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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纺织技术领域。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

整经工序：采用前、中、后分段法配置张力，边部

张力比前区张力多4克；2)浆纱工序：采用无聚乙

烯醇(PVA)上浆，浆料含固量13.6±1％；3)穿筘

工序：采用顺穿工艺；4)织造工序：将经纱与纬纱

进行交织形成织物。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

采用上述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生产的铜氨

涤纶织物，该织物吸湿透气性强，有丝质般滑爽，

反复洗涤不易起皱，长效保健功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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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整经工序：采用前、中、后分段法配置张力，边部张力比前区张力多4克；

2)浆纱工序：采用无聚乙烯醇上浆，浆料含固量13.6±1％；

3)穿筘工序：采用顺穿工艺；

4)织造工序：将经纱与纬纱进行交织形成织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浆料包括以

下重量份的各原料：超级淀粉5-10份、磷酸酯淀粉20-30份、聚酯胶粉20-30份、丙烯酸浆10-

20份、抗静电剂1-3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经纱经过下

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GA124分批整经机、HS40浆纱机、DELTA110自动穿筘机、

ZAX9100织布机、GA541验布机、GA841码布机、A752打包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纬纱经过下

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ZAX9100织布机、GA541验布机、GA841码布机、A752打包机。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经

纱和纬纱成分相同，为铜氨涤纶混纺纱，所述铜氨涤纶混纺纱，以重量份数计，铜氨：涤纶为

55:4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铜氨涤纶混

纺纱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铜氨精梳条和涤纶预并条依次经过FA311F并条

机、ASFA411粗纱机、FA506细纱机、21C日本村田自动络筒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铜氨精梳条

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A002C型自动抓棉机、A035C混开棉机、A036B豪猪开棉

机、A092A型双棉箱给棉机、A076C型成卷机、A186D梳棉机、FA307并条机、FA356条并联合机、

FA266精梳机。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涤纶预并条

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A002C型自动抓棉机、A036B豪猪开棉机、A092A型双棉

箱给棉机、A076C型成卷机、A186D梳棉机、FA307并条机。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织造工序

中，织机车速为550r/min、上机张力2100±200N、综平时间310度。

10.一种铜氨涤纶织物，其特征在于，采用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

生产方法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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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氨涤纶织物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铜氨涤纶织物及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氨纤维是用棉籽上的短绒等天然纤维素材料溶解在氢氧化铜或碱性铜盐的浓

氨溶液中，配成纺丝液，并经过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处理后形成的再生纤维素纤维。铜氨纤维

轻柔滑顺，吸湿、透气性好，具有天然纤维的优点。

[0003] 铜氨织物在手感、悬垂性方面可与真丝织物媲美，并且铜氨织物具有优良的吸湿

和透气性能，这样使得加工的服装穿着舒适、清爽。但铜氨织物的耐磨性、折皱回复能力比

真丝织物和粘胶织物差，铜氨与锦纶、涤纶交织，可改善织物的耐磨性和抗皱性能。铜氨织

物具有较强的丝质感，适合加工内衣里布及各类中高档服饰，而铜氨纤维的原料价格比真

丝纤维便宜。随着铜氨织物的织造和后整理工艺进一步成熟，铜氨织物在高档服饰产品开

发中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状，旨在提供一种吸湿透气性强，有丝质般滑爽，反复

洗涤不易起皱，长效保健功能好的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整经工序：采用前、中、后分段法配置张力，边部张力比前区张力多4克；

[0007] 2)浆纱工序：采用无聚乙烯醇(PVA)上浆，浆料含固量13.6±1％；

[0008] 3)穿筘工序：采用顺穿工艺；

[0009] 4)织造工序：将经纱与纬纱进行交织形成织物。

[0010] 其中，所述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原料：超级淀粉5-10份、磷酸酯淀粉20-30份、

