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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

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多层梳理成网工序，采用梳理机进行梳理成网，

得到至少两层纤维网，其中，位于最外侧的其中

一层纤维网中的纤维含有不少于50％的天然纤

维，其余各层纤维网为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

预熔接工序，对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进

行预熔接处理；水刺成布工序，采用水刺工艺将

各层纤维网缠结在一起形成基布；烘干熔接工

序，对经水刺工艺的基布进行烘干处理，并对烘

干处理后的基布进行热熔接处理，形成复合无纺

布基材。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将天然纤维与人工合

成高分子纤维结合在一起，使得各层之间具有良

好的结合强度，获得安全性好且成本低廉的无纺

布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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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多层梳理成网工序，根据各层纤维网的组分及含量，对相应的纤维进行开松并喂入对

应的梳理机棉箱，再分别采用梳理机进行梳理成网，得到至少两层纤维网，其中，位于最外

侧的其中一层纤维网中的纤维含有不少于50％的天然纤维，其余各层纤维网为人工合成高

分子纤维网；

预熔接工序，对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进行预熔接处理，使得每一层人工合成

高分子纤维网中的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之间和相邻的两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相接触

的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之间的熔接率保持在20％-60％之间；

水刺成布工序，采用水刺工艺将各层纤维网缠结在一起形成基布；

烘干熔接工序，对经水刺工艺的基布进行烘干处理，并对烘干处理后的基布进行热熔

接处理，使得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进行固化处理，形成复合无纺布基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天然纤维为棉质纤维、蚕丝纤维、甲壳素纤维、黏胶纤维、聚乳酸纤维、碳纤

维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混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为PP纤维、ES纤维、PE包覆PP纤维、PE包覆PET纤维中的

一种或者多种混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位于最外侧的其中一层纤维网的基重为10-30gs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的基重为10-50gs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水刺成布工序中，水刺头的数量为2-15个，预湿水刺头的压力为0.6-

60Bar，除预湿水刺头外的每一水刺头的水刺压力为60-400Bar。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水刺成布工序中，还包括一提花处理步骤，所述提花处理步骤具体是指通

过水刺头的压力水流，拨动各纤维网根据底衬网形花纹排列分布，使得纤维网的表面形成

花纹。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水刺成布工序中，还包括亲水处理步骤和/或拒水处理步骤，所述亲水处

理步骤具体是指采用专用的亲水剂对人工高分子合成纤维进行亲水处理，所述拒水处理步

骤具体是指采用拒水剂对天然纤维进行拒水处理。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烘干熔接工序中，烘干熔接温度为50℃-300℃。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烘干熔接工序中，还包括压花处理步骤和/或打孔处理步骤。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烘干熔接工序中，所述熔接处理具体是指采用热风固化方式、热轧固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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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者热风和热轧混合固化方式对由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制成的纤维网进行固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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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纺布制备工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

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纤维因具有安全和亲肤等特性，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常用的天然纤维

有棉质纤维、竹纤维、蚕丝纤维、黏胶纤维等。由于天然纤维具有不熔的特性，所以，天然纤

维通常采用水刺法工艺成布。水刺法是生产无纺布的常用方法，因为采用水刺法制成的无

纺布的纤维间的连接均为物理缠结，使得基材的机械强度比较低，导致使用时必须采用较

高的基重，例如，棉质纤维水刺无纺布用于卫生巾的表层，大多基重为30～40gsm。天然纤维

虽然具有低敏等较高的安全特性，且在未吸收液体时，具有良好的亲肤性。然而，天然纤维

一旦吸收了液体，因其与化学(合成)纤维相比具有更好的保水特性，导致消费者的使用体

验较差，总是感觉湿漉漉的。同时，天然纤维的价格一般较高，使用基重越高，产生的成本也

越高，这也是制约天然纤维更广泛使用的因素之一。

[0003] 由此可见，尽管天然纤维基材/无纺布受到广泛的青睐，但其高成本、高保水以及

较低的机械强度等固有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

[0004] 热风和热轧工艺也是无纺布的常用成布工艺之一，主要针对可熔纤维的成布，例

如，PP或ES纤维等。由于热风和热轧工艺是通过熔接方式固化纤维的，由此所制成的无纺布

基材的机械强度相比于采用水刺法制备的无纺布的机械强度要优异很多。然而，人工合成

高分子纤维尽管综合性能不错，但从安全性方面考量，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化学纤维或合

