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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酰亚胺纤维是目前耐热等级最高,且热氧化性稳定、机械性能好、耐辐射的阻燃材料,以其为原料进行阻燃

隔热面料的设计与开发;所设计的织物为三层织物,由外及里为阻燃层、隔热层和舒适层。聚酰亚胺纤维三层织物可用于

冶金、消防、水电等部门的防护用服装的开发,还可用于飞机座椅软垫、汽车内饰装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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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酰亚胺纤维属于高性能芳杂环高分子聚合物,
极限氧指数(loi)高达38%,遇高温明火碳化无熔滴、
离火自熄、无毒,可保证织物在高、低温环境下具有良

好的机械性能和尺寸稳定性,且耐热氧化性、耐腐蚀、
耐紫外性能良好,是制作防护服的理想材料,适用于消

防服、石油化工服、金属冶炼安全服、炉前服和防火装

饰材料等。
本文设计的聚酰亚胺纤维阻燃隔热面料为三层织

物。由外及内三层分别为阻燃层、隔热层和舒适层。
最外表层为阻燃层,经纬纱线均使用聚酰亚胺纤维纯

纺纱线;中层为隔热层,经纱使用聚酰亚胺纤维纯纺纱

线,纬纱使用阻燃涤纶/棉混纺纱;里层为舒适层,经纱

为羊绒纤维纱线,纬纱为大豆蛋白纤维/棉纤维混纺

纱。该织物由聚酰亚胺纤维、阻燃涤纶纤维、羊绒纤

维、大豆蛋白纤维、棉纤维等混纺交织而成,使面料在

阻燃隔热的同时手感相对舒适柔软,可以应用于消防、
厨房用具、装饰等行业产品的开发,不仅能减少平时使

用明火以及高温所产生的危险,而且能够避免产生不

必要的损失,从而拓宽纺织品的用途。

1 原料纱线性能

纱线的基本性能对纺织品的开发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如纱线线密度决定织物的厚度(克重)、经纬密

度;毛羽影响织造时开口的清晰程度以及织物性能;纱

线的强度主要决定此纱线是否能够作为经纱使用。所

以在进行织物设计之前,须先对纱线的一些性能进行

测试分析,经测试,聚酰亚胺纤维纯纺纱线的线密度为

18.2tex。分别测试了纱线毛羽和拉伸性能,纱线毛羽

测试仪器为YG172A纱线毛羽测试仪,纱线拉伸性能

测试仪器为YG(B)021DL电子单纱强力机。

1.1 纱线毛羽

试验所得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纱线毛羽测试结果

毛羽长度 平均值/个·(10m)-1 毛羽指数 CV值/%

1mm 196.8 196.8 11.1
2mm 64.9 64.9 19.8
3mm 24.8 24.8 29.3
4mm 9.1 9.1 47.1
5mm 2.7 2.7 42.9
6mm 1.1 1.1 79.6
7mm 0.5 0.5 141.4
8mm 0.2 0.2 210.8
9mm 0.1 0.1 316.2

  纱线毛羽是指伸出纱线表面的纤维,它不仅影响

织物的表面性能还影响织物的物理性能。由表1可

见,1~3mm的毛羽数量较多,3mm以上的毛羽,根
数在大幅度减少。所测试的毛羽长度中,毛羽长度越

长,其根数也越少,两者呈递减趋势,长度在3mm以

下时,能够使织物具有良好的保暖性、柔软性,但是长

度大于3mm时,纤维之间非常容易缠结在一起,在后

面的织造过程中造成开口不清。而聚酰亚胺纤维有着

较高的初始模量,相比较而言更容易产生毛羽。

1.2 纱线拉伸性能

试验所得测试数据如表2所示。
纱线强度影响后期织造工序能否正常进行,同等

条件下,所使用纱线的强度越高,越有利于织造。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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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看出,聚酰亚胺纤维纯纺纱线的断裂强度符合