聚酯胶粉20-30份、丙烯酸浆10-20份、抗静电剂1-3份。

[0011] 主浆料用的是来自荆州市深蓝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磷酸酯淀粉(JF962)、武汉

东美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聚酯胶粉(GR-796)，还有液体丙烯酸浆(DH-930)，常州市

润力助剂有限公司生产的超级淀粉(SS)和抗静电剂(DH-KP)。

[0012] 其中，所述穿筘工序中必须将纱线理顺及时复查质量，杜绝穿错、穿绞；综、筘、片

等必须做到光滑无坏损、毛刺。

[0013] 其中，所述经纱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GA124分批整经机→HS40浆纱

机→DELTA110自动穿筘机→ZAX9100织布机→GA541验布机→GA841码布机→A752打包机。

[0014] 其中，所述纬纱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ZAX9100织布机→GA541验布

机→GA841码布机→A752打包机。

[0015] 其中，所述经纱和纬纱成分相同，为铜氨涤纶混纺纱，所述铜氨涤纶混纺纱以重量

份数计铜氨：涤纶为55:45。铜氨与涤纶混纺后，织物的弹性回复率增大，抗皱性能得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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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0016] 其中，所述铜氨涤纶混纺纱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铜氨精梳条+涤纶

预并条→FA311F并条机三道并条→ASFA411粗纱机→FA506细纱机→21C日本村田自动络筒

机。优选的，所述细纱机加装赛络纺纱装置。

[0017] 其中，所述铜氨精梳条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A002C型自动抓棉机→

A035C混开棉机→A036B豪猪开棉机→A092A型双棉箱给棉机→A076C型成卷机→A186D梳棉

机→FA307并条机→FA356条并联合机→FA266精梳机。

[0018] 其中，所述涤纶预并条经过下列依次连接的设备加工完成：A002C型自动抓棉机→

A036B豪猪开棉机→A092A型双棉箱给棉机→A076C型成卷机→A186D梳棉机→FA307并条机

(预并)。

[0019] 其中，所述铜氨纤维与涤纶纤维经过清花、梳棉单独成卷成条、并条混合的工艺配

置。清梳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工艺。

[0020] 其中，在所述织造工序中，所述织机车速为550r/min、上机张力2100±200N、综平

时间310度。后梁位置的前后/高度为№.9/5-10、停经架位置的前后/高度为№.10-8/20。综

框高度为110mm、111mm、110mm、109mm，开口量的大刀片a值为85mm、70mm、75mm、55mm，松经量

为310度-中。

[0021] 其中，在所述织造工序中，所述经纱和纬纱按照40*40  133*100  95织物规格进行

织造，花纹采用五枚三飞缎纹组织。

[0022]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使用上述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生产的铜氨涤纶织物。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生产的铜氨涤纶织物。经纱经整

经、浆纱、穿筘与纬纱一起织造。整经工序中张力、排列、卷绕均匀是关键，张力配置采用分

段法，边纱适当加重。浆纱采用无PVA上浆。织造采用“小张力、小开口、低后梁、晚开口”的工

艺配置，布机要求使用有三排刺针的橡胶边撑，经纱结头纱尾长度短、落布要及时。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

明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25]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方式为，通过多组分铜氨纤维与涤纶纤维的混纺，制成铜氨涤

纶混纺纱，按照40*40  133*100  95的规格进行生产，制成五枚三飞经面缎纹织物。

[0026] 其中，铜氨涤纶混纺纱的工艺流程为：

[0027] 铜氨纤维与涤纶纤维经过清花、梳棉单独成卷成条、并条混合的工艺配置。清梳根

据各自不同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工艺。

[0028] 铜氨纤维生产线：A002C型自动抓棉机→A035C混开棉机→A036B豪猪开棉机→

A092A型双棉箱给棉机→A076C型成卷机→A186D梳棉机→FA307并条机→FA356条并联合机

→FA266精梳机。最后制成铜氨精梳条。

[0029] 涤纶纤维生产线：A002C型自动抓棉机→A036B豪猪开棉机→A092A型双棉箱给棉

机→A076C型成卷机→A186D梳棉机→FA307并条机(预并)。最后得到涤纶预并条。

[0030] 混合纺纱生产线：→FA311F并条机→ASFA411粗纱机→FA506细纱机(加装赛络纺

纱装置)→21C日本村田自动络筒机。将上述铜氨精梳条+涤纶预并条进行三道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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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铜氨涤纶织物的工艺流程为：

