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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椰壳纤维与亚麻、竹及棉纤维的化学成分、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等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聚酯基椰炭纤维

和普通聚酯纤维的质量比电阻、断裂强度及断裂伸长率等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椰壳纤维密度小,质量轻,断裂

伸长率高,可进行增韧设计;椰炭纤维具有吸湿透气、吸附除臭、释放负离子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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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纺织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
崇尚环境友好、绿色消费的理念下,天然纤维材料越来

越受到青睐。由于棉麻等天然纤维种植面积有限,合
成纤维不可再生且生产过程对环境破坏严重,而椰壳

属于农林废弃物并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可以作为新型

纤维的纺纱原料。合理开辟椰壳在纺织纤维中的应

用,不仅有利于缓解纺织纤维原料短缺,利于废弃资源

的再利用,更有利于纺织业可持续发展[1-2]。国内关

于以椰壳资源为原料的纺织纤维的研究不多,因此深

入研究适合纺织的椰壳纤维和椰炭纤维十分必要。

1 椰壳纤维的成分及性能

椰壳纤维是利用取走果肉和椰汁后废弃的椰壳经

过一系列物理机械加工而成,其制备工艺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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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椰壳纤维制备工艺流程

由图1可以看出,椰壳纤维是椰壳经过浸泡、敲
打、打松、除杂、晾晒等过程而获得的天然纤维素纤维。
椰壳纤维与麻、竹、棉等均为天然纤维素纤维,其主要

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及果胶等[3-5],与其

他天然纤维的化学成分、形态及性能差异见表1、表2。
由表1可知,椰壳纤维的纤维素及半纤维素含量

低于亚麻、竹、棉纤维,木质素含量高于亚麻、竹、棉纤

维,则椰壳纤维内部羟基基团的数量少,纤维细胞含水

率较低,故椰壳纤维亲水性较亚麻、竹、棉纤维差。

表1 椰壳纤维与其他天然纤维的化学成分对比

含 量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果 胶

椰壳纤维 36~43 0.15~0.25 41~45 3~4
竹纤维 45~55 20~25 20~30 0.5~1.5
亚麻纤维 70~80 12~15 2.5~5 1.4~5.7
棉纤维 80~90 1~3 0.7~1.6 0.7~1.2

表2 椰壳纤维与其他天然纤维的形态及性能对比

指 标 椰壳纤维 亚麻纤维 竹纤维 棉纤维

单纤维长度/mm 100~250 16~25 1.5~4.5 23~33
细度/μm 100~530 11~20 10.8~18.7 18~20

密 度/g·cm3 1.12 1.5 0.8 1.5~1.6
断裂伸长率/% 15.0~40.0 2.7~3.2 1~2 6~8
拉伸强度/MPa 131~175 34~1100 465 287~800
杨氏模量/GPa 2.5~6 27.5 18~55 5.5~12.6

  由表2可知,椰壳纤维的单纤维长度、细度大于亚

麻、竹、棉纤维,粗细不匀差异大,这是由于椰壳纤维中

木质素等物质含量偏高,导致椰壳纤维结晶度较低,其
密度低于亚麻、棉,但高于竹纤维。由于椰壳纤维由若

干纤维细胞组成束状结构,单根纤维长短不一[6],抱合

性差,强力的一致性降低,分散性变大,力学性能变差,
受力时易出现断裂,其拉伸强度低于亚麻、竹和棉纤

维。
椰壳纤维的杨氏模量较其他天然纤维偏低,容易

发生变形,鉴于椰壳纤维的断裂伸长率高于亚麻、竹和

棉纤维,具有保持形态完整及恢复初始状态的能力,可
利用该优势特征对木塑复合材料进行增韧设计。椰壳

纤维内部呈现多细胞聚集的结构特征,由管纤维和细

胞间基质组成,众多单细胞的管纤维平行排列使椰壳

纤维整体呈中空结构,可以对冲击破坏起到缓冲作用,
且内部孔隙结构和低密度特性决定了椰壳纤维质轻、
吸声、保温的功能特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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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椰炭纤维的制备及特性