成纤维)制成的无纺布基材在高端卫生护理用品表层中的应用，有被天然纤维无纺布代替

的趋势。

[0005] 综上所述，假如有一种多层复合无纺布材料，其基础层是成本低廉且强度高的热

熔接的化学纤维层，接触皮肤层(表层)是安全性、亲肤性更好的天然纤维层，并使得这若干

层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强度，就可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规避各自的缺陷，获得安全性好且成

本低廉的无纺布基材。为此，申请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办

法，下面将要介绍的技术方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天然纤维与化

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多层梳理成网工序，根据各层纤维网的组分及含量，对相应的纤维进行开松并喂

入对应的梳理机棉箱，再分别采用梳理机进行梳理成网，得到至少两层纤维网，其中，位于

最外侧的其中一层纤维网中的纤维含有不少于50％的天然纤维，其余各层纤维网为人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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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分子纤维网；

[0010] 预熔接工序，对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进行预熔接处理，使得每一层人工

合成高分子纤维网中的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之间和相邻的两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相

接触的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之间的熔接率保持在20％-60％之间；

[0011] 水刺成布工序，采用水刺工艺将各层纤维网缠结在一起形成基布；

[0012] 烘干熔接工序，对经水刺工艺的基布进行烘干处理，并对烘干处理后的基布进行

热熔接处理，使得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进行固化处理，形成复合无纺布基材。

[0013]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天然纤维为棉质纤维、蚕丝纤维、甲壳素纤

维、黏胶纤维、聚乳酸纤维、碳纤维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混合。

[001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为PP纤维、ES纤维、PE包

覆PP纤维、PE包覆PET纤维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混合。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位于最外侧的其中一层纤维网的基重为10-

30gsm。

[001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的基重为10-

50gsm。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水刺成布工序中，水刺头的数量为2-15个，

预湿水刺头的压力为0.6-60Bar，除预湿水刺头外的每一水刺头的水刺压力为60-400Bar。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水刺成布工序中，还包括一提花处理步骤，

所述提花处理步骤具体是指通过水刺头的压力水流，拨动各纤维网根据底衬网形花纹排列

分布，使得纤维网的表面形成花纹。

[001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水刺成布工序中，还包括亲水处理步骤和/

或拒水处理步骤，所述亲水处理步骤具体是指采用专用的亲水剂对人工高分子合成纤维进

行亲水处理，所述拒水处理步骤具体是指采用拒水剂对天然纤维进行拒水处理。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烘干熔接工序中，烘干熔接温度为50℃-

300℃。

[002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烘干熔接工序中，还包括压花处理步骤和/

或打孔处理步骤。

[0022]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烘干熔接工序中，所述熔接处理具体是指

采用热风固化方式、热轧固化方式或者热风和热轧混合固化方式对由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

制成的纤维网进行固化处理。

[0023] 由于采用了如上的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将天然

纤维与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结合在一起，使得各层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强度，同时充分发

挥各自性能的长处，规避各自性能的缺陷，获得安全性好且成本低廉的无纺布基材。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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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参见图1，图中给出的了本发明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多层梳理成网工序、预熔接工序、水刺成布工序以及烘干熔接工

序。

[0028] 多层梳理成网工序，根据各层纤维网的组分及含量，对相应的纤维进行开松并喂

入对应的梳理机棉箱，再分别采用梳理机进行梳理成网，得到至少两层纤维网，其中，位于

最外侧的其中一层纤维网(与皮肤接触的那一面)中的纤维含有不少于50％的天然纤维，当

含量为100％时，其为纯天然纤维层。天然纤维为棉质纤维、蚕丝纤维、甲壳素纤维、黏胶纤

维、聚乳酸纤维、碳纤维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混合，位于最外侧的其中一层纤维网的基重为

10-30gsm。其余各层纤维网为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中的人工合

成高分子纤维为PP纤维、ES纤维、PE包覆PP纤维、PE包覆PET纤维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混合，每

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的基重为10-50gsm。

[0029] 预熔接工序，对每一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进行预熔接处理，使得每一层人工

合成高分子纤维网中的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之间和相邻的两层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相

接触的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之间的熔接率保持在20％-60％之间。这样可以减少水刺成布

过程中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层中的化学纤维向天然纤维层的窜移，以确保各层纤维网特别