[0032] 优选55:45组分的铜氨：涤纶混纺纱，铜氨与涤纶混纺后，织物的弹性回复率增大，

抗皱性能得到改善。经纱与纬纱相同，按照40*40  133*100  95织物规格进行织造，花纹采用

五枚三飞缎纹组织。

[0033] 经纱工艺流程：GA124分批整经机→HS40浆纱机→DELTA110自动穿筘机→ZAX9100

织布机→GA541验布机→GA841码布机→A752打包机

[0034] 纬纱工艺流程：ZAX9100织布机→GA541验布机→GA841码布机→A752打包机

[0035] 生产的具体步骤如下：

[0036] 1)整经工序：采用前、中、后分段法配置张力，边部张力比前区多4克，开车前5米，

对齐两边，并无稀或折叠状况出现；

[0037] 2)浆纱工序：采用无PVA聚乙烯醇上浆，浆料含固量13.6±1％，浆料由以下重量配

比的原料组成：超级淀粉5-10份、磷酸酯淀粉20-30份、聚酯胶粉20-30份、丙烯酸浆10-20

份、抗静电剂1-3份。

[0038] 3)穿筘工序：穿筘工序必须将纱线理顺及时复查质量，杜绝穿错、穿绞。综、筘、片

等必须做到光滑无坏损、毛刺。

[0039] 4)织造工序：将经纱与纬纱进行交织形成织物，织机车速为550r/min、上机张力

2100±200N、综平时间310度、后梁位置的前后/高度为№.9/5-10、停经架位置的前后/高度

为№.10-8/20、综框高度为110mm、111mm、110mm、109mm，开口量的大刀片a值为85mm、70mm、

75mm、55mm，松经量为310度-中；

[0040] 采用上述铜氨涤纶织物的生产方法，关键在于铜氨涤纶混纺纱与织布工艺具备显

著的特点。

[0041] 其中，铜氨涤纶混纺纱的工艺特点为：

[0042] 在清花工序根据纤维整齐度好、无杂质、纤维强力低、较蓬松、抱合力差的特点，缩

短工艺流程，在传统的工艺流程基础上减少A035C混开棉机这道工艺流程，一方面节约能

耗，另一方面减少了A035C豪猪和两个平行打手的打击，减少了纤维的损伤。降低各打手速

度，节约能耗，减小纤维损伤，减少各尘棒隔距，减少落棉。为提高圆盘抓棉效率，A002C抓棉

机打手下降速度每次3mm，转速960r/min，回转小车速度2.8r/min。刀片伸出肋条3mm，做到

勤抓少抓，使纤维充分混合。A036B豪猪开棉机豪猪打手速度320r/min、给棉罗拉13r/min、

木罗拉速度6r/min。A076C成卷机综合打手的速度800r/min、风扇速度950r/min、打手和天

平罗拉的隔距调整为12mm,减少豪猪打手和综合打手尘棒与尘棒的隔距，清花落棉全部回

