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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改进梳理机工艺和采用新型的喂入罗拉装置,优化针刺不定岛型超细纤维革基布的生产工艺,改善纤维

梳理效果和除杂效果,所生产产品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均匀性,增强产品的仿真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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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恢复生态措施,天
然皮革产量逐渐下降,人造合成革正被逐步用来替代

部分真皮革[1-2]。其中,海岛型超细纤维针刺革基布

可以很好地模拟天然皮革,其性能接近于甚至优于天

然皮革[3-4],成为合成革基布的一个重要分支[5-6]。海

岛型超细纤维材料成本较低且环保,其人工合成皮革

的开发和推广也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可促进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海岛超细纤维主要分为定岛型与不 定 岛 型 两

类[7]。其中,不定岛型超细纤维成本较低,其针刺革基

布仿真皮性好、附加值高。由于不定岛超细纤维在生

产过程中纤维中的岛在微观上是不可控的,且在纤维

长度方向上是非连续密集分布,导致岛数不定、纤度离

散度大、细度更细[8],其难梳理性对革基布生产设备提

出了更高的工艺要求,导致能够生产不定岛超细纤维

合成革的企业不多。
常熟振泰无纺机械有限公司联合南通大学研究高

速针刺超纤革基布生产联合机,为改善不定岛超细纤

维的梳理效果和成网均匀性,针对不定岛超细纤维的

高速梳理工艺技术进行了改进优化,制得了各向均匀

性好的不定岛超细纤维针刺革基布,具有较好的仿真

皮效果。

1 不定岛超细纤维革基布的高速梳理技术

1.1 针刺超纤革基布工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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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针刺超纤革基布工艺路线

图1是高速针刺超纤革基布生产联合机的生产工

艺路线,从纤维原料的开松到梳理成网,再到铺网、针
刺、卷绕,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其中梳理部分关系到纤

维的伸直程度、成网均匀性以及含杂率等,会严重影响

后道工序的加工质量,对最终产品的质量影响甚重。
为改善不定岛超细纤维的梳理效果,研究出了一种新

的梳理工艺,可改善不定岛超细纤维的梳理效果及产

品质量。

1.2 不定岛超细纤维高速梳理工艺技术

超细纤维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纤维纤度极小,
大大降低了纤维刚度,从而极大提高了纤维柔顺性;另
一方面,其比表面积急剧增大,纤维表面吸附作用增

强。由于不定岛型超细纤维在生产过程中岛的大小、
数量、分布存在随机性,导致不定岛超细纤维中纤维长

度和纤度离散性较大。
由于以上特点,不定岛超细纤维黏度较大,用传统

形式的梳理机梳理难以达到理想的梳理效果,或者在

保证梳理效果的条件下,其梳理速度难以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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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效果和梳理速度有时难以兼顾。
为解决不定岛超细纤维因难于梳理而导致成网

质量差的问题,利用产学研联合优势,研究出了新

型高速梳理工艺技术,从三个方面对梳理机工艺进

行了优化。
(1)采用双锡林双道夫两组凝棉辊的梳理形式,提

高梳理成网速度和成网均匀性,使得出网速度最快可

达90m/min,如图2所示。

图2 梳理机双锡林双道夫系统

表1 部件直径与针布型号

部 件 直径/mm 针布型号

锡 林 1200 3215×2785P+P
工作辊 220 4535×2510VP+P
剥毛辊 130 4530×3613VP+P
上道夫 500 4035×2510P+P
下道夫 900 4035×2510P+P

  (2)选用较大直径的锡林、工作辊、剥毛辊和下道

夫,以提高表面线速度,增强对纤维的梳理作用,从而

提升梳理效果和梳理速度。
(3)选配合适的针布类型,在提高梳理机对纤维梳

理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纤维的损伤。
另外,还针对梳理机的罗拉给棉装置进行了优化

设计,改善了梳理机的除杂率,进而提高梳理质量与成

网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对梳理机的保护作用,减少工人

工作强度。该梳理机所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罗拉给棉装

置,具有两个特点:
(1)防坚硬杂物功能。纤维原料中有时会有坚硬

异物混入,例如金属丝或从设备上脱落下来的螺丝、螺
母、垫片等。这些坚硬异物容易对上、下给棉罗拉和锡

林辊等的针布造成损伤,引起连锁反应。为防止坚硬

异物混入纤维对梳理机造成损伤,梳理机采用的新型

罗拉给棉装置具有防坚硬杂物的功能,如图3所示。
图3中A、B分别指上给棉罗拉和下给棉罗拉,下给棉

罗拉端部有个离合机构,离合机构内通过一安全销连

接。当有金属或非金属的坚硬杂物混入纤维中,随纤

维进入上、下给棉罗拉之间时会增大给棉罗拉的扭矩,
下给棉罗拉端部的离合机构会因扭矩过大导致安全销

断裂而发生分离,让机构间失去联动,从而使得喂棉罗

拉驱动机构与上喂棉罗拉以及下喂棉罗拉之间的传动

关系解除,避免坚硬杂物损及针布,并及时去除杂物,
从而提高成网质量。

图3 罗拉给棉装置

(2)清洁功能。上、下给棉罗拉工作时,容易缠绕

纤维或异物,影响罗拉给棉装置向刺辊喂送纤维,因此

需尽可能保证上、下给棉罗拉处于清洁状态。此新型

罗拉给棉装置中的下给棉罗拉B下方添有一个给棉罗

拉清洁机构C,如图4所示。该喂棉罗拉清洁机构C
可自动地伴随下给棉罗拉B运动,并及时将缠嵌滞留

于给棉罗拉表面针布上的纤维有效剔除,从而使给棉

罗拉顺畅地向刺辊喂送纤维,这既可减少工人因定期

清洁罗拉给棉装置而产生的工作强度,又可保障梳理

机的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A

B

C

图4 给棉罗拉清洁机构的位置

2 产品性能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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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试样说明

