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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原料混合的工艺流程,纺制了棉/山羊绒(C/W)集聚纺混纺针织用纱线。探讨了工艺流程及其主要工艺

参数,对关键的技术进行了分析,制定了合理的工艺,保证成纱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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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纤维价格相对低廉且具有良好的服用性能,但
棉织物保形性较差,会影响服装的外观[1-4];羊绒纤维

具有细度细、手感柔软、光泽自然、保暖、轻盈等特点,
弥补了羊毛厚重、粗涩、弹性差、缩水率大的缺点,被誉

为“纤维钻石”、“软黄金”,但其价格昂贵[3,5-7]。因此,
单一纤维的纯纺纱线产品受到资源、价格及综合服用

性能等方面的限制,而混纺技术能实现不同纤维的取

长补短,改善纱线综合性能[7-12]。
环锭多组分混纺技术是目前最成熟的纺纱技术之

一,但在纺纱工艺和质量控制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

间,特别是纤维性质差异较大的混纺(如毛纤维与棉纤

维的混纺),存在着前道工序不一致、质量控制困难以

及纺纱难度大等特点,成为纺纱工艺技术的攻关课题

之一[13-14]。
利用集聚纺新设备,探索研究棉/山羊绒(C/W)纺

纱工艺,纺制具有特定风格和功能的纱线,使其获得全

新的效果,既提高了原料可纺性,又能充分发挥纤维性

能的互补。

1 纺纱品种与原料选择

选择88%的细绒棉和12%的山羊绒作为原料进

行纱线生产,并按照纱线的原料选配和结构要求进行

工艺选择。设计开发的品种为棉/山羊绒(C/W88/

12)9.7tex和14.5tex的针织纱线,主要用于针织纺

织品的高端市场。
原料规格:山羊绒的平均长度为54mm,细度为

15.5μm,断裂强度为1.80cN/dtex,公定回潮率为

17%;棉纤维为长绒棉(新疆137)38mm×1.4dtex,

长度为25~33mm,线密度为1.56~2.12dtex,断裂

强度为1.8~3.1cN/dtex。
采用集聚纺生产工艺,保证原料的可纺性,改善纱

线条干毛羽,提高纱线强度、光泽、柔软度。

2 纺纱工艺流程

为了充分混合原料,保证纤维内外转移均匀混合

及成纱质量,选择原料混和的方式,混纺纱采用棉纺精

梳纺纱的工艺流程:
山羊绒：加和毛油→堆放（16h）

棉卷：开清棉（不成卷）
绒面铺层混合

末道清棉梳棉一并二并粗纱粗纱

细纱 络筒 并纱 倍捻

抓棉(FA002)→混合开棉(FA035)→多仓混棉

(FA022)→开 棉(FA106)→打 卷(FA141)→ 梳 棉

(FA224)→并条(FA306一并、二并)→粗纱(FA421)

→细纱(FA528)→络筒(村田No.21C-s)

3 关键技术及质量控制点

3.1 山羊绒的预处理

山羊绒容易起静电,并且纤维间抱合力差,在棉纺

设备上加工山羊绒产品有一定困难,因此在投入生产

前必须进行给油、抗静电、给湿等和毛工艺技术前处理

来避免以上的问题。工艺采用3.0%CTA1880毛油

剂、20%FK-301A抗静电剂、0.4%硅胶、10%水。山羊

绒采用和毛机和毛,和毛后再用和毛机混打一遍,然后

堆放16h与棉铺层,再经和毛机混打2遍。加入抗静

电剂,能够减少梳理时静电缠贴现象,同时改善纤维的

表面性能,增加纤维的松散性以及柔软程度,减少纤维

间的摩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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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清棉

针对山羊绒密度小、强度低以及容易起静电等特

点,开清棉工序在保证充分混合的条件下,采用“少打

多松、降低落棉、轻定量”的工艺,为避免大量损伤纤维

造成棉结过多,在工艺过程中尽量减少单机数量和打

击点,在保证开松混合效果的同时减少返花现象。因

后道工序要进行精梳,开清棉中打手速度均采用较低

速度,并合理控制落棉。

3.3 梳棉

由于山羊绒具有密度小、质量轻、纤维强度低的特

点,为了减少对纤维的损伤,消除梳棉过程中锡林有缠

绕的现象,梳棉工艺采用刺辊、锡林、道夫低速,减小锡

林盖板梳理线速比,增大盖板与锡林隔距,使棉网迅速

转移以降低落棉,同时减少对纤维损伤,避免纤维过多

地停留在梳理区,造成缠绕。减小前上罩板与锡林之

间的隔距,则纤维被前上罩板下压,可减少盖板花,调
整除尘刀的角度,以减少落棉。梳理工艺参数如表1
所示。

表1 梳棉工序工艺参数

工艺项目   工艺参数

条子干重/g·(5m)-1 19.5
刺辊速度/r·min-1 924
锡林速度/r·min-1 360
盖板速度/r·min-1 103
刺辊与给棉板隔距/mm 25
刺辊与锡林隔距/mm 7
锡林与道夫隔距/mm 5
锡林与盖板五点隔距/mm 8、7、6、6、7