2.1 椰炭纤维制备与性能

目前,椰炭纤维的制备根据载体的不同分为聚酯

基椰炭纤维和黏胶基椰炭纤维。聚酯基椰炭纤维是以

聚酯为载体来制备椰炭纤维,黏胶基椰炭纤维是以黏

胶为载体来制备椰炭纤维[8]。聚酯基椰炭纤维加工工

艺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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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聚酯基椰炭纤维加工工艺流程

椰炭纤维横截面为四叶形结构,纵向有连续且不

规则的条纹和黑色斑点颗粒,众多的微孔消除了纤维

表面的镜面反射,使反射光全部成为漫反射,涤纶的极

光消失,触感更接近天然纤维的质感。为更加了解其

性能,对聚酯基椰炭纤维和普通聚酯纤维的性能[9]进

行对比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 聚酯基椰炭纤维和聚酯纤维的性能对比

指 标 聚酯基椰炭纤维 普通聚酯纤维

断裂强度/cN·dtex-1干态 3.65 4.68
湿态 3.56 4.23

断裂伸长率/% 干态 18.22 15.82
湿态 17.35 13.82

初始模量/cN·dtex-1干态 27.42 35.82
湿态 42.02 44.38

质量比电阻/Ω·g·cm-2 1.39×109 1.28×1010

回潮率/% 1.02 0.4

  由表3可知,聚酯基椰炭纤维的断裂强度小于普

通聚酯纤维,表明椰炭粉的加入造成纤维应力分布不

匀,薄弱环节增多,导致断裂强度降低。而聚酯基椰炭

纤维的断裂伸长率高于普通聚酯纤维,且干态初始模

量较低,增加了纤维的缓弹性变形和松弛性,故聚酯基

椰炭纤维具有优良的延伸性。但聚酯基椰炭纤维保形

性不如普通聚酯纤维,相较于涤纶纤维的刚性降低柔

性增加,抗起毛起球性能也有一定提高。
聚酯基椰炭纤维比普通聚酯纤维的质量比电阻降

低,回潮率提高,这是由于椰炭粉末的吸附作用,纤维

的抗静电性及吸湿性能提高,更有利于纤维的可纺性

及制品的服用性能。

2.2 椰炭及其纤维特性

2.2.1 椰炭特性

椰壳活性炭是多孔物质,分子结构呈六角形,炭质

致密,孔隙多,制备出的活性炭炭含量高达 93%~

96%,灰分低、强度高[10],而煤质活性炭形成的孔隙表

面比较杂乱,孔隙结构不明显,炭质成分为 80%~
90%;因此,椰壳炭化料比煤质炭化料更加容易形成孔

隙结构,吸附性能更优异。

2.2.2 椰炭纤维特性

(1)强大吸附性,有效去除异味。
椰炭纤维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吸收空气中的异