织造时作为经纱要求的强度,能够作为经纱使用。
表2 纱线拉伸性能测试结果

测试指标 平均值

断裂强度/cN·tex-1 32.3
断裂强度CV/% 6.53
断裂伸长率/% 11.53

断裂伸长率CV/% 4.70

2 织物设计与织造

2.1 设计构思

三层组织有三个经纱系统和三个纬纱系统组成,
各自独立的经纬纱交织形成织物的表层、中层和里层。
本设计在纺织加工过程中,表层主要起阻燃作用,使用

聚酰亚胺纤维的双股纱线作为表层的经、纬纱系统;中
层主要隔热,经纬纱线同样使用聚酰亚胺纤维纱线;里
层贴近皮肤,为舒适层,以羊绒纱线为经纱、大豆蛋白/
棉混纺纱线作为里层的纬纱系统。表、中层面料的设

计具有阻燃和隔热的功能性效果,减少高温给人们带

来的干扰和危害,里层的设计使得三层面料在阻燃隔

热的同时手感相对舒适柔软,使之不仅能够应用于消

防,也能用于厨房用具等行业,大大增加了纺织品的附

加值。

2.2 织物设计

织物设计主要是成品规格设计,含纱线的选择与

设计、经纬纱线密度设计、织物组织设计、织造工艺设

计、后处理工艺设计,织造所用纱线主要为金黄色的聚

酰亚胺纱线,同时所用阻燃涤纶和棉混纺纱线与羊绒

纱线均为有色纱线,所以纱线设计、染整与后处理工艺

设计不作相关考虑。

2.2.1 穿综设计

穿综方法应该根据所设计的织物组织、所使用的

纱线原料以及所需要的经纬密度来定,常见的穿综方

法有顺穿法(将组织循环中的经纱逐一顺次穿入每页

综片上)、飞穿法、照图穿法(也叫山形穿法或是对称穿

法,将运动规律相同的经纱穿入到同一综框内)、间断

穿法以及分区穿法。一般情况下把提综次数较多的经

纱穿在前面综框的综丝内。
三层织物中,表层、中层、里层组织的设计为简单

的平纹或斜纹,穿综方法大同小异,大体可确定为表层

经纱系统穿在前几页综框,中层经纱系统穿在中间位

置,里层经纱为最后。

2.2.2 穿筘设计

每筘齿内穿入数的多少,需依据织物的经纱密度、
线密度以及织物组织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穿入数。
为了确保织造工序的正常进行,每筘穿入数一般较少,
注意应尽可能地使每筘穿入数等于其组织循环经纱

数,或组织循环经纱数的约数或者是倍数。
本织物设计选用120筘/10cm的钢筘,表层经纱

与中层经纱穿入同一钢筘,即3入;里层经纱穿到同一

筘齿内,即2入。

2.2.3 织物上机图

三层织物组织具体上机图如图1所示,组织图中

表、中、里层组织均为平纹,在表示经纬纱组织点的意

匠方格里,蓝色表示表、中、里的经纬纱交织的组织点,
不同的红色则都是表示接结点。织物组织图所采用的

接结方式是中经接表纬、里经接中纬。穿综具体分3
个区域:(1)第1、2、3、4页综,穿表层经纱,表示为图中

的蓝色;(2)第5、6、7、8、9、10页综框,穿中层经纱,表
示为图中的红色;(3)第11、12、13、14、15、16、17、18、

19、20页综,穿里层经纱,表示为图中的紫红色。

图1 三层织物组织上机图

2.2.4 织造要点

三层织物织造时,经向纱线由3层过渡到2层,再
到1层,投纬时,均需按顺序投纬,投中层纬纱时打纬

力道不需太重,若中途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需及时调

整纹板图中接结点位置,以便能够及时调整好纱线排

列形成所设计的图案效果。打纬次数较多时容易起毛

起球,会造成断经、结头、反面起毛起球等布疵,织造过

程中需时刻注意经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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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织物织造效果