3.4 并条

为了使条子内各组分充分混合均匀分布,采用8
根喂入两次并条的方式。头并后区牵伸为1.88,二并

后区牵伸减小到1.36。这样的喂入方式能够使条子充

分混合并且得到很好的牵伸,有利于纤维的伸直和一

些束纤维的分离,提高纤维的平行伸直度和条干的均

匀度。工艺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并条工序工艺参数

并条
定 量

/g·(5m)-1
并合数 牵伸倍数

中心距
/mm

出条速度
/m·min-1

头并 19 8 8.46 49.5×50 320
二并 18 8 8.69 49.5×50 320

3.5 粗纱

由于山羊绒纤维自身特点,纤维在粗纱工序过程

中会发生绕皮圈或皮辊等现象,因此需在粗纱设备中

使用抗绕性优异的皮辊或进行适当的抗绕处理,同时

需要严格控制粗纱工序的纺纱速度。另外,山羊绒纤

维之间抱合力较差,因此需要在保证细纱毛羽少和细

纱机牵伸合理的情况下,适当地增加粗纱的捻系数实

现部分纤维的内部转移,进一步减少纤维意外伸出。
还应选择开口较小的集棉器防止混纺纤维的发散和混

合不均匀,减少纱线的毛羽,提高纱线均匀度。基于以

上分析,混纺纱的主要工艺参数如表3所示。
表3 粗纱工序工艺参数

工艺项目 工艺参数

定 量/g·(10m)-1 4.73
捻系数 88
后区牵伸倍数 1.24
总牵伸倍数 7.91
前罗拉速度/r·min-1 178

3.6 细纱

细纱工序主要侧重于提高条干水平,根据山羊绒

纤维的独特性质,选用略大于棉纺的钢丝圈号,从而达

到控制气圈张力和减少纱线毛羽的目的。山羊绒纤维

因其抱合力差,使其集中在纱线表面,产生较多的飞

花,影响成纱质量。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保

证混纺纱线中山羊绒纤维的含量,另一方面需要减少

断头和飞花。通过适当增加纱线加捻系数和提高车间

温湿度等方法来解决这些潜在问题,为开发高强力、高
品质的混纺纱线提供可能。主要工艺参数如表4所

示。
表4 细纱工序工艺参数

工艺项目 工艺参数

定 量/g·(100m)-1 1.715
捻系数 387
后区牵伸倍数 1.2
总牵伸倍数 28.1
罗拉隔距/mm 18×30
前罗拉速度/r·min-1 149

3.7 络筒

络筒设备为配备电子清纱器和空气捻接器的村田

NO.21C-s型自动络筒机。混纺纱线在生产实践过程

包括针织物或梭织物生产均需要保持一定的外观形

态,因此对纱线的细节有严格要求。在络筒环节加大

粗节自动检测指标,严格控制纱线的均匀性和纱线质

量,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清除掉纱疵,还能改善纱线品

质,为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提供原材料。另外在络筒

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槽筒的光洁度,采取适当的槽筒速

度,减少混纺纱线毛羽产生。根据不同用途,在络筒时

可进行上蜡处理,不仅可增加纱线强力,还可减少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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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羽,提高产品质量。主要工艺参数如表5所示。
表5 络筒工序的主要工艺参数

棉结
(N)

短粗S 长粗L 长细T
长度/mm 幅度 长度/mm 幅度 长度/mm 幅度

络筒速度
/r·min-1

+400 2 +300 25 +50 30 -30 950

4 成纱质量及评价

对开发的棉/山羊绒(C/W80/20)9.7tex和7.3
tex的针织纱线进行成纱质量评价。通过切断称重的

方法测量并计算纱线的重量以及重量偏差,根据GB/

T3916-1997《纺织品卷装纱单根纱线断裂强力和断

裂伸长率》,采用YG061型纱线强力仪测试纱线的断

裂强度及强度不匀率;根据GB/T2543.2-2001纱线

捻度的测定第2部分中的退捻加捻法测得纱线的捻

度。各项测试指标见表6:
表6 混纺纱线检测指标

项 目 检测值

平均重量/g·(100m)-1 1.893
重量/CV% 2.15
重量偏差/% 2.6
单强/CV% 10.76
断裂强度/cN·dtex-1 14.77
捻度/捻·(10cm)-1 90
捻系数 387
回潮率/% 7.8

  对混纺纱线进行了织造试验,其各项质量指标均

满足针织物用纱的要求。

5 结语

由于混纺原料种类多,所以清花工序混合应该保

证比较均匀,若混合不均匀会造成棉卷中各组分混合

差异大,成纱产生不匀。在混纺过程中,车间温湿度控

制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纺纱的性能、纱线毛羽。纺纱

过程中出现的缠绕皮辊、皮圈的现象与温湿度有密切

联系。在纺纱过程中,优化使用各工艺参数,使混纺针

织纱线能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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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CompactSpinningProcessofCotton/CashmereBlendedYarns
DUDe-ping

(ChongqingThreeGorgesTechnologyTextileCo.,Ltd.,Chongqing404000,China)

  Abstract:Cotton/cashmereblendedknittingyarnswerespannedbyusingrawmaterialmixingprocess.Thespinningprocessand
themainparameterswerediscussed.Thekeytechnologywasanalyzedandreasonableprocesswasdevelopedtoensurethequalityof
cotton/cashmereblendedyarn.

Keywords:cashmere;blending;compactspinning;knittingyarn;process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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