味、甲醛、油烟味、苯等气体,平均除臭率在30%~35%
之间[11],其微孔结构直接分布于固体表面,使吸附质

分子可直接到达微孔的吸附部位,缩短了吸附行程,加
快了吸附速率,具有强大的吸附力。

(2)释放负离子,提高空气质量。
椰炭纤维能引起负离子晶体之间的电势差从而形

成电场,高电压使电场中的空气发生电离,其负离子能

灭菌除尘,减少疾病传染,对空气有一定的消毒和净化

作用。椰炭纤维针织物的负离子发射量为5000个/

mL,远超过维持生命健康基本需要的负离子浓度。
(3)矿物质丰富,功能持续性佳。
椰炭纤维富含各种矿物质,其中炭93%~96%、钾

0.647%、钙 0.036%、镁 0.030%、锰 0.017%、铝

0.004%,锆0.001%[12]。椰炭粉末聚合于聚酯纤维高

分子中,多种微量元素对人体具有活化细胞、消除疲劳

等保健作用,不会因穿着或洗涤次数的增加而消失,持
久性好。

(4)放射远红外线,促进新陈代谢。
椰炭纤维通过吸收人体和外界的热量,分子结构

受热激发产生震荡,可吸收和发射电磁波波长为4~14

μm的远红外线,这一波段区间的红外线与人体辐射波

峰的远红外线相近,从而产生共振吸收,分子之间摩擦

生热,皮下温度上升,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从
而达到保暖保健的效果。

3 椰壳纤维与椰炭纤维的应用

3.1 椰壳纤维的应用

3.1.1 服装及家居用品

椰壳纤维较粗,纤维支数低,可通过与涤、棉等混

纺用于服装面料、箱包或鞋子,不仅具有良好的延伸

性,同时具备吸湿速干的优点,能够快速地将汗液从皮

肤表面传递到织物外层,符合户外运动装对活动自如

和吸湿透气的功能需要。
椰壳纤维韧性大、强度高、易恢复原状,可加工制成缓

冲防震材料代替聚氨醋泡沫塑料,用于家居床垫、座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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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等;也可以和聚丙烯等纤维混合制成坚固轻盈的合成

材料,从而取代通常使用的合成聚酯纤维材料,用于绳索、
汽车后备箱衬垫、隔音内衬、工艺品等。

3.1.2 农林及园艺景观

椰壳纤维具有可生物降解、保水性、保湿性、透气

性好等特点,可作为农作物、园艺等有机无土栽培基;
用其制成的纤维网可用于固定沙化土地,防止水土流

失;在河流护坡方面,具有较强蓄水能力,可减缓水流

速度;与丙纶、尼龙等混纺制成土工布经久耐用。
椰壳纤维具有出色的力学性能和较高的饱和吸水

率,且密度仅为1.15g·cm-3,利用椰壳纤维编织成

的无框架人工浮岛,具有净化水质、创造生物的生息空

间、改善景观等综合性功能,视觉效果柔和,不怕相互

间的撞击,耐久性也较好[13]。

3.2 椰炭纤维的应用

3.2.1 服装

椰炭纤维可用于开发保健服、袜子、护腰护膝带等

贴身服装面料,将椰炭纤维应用于贴身服装面料,具有

蓄热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的功能,其表面的活性炭孔隙

可吸收人体产生的不愉快气味,增强织物快速吸水性,
使人体在活动过程中保持面料干爽。椰炭纤维还可以

用于婴儿纸尿裤等妇婴卫生用品,以及在特殊防护场

合中使用的医疗防护服、绷带、口罩等产品,可释放负

离子预防潮湿环境下细菌滋生而引发皮肤病等疾病。

3.2.2 家纺

以椰炭纤维为原料开发的纺织品如窗帘、床单被

罩、枕芯、毛毯、浴巾、毛巾等产品具有发射远红外线和

释放负离子的功能,相较用于吸附和降解室内有机污

染物的空调过滤材料,具有与空气直接接触、接触面积

大、无需耗能等优势,既满足了实用性需求,又具室内

空气自清洁能力。

4 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椰壳纤维与其他几种天然纤维,结

果表明:椰壳纤维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防水性好、密
度小、拉伸强度较低、断裂伸长率高,是具有保持形态

完整及恢复初始状态的能力纤维,可用于服装、家纺、
绿色复合材料的强化材料、农林及园艺景观等;椰炭纤

维是一种新型功能纤维,柔软、吸湿透气,具有吸附除

臭、释放负离子等生物功效,适合开发速干运动服、保
暖内衣、特殊防护服、家纺用品,不仅舒适保健还可实

现能源的循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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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andApplicationofCoconutShellFiberandCoconutCarbonFiber
WANGJi-xiang,ZUOHong-fen

(CollegeofEngineering,YantaiNanshanUniversity,Yantai265706,China)

  Abstract:Thechemicalcomposition,tensilestrengthandelongationatbreakofcoconutshellfiberandflax,bambooandcotton
fiberwerecomparedandanalyzed.Themassspecificresistance,breakingstrengthandelongationatbreakofpolyester-basedcoconut
carbonfiberandcommonpolyesterfiberwerecomparedand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coconutshellfiberhadlowdensity,

lightweightandhighelongationatbreak,andcouldbetoughened.Coconutcarbonfiberhadthecharacteristicsofmoistureabsorp-
tion,airpermeability,adsorption,deodorizationandnegativeionrelease.

Keywords:coconutshellfiber;coconutcarbonfiber;fibercomposition;fibermorphology;physical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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