2.3.1 纱线组成

聚酰亚胺纤维阻燃隔热三层织物纱线组成成分分

别为:聚酰亚胺纤维纯纺纱线,羊绒纤维纱线,阻燃涤

纶纤维/棉纤维混纺纱线,大豆蛋白纤维/棉纤维混纺

纱线。

2.3.2 织物成品

聚酰亚胺纤维阻燃隔热三层织物正反面成品图如

图2、图3所示。

图2 织物正面成品图      图3 织物反面成品图

2.3.3 织物效果

聚酰亚胺纤维阻燃隔热三层织物成品开发的消防

服用马甲效果图,如图4所示。

图4 织物效果图

2.4 织物基本性能

对织物的基本性能进行了测试,各项指标如表3
所示。

表3 织物基本性能指标

测量仪器 三层织物

上机幅宽/cm 直尺 16.6
下机幅宽/cm 直尺 14.2

下机经纬密/根·(10cm)-1 密度镜 357×333
平方米克重/g·m-2 AUY220型电子天平 341.7

织物厚度/mm YG(B)141D型数字式织物厚度仪 1.87

  由表3数据分析可得,三层织物的上机幅宽与下

机幅宽相差较大。三层织物的厚度相较于一般的多层

织物薄。

3 结语

聚酰亚胺纤维阻燃隔热三层织物以聚酰亚胺纤

维、阻燃涤纶纤维等纯纺或混纺纱线为原料,以保证织

物具有阻燃性、隔热性和舒适性为设计方向,充分利用

了聚酰亚胺纤维的各项性能,包括其优异的物理机械

性能、良好的热稳定性、保暖性、耐腐蚀性、过滤性以及

阻燃性。所设计的三层织物由SL820型半自动织样机

织造,表层阻燃,使用的经纬纱线均为聚酰亚胺纤维纯

纺纱线;中层隔热,经纱使用聚酰亚胺纤维纯纺纱线,
纬纱使用阻燃涤纶纤维/棉纤维混纺纱线;里层舒适,
使用羊绒纱线为经纱,大豆蛋白纤维/棉纤维混纺纱线

为纬纱。织造的最终成品,层与层之间相互连接较为

合理,具备服用性能,可用作防护用服装面料。阻燃隔

热面料的设计与开发,降低了火灾带来的伤害和损失,
同时也提高了功能性纺织品的使用面与使用率。随着

需求的扩大,阻燃隔热面料的使用会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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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随着人们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需求和环境保护

意识的不断增强,绿色纺织品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莫代尔、竹纤维都是新型环保纺织纤维,顺应了消费者

追求健康舒适、回归自然、绿色环保的时代潮流;棉与

莫代尔、竹纤维混纺纱兼有多种纤维的优良性能,采用

这种混纺纱开发出不同风格的织物,其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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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DifferentBlendsRatioofCotton/Modal/Bamboo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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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Withcotton,modalandbamboofibersasrawmaterials,thedensity,tightness,yarnlineardensityoffabricwerede-

signedbysettingfivedifferentblendingratios.Thetechnologicalparametersofeachfabriconthemachinewereintroduced.Thekey

productiontechnicalpointsweresummarized,whichcouldprovidereferencefortheproductionofsuch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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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DevelopmentofPolyimideFiber
Flame-retardantHeat-insulation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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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Polyimidefiberwasflame-retardantmaterialwithhighestheatresistance,stablethermaloxidation,goodmechanical

propertiesandradiationresistance.Theflame-retardantheat-insulationfabricwasdesignedanddevelopedwithpolyimidefiberasraw

material.Thefabricconsistedofthree-layer,whichwereflame-retardantlayer,heat-insulationlayerandcomfortablelayer.Three-lay-

erpolyimidefabriccouldbeusedtodevelopprotectiveclothingformetallurgy,fireprotection,hydropowerandotherdepartments.It

alsocouldbeusedtodevelopaircraftseatcushions,automobileinteriordecorationandothertextiles.

Keywords:polyimidefiber;flame-retardant;heat-insulation;fabric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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