用。为减少后工序产生静电，相对温湿度控制在65％左右。针对清花卷在梳棉上退挠时易分

层不清影响生条质量，由此在清花上加装粗纱装置，成卷时加入6根同支别的粗纱，并加大

紧压罗拉的压力，成卷后用塑料膜包覆，防止水分及油剂挥发。清花卷罗拉速度12r/min，卷

长36米，湿重13.8Kg，伸长率控制在0.5-2.5％，重量偏差控制在±100g以内、重量不匀率控

制在1％以内。

[0043] 在梳棉工序根据纤维强力较低，手感柔软，在梳理的过程中纤维易损伤和缠绕针

齿，因此在工艺上采用大隔距、小落棉、轻定量、充分转移、适当梳理的工艺原则。为减小纤

维的损伤，给棉板抬高5mm，锡林速度365r/min、刺辊速度950r/min、道夫速度16r/min、盖板

速度85mm/min，锡林与盖板的隔距0.25mm×0.23mm×0.2mm×0.2mm×0.23mm、除尘刀高度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9667038 A

5



与机框平、刀背与机框水平面夹角90°、刺辊与除尘刀隔距0.35mm、与小漏底入口隔距8mm、

与出口隔距1.5mm，与锡林隔距0.18mm。在棉网不下坠的情况下前张力牵伸偏小掌握，控制

在1.4倍。锡林与刺辊的表面线速比2.0，增加分梳效果。优选通用型针布，锡林针布AC2030

×2040，盖板针布JPT-42，道夫针布AD4030×01890，刺辊针布AT5010×06332VP，提高锡林

道夫的转移率。要加强剌辊、锡林、盖板、道夫针布的管理，保证针齿锋利与光洁，从而提高

对纤维的分梳，提高纤维的伸直平行。生条干重定量14.8g/5米。梳棉工序相对湿度控制在

55％-60％。

[0044] 在并条工序采用大隔距、轻定量、重加压、低速度、一道预并三道混并的工艺原则。

预并干定量15.8g/5米，接着再经过三道并条并合，头并采用8根并合，二并和三并均采用6

根并合，条干定量为20.4g/5米。末并重量不匀率控制在0.6％，乌斯特条干控制在3.5％以

内。经过三道并条并合后，条子易过熟过烂，易产生偶发性纱疵和棉结，要降低出条速度，保

证喇叭口、圈条斜管通光滑，以保证出条的顺利。并条主要工艺参数如下：

[0045] 表1并条主要工艺参数

[0046]

[0047]

[0048] 在粗纱工序采用大隔距、轻定量、重加压、低速度、大捻度的工艺原则。在保证粗纱

不出硬头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粗纱捻系数，以减少粗纱退绕时的意外牵伸。粗纱捻度5.43

