装为热辊后,
提高了纺丝速度,纺丝过程中,牵伸之前对丝束上油

(第一道油嘴)仅能保证牵伸的正常进行。丝束在牵伸

后进入卷绕时,由于热定型辊温度高,丝束运动快,卷
绕时丝束来不及冷却,原先残留的油剂不足以对丝饼

进行很好的润滑,从而导致出现丝饼退绕粘连、毛丝

多、丝束抱合性不够好的质量问题。
针对这一技术难点,对FDY纺丝系统的上油装置

进行了重新设计,将上油装置改成两道油嘴上油。在

第二热辊后增加一道油嘴上油系统,使经牵伸定型后

的丝再集束冷却进入卷绕工序。第二道油嘴上油装置

具有冷却及润滑作用,能够确保卷绕和退绕的顺利进

行,使产品的质量更高。

3 结论

(1)采用了程序升温低温干燥方法,有效控制真空

度,使低熔点聚酯切片的含水率达到了纺丝要求。
(2)采用FDY纺丝牵伸一步法可以生产低熔点聚

酯长丝,但纺丝工艺需要根据树脂特性进行设计,纺丝

温度、纺丝速度、牵伸倍率、定型温度等对纤维成型影

响较大。
(3)FDY法生产低熔点聚酯长丝,需要对热辊和

上油系统进行改进,通过热辊对和双上油装置的设计,
结合纺丝工艺优化,实现低熔点聚酯长丝的工业化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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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industrialproductionprocessandkeydeviceofsingle-componentpolyesterfilamentwithlowmeltingpointwere

studied.Thedryingcondition,spinningprocessandtherevampingschemeofthehotrollerandoilingdevicesofFDYspinningequip-

mentwerediscussed.Thepolyesterfilamentwithlowmeltingpointcouldbemanufacturedsuccessfullybyusingthereconstructed

FDYspinningequipmentandspecialspinning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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