通过工艺优化后的设备生产了3种不同克重的超

纤革基布,基本加工流程如图5所示,具体规格及针刺

频率参数见表2。这3块样品具有不同克重,相同的针

刺频率,其他工艺一致。样品S1、S2、S3的克重依次增

加。

开松 梳理 铺网 针刺 成卷

图5 基本加工流程

2.2 性能测试与分析

图6是3种样品的表观形态图。样品本身外观结

构形态都比较均匀,且没有明显瑕疵。

表2 样品规格及针刺频率参数

样品编号
克重

/g·m-2
针刺频率/刺·min-1

针刺1 针刺2 针刺3 针刺4 针刺5 针刺6 针刺7 针刺8 针刺9 针刺10
S1 380
S2 410 500 860 708 867 767 853 874 894 903 937
S3 590

S1         S2        S3
图6 试样表观形态

图7显示的是不同样品的厚度情况。可以看出,
样品厚度随克重增加而增加,符合一般规律。样品S1
与样品S2的厚度差异相对较小,是由于两者间克重差

异较小,但依旧是克重略大的S2具有略大的厚度。

厚
度
/m
m 3.0

2.5

2.0

1.5

1.0

0.5

0.0

样品编号
S1 S2 S3

图7 样品厚度

图8显示样品的纵/横向断裂强度。3种样品的断

裂强度随克重增加而增加。克重越大,纤维含量越高,
意味着样品承载能力就越强。图中同一样品的黑色与

灰色的柱高有一定差异,说明样品的纵向断裂强度和

横向断裂强度存在有一定差异,但此差异在可接受范

围内,样品各向断裂强度性能均匀性能够起到较好的

仿真皮效果。另外,图中黑色与灰色柱高差异随克重

增加而减小,意味着在断裂强度方面厚克重的样品相

对更均匀。
断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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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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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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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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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S2 S3

图8 样品纵/横向断裂强度

纵向
横向

撕
裂
强
度
/N 250

200

150

100

50

0

样品编号
S1 S2 S3

图9 样品纵/横向撕裂强度

图9显示样品的纵/横向撕裂强度。3种样品的撕裂

强度随克重增加而增加。同样的,图中同一样品黑色与灰

色的柱高也存在差异。但相对于断裂强度,撕裂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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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向差异相对不明显,说明样品各向撕裂强度性能更

加均匀,更能满足较好的仿真皮效果。样品在撕裂过程中

会形成一个撕裂三角区,撕裂三角区含有纵/横向纤维,导
致样品受纵/横向纤维影响比较大。也即是,样品的撕裂

强度同时与样品纵/横向性能有较大关系,也因而减弱了

样品纵/横向撕裂强度差异。

剥
离
强
度

/k
N�

m
-1 3.0

2.4

1.8

1.2

0.6

0.0

纵向
横向

样品编号
S1 S2 S3

图10 样品纵/横向剥离强度

图10显示样品的纵/横向剥离强度。类似的规

律,3种样品的剥离强度随克重增加而增加。这主要

与样品中纤维的穿插有关,厚克重样品中纤维穿插数

量较多,从而使得剥离强度略高。与断裂强度比较,图
中同一样品黑色与灰色的柱高差异相对不明显,样品

各向剥离强度性能也更加均匀。
总体而言,样品纵/横向性能比较均匀,能够达到

比较好的仿真皮效果,适宜于作皮革基布。这与前道

梳理机梳理效果有关,梳理机梳理效果越好,纤维伸直

度比较高,成网质量较高,后期铺网也更易控制纤维层

中纤维取向的分散均匀性,从而提高各向性能均匀性。

3 结语

将优化改进后的梳理机用于不定岛超细纤维革基

布的生产中,通过提高纤维梳理效果和除杂效果,改善

纤维的成网均匀性,使得最终产品性能具有较好的纵/
横向均匀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仿真皮效果。本项目

中的工艺优化有利于不定岛超纤针刺革基布的高速高

质生产,促进产业技术装备升级,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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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ngProcessOptimizationofHigh-speedCombinedMachine
forNeedle-punchedSuperfineFiberSyntheticLeatherBase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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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improvingthecardingprocessandadoptinganewtypeoffeedingroller,theproductionprocessofneedle-punched
unfiguredsea-islandsuperfinefibersyntheticleatherbaseclothwasoptimized.Thecardingeffectandimpurityremovaleffectwereim-
provedtomakeproducthavehighqualityandhomogeneity.Thesimulatedgenuineleathereffectoftheproductswas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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