捻/10cm、罗拉隔距采用10mm×24mm×45mm、后区牵伸1.25倍、钳口隔距6mm、摇架压力130N/

双锭。由于细纱采用赛络纺装置进行纺纱，赛络纺纱采用的是双粗纱喂入，根据细纱的正常

牵伸分配及赛络纺纱粗纺所占地方的局限性，由此粗纱用轻定量、小卷装。粗纱干定量为

2.7g/10米、粗纱总牵伸倍数8.7倍、前罗拉转速170r/min。控制粗纱重量不匀率1％以内、乌

斯特条干4.5％以内。严格控制粗纱前排、后排、大、中、小纱粗纱伸长率及差异率，粗纱伸长

控制在1.2％以内、差异率控制在0.5％以内。

[0049] 在细纱工序采用赛络纺纱方式纺纱：首先在FA506细纱机进行设备改造:(1)改装

粗纱架，增加一倍的粗纱吊锭,粗纱喂入采用双喂入方式；(2)将原来牵伸机构中的横动喇

叭口调换为双眼喇叭口；(3)导纱横动装置固定在中央位置。即在FA506细纱机的粗纱架上

增加一倍的粗纱吊锭,粗纱喂入采用双喂入方式，牵伸机构中的喇叭口调换为双眼喇叭口，

导纱横动装置固定在中央位置。由于赛络纺纱比普通环锭纺纱强力高、毛羽少，钢领与钢丝

圈摩擦力大，因此钢丝圈要偏轻掌握。钢领型号PG1-42、钢丝圈型号W321-28#。为了减少细

节，降低毛羽的产生，细纱工序采用较小的后区牵伸倍数，锭速偏低掌握，并优选钢领钢丝

圈。罗拉隔距为17mm×40mm、捻度93捻/10cm、总牵伸倍数43.8倍、后区牵伸1.25倍、前罗拉

速度185r/min。细纱工序相对湿度控制在55％-60％。

[0050] 铜氨涤纶织物的工艺特点为：

[0051] 1)整经工序

[0052] 整经工序要求做到张力、排列、卷绕三均匀是关键。张力配置采用中间小，两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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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段法，边纱张力比中间适当加重4克。由于纤维产生静电，吸附飞花，因此整经工序采取

以下措施及要求：

[0053] 1、张力控制：筒子架张力盘采用偏小配置以减少纱线受力的强力损失，采用前、

中、后分段法配置张力，且边部张力比前区多4克；卷绕气压控制在2--2.5(bar)。

[0054] 2、车速控制偏低，控制550米/分钟，车速必须做到稳定，以减少伸长和断头，断头

率控制在1.7--1.9根/kkm。

[0055] 3、设备要求：①整经筒子架导纱处与张力架的位置对应一致，张力架之间同排同

列对齐成一线；②纱线通道、导纱眼、导纱瓷嘴、车头各辊要求无坏损、毛刺，以预防纱线在

整经通路发生再生毛羽和挂断；③筒子支架高低上下位置要求平直对齐；

[0056] 4、操作要求①开车前要求纱线所有通道及机头彻底做清洁，开车过程中及时做清

洁使各处无积花，防止飞花附入；伸缩筘积花随时清理，伸缩筘中纱面下积花，每轴清理一

次；②开车过程中及时巡回，观察各张力盘回转是否灵活，有否脱落；③开车前5米，严格对

齐两边，无稀或折叠状况出现，以达到张力排列、卷绕、均匀，减少飞花再生毛羽的产生；④

操作上要作到“生头均匀、找头要准、理头要顺，接头要牢”，高支天丝要打蚊子节，以消灭绞

头和断头，提高经轴质量。

[0057] 2)浆纱工序

[0058] 工艺：回潮控制在7％，发送张力65--68N，卷取张力控制在190-200N,采用无PVA上

浆。浆料含固量13.6±1％，浆料由以下重量配比的原料组成：

[0059]

[0060]

[0061] 调浆：无PVA上浆，所以浆槽、浆桶、输浆管道清洁一定要干净；调浆时害怕混入

PVA，在常压桶内调浆(常压桶易于清洁)。

[0062] 上浆率：要稍微增加，浆槽粘度前后要一致，粘度为5.5～5.8秒，以提高经纱的强

力。

[0063] 操作：经纱在浆纱排筘时一定要均匀，避免在上机过程中出现绞纱，影响布机效

率。

[0064] 3)穿筘工序：

[0065] ①穿筘工序必须将纱线理顺及时复查质量，杜绝穿错、穿绞。

[0066] ②综、筘、片等必须做到光滑无坏损、毛刺。

[0067] 4)织造工序，将经纱与纬纱进行交织形成织物，要求：

[0068] ①织机用带有三排刺环的橡胶辊边撑，防止边部断头和针路

[0069] ②停纬销与鼓筒之间间隙小于0.5毫米，防止产生双纬和纬缩。

[0070] ③相对湿度为78--82％，

[0071] ④断经接头时打蚊子结，结头纱尾长0.3--0.4厘米，防止此根纱由于脱头造成反

复断经

[0072] ⑤织机上机工艺及织造情况如下：织机机型津天驹ZA9100，车速为550r/min、上机

张力为2100±200N、综平时间为310度、后梁位置的前后/高度为№.9/5-10、停经架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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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高度为№.10-8/20、综框高度为110mm、111mm、110mm、109mm，开口量的大刀片a值为

85mm、70mm、75mm、55mm，松经量为310度-中。

[007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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