是表层天然纤维层的性能特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即化学纤维不

具有保水特性，所以在水刺浸湿时仍会保持比较蓬松的状态，当其与天然纤维网叠加铺网

复合在一起并进行水刺缠结时，部分化学纤维容易窜移至天然纤维网层中，这样，就会影响

到天然纤维网层的“纯度”。因而，预先对人工合成高分子纤维网层进行轻度加热熔接，这样

可以有效地降低水刺成布过程中各层纤维网之间的纤维窜移，同时也保证天然纤维网层的

纯度及其良好性能。

[0030] 水刺成布工序，采用水刺工艺将各纤维网缠结在一起形成基布，在水刺成布工序

中，水刺头的数量为2-15个，预湿水刺头的压力为0.6-60Bar，除预湿水刺头外的每一水刺

头的水刺压力为60-400Bar。

[0031] 在水刺成布工序中，还包括一提花处理步骤，所述提花处理步骤具体是指通过水

刺头的压力水流，拨动各纤维网根据底衬网形花纹排列分布，使得纤维网的表面形成花纹。

[0032] 在水刺成布工序中，还包括亲水处理步骤和/或拒水处理步骤。亲水处理步骤具体

是指采用专用的亲水剂对人工高分子合成纤维进行亲水处理。天然纤维具有亲水性，但保

水率高，为了提高其干爽性，往往需要对天然纤维进行轻度拒水处理或局部拒水处理。其

中，轻度拒水处理主要采用稀释的天然纤维专用拒水剂进行拒水处理；局部拒水处理则采

用诸如喷洒、转印及涂刮方式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假如亲水拒水均需要处理的话，拒水处

理要在亲水处理之后。

[0033] 烘干熔接工序，对经水刺工艺的基布进行烘干处理，并对烘干处理后的基布进行

热熔接处理，使得除最上层的纤维网外的各层纤维网进行固化处理，形成复合无纺布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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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烘干熔接工序中，烘干处理可采用负压方式去水，再通过加热烘干。烘干方式一般有接触

传导式(加热辊加热烘干)和热风对流式(热气流烘干)两种，加热辊温度或热空气温度，一

般为50℃-300℃。加热方式有介质加热(空气、水、油、蒸汽等)、电加热、红外加热等。

[0034] 在烘干熔接工序中，再熔接处理步骤是针对人工高分子合成纤维(化学纤维)的固

化方式，主要有热风固化、热轧固化或者热风和热轧混合固化。热风固化方式具有蓬松柔软

的特性，主要针对双组份纤维，如：PE包覆PP(ES)、PE包覆PET等。其中，纤维芯体往往熔点较

高，包覆材料熔点较低，热风加热并控制温度，使其纤维外包覆层熔融，达到纤维间熔接的

效果，以提高其基材的机械强度。因为其基材比较蓬松，弹性好，且比较柔软。热轧固化方式

则采用加热花纹辊，对基材进行加压、加热，使得合成纤维间熔接。花纹可以根据需要，设计

成所想要的花型。

[0035] 在烘干熔接工序中，还包括压花处理步骤和/或打孔处理步骤。压花处理步骤或打

孔处理步骤是对基材的二次加工，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其表面特性及性能所设计的。对于

纯天然纤维，因为不容易定型，其压花/压纹或打孔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但本发明所制备

的无纺布基材为复合基材，这为压花/压纹或打孔处理提供了保证。天然纤维具有高保水

性，所以，使用的时候总感觉湿漉漉的，体验感较差。本发明所制备的无纺布基材因有合成

纤维的存在，可以大大提高基材打孔的固定性能，因而满足打孔的要求，这也可以大大的改

善无纺布基材的干爽性。

[0036] 本发明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的具体实施

例1为：20gsm棉质纤维层+15gsm2旦ES纤维层+棉质层提花+局部拒水。

[0037] 双梳理，棉纤维和ES纤维各一层。双层叠加后用水刺固定，并做辊内提花。经浸渍

亲水处理后热风加热烘干，并达至ES纤维表熔(纤维表面温度约125-135摄氏度)、轻度辊

压，对ES纤维二次固定。最后，采用辊筒涂刮法就棉质层提花凸出点进行局部拒水处理。

[0038] 该全棉复合无纺布总基重约合35gsm，具有柔软、低敏、超爽、优良周封和高性价比

的优良特性而用于卫生护理用品的表层。

[0039] 本发明的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多层梳理复合无纺布基材的制备方法的具体实施

例2为：15gsm棉质表层+13gsm1.5旦ES纤维层+20gsm5旦ES纤维层+压花(凸点)+局部拒水。

[0040] 三梳理，上层为棉质层，下面依次为1.5旦的柔软层，最下层为5旦的骨架层。该复

合无纺布，具有较大的表观厚度，既可以很好的保持后续的凸点压花形状，又具有很好的导

流及空气推流功能，加上局部拒水处理，可以使复合无纺布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

[004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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