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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复合超纤技术领域，且公开了一

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

艺，复合超纤的配方包括178dtex/72f×16p复合

纤维、NaOH(AR)、HAc(AR)、Na2CO3(AR)及渗透剂

JFC，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经化学开纤法

处理制得超细纤维，化学开纤的工艺流程为：将

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依次进行水洗、开

纤、清水洗、酸洗、清水洗至中性最后进行烘干处

理，优选的，水洗的工艺为：将178dtex/72f×16p

复合纤维用2％的Na2CO3溶液在50℃处理30分

钟，然后再水洗净，挤干，该复合超纤直涂工艺，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生产出来的产品经实验测得

如图3所示，其撕裂强力、剥离强力、断裂强力、纤

维损伤和平整度等各项性能相较于目前市场上

大多数的产品性能提高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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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超纤的配方包括178dtex/72f×

16p复合纤维、NaOH(AR)、HAc(AR)、Na2CO3(AR)及渗透剂JFC；

所述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经化学开纤法处理制得超细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学开纤的工艺

流程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依次进行水洗、开纤、清水洗、酸洗、清水洗至中性最

后进行烘干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洗的工艺为：

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用2％的Na2CO3溶液在50℃处理30分钟，然后再水洗净，挤干。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的工艺为：

将水洗过后的纤维放在干燥箱内105℃烘干30分钟，再移放至干燥器内，恒重4小时。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的工艺为：

用2g/L  HAc溶液洗两次。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开纤的工艺为：

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放入红外线加热小样染色机中的不锈钢染罐中，加入配制好

的工作液(渗透剂JFC2g/L,NaOH溶液若干,浴比1:50)，再加入5个直径为1cm的钢珠。

7.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按后述步骤依次进行：离型纸放卷、在第

一涂台离型纸上涂覆水性聚氨酯面层浆料、烘箱烘干、冷却、在第二涂台上继续涂覆水性聚

氨酯中间层浆料、烘箱烘干、冷却、在第三涂台上继续涂覆水性聚氨酯粘结层浆料、与基布

粘合、烘箱烘干、冷却、离型纸与复合超纤维成品分离、收卷、印刷表处、揉纹、修边定尺、检

验、打包、入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精密涂布：

涂厚约0.10-0.15mm，完全烘干后冷却定型，第二次精密涂布：涂厚约0.15-0.50mm，完全烘

千后冷却定型；第三次精密涂布：涂覆厚度约0.12-0.15mm控制烘至半干湿状态，通过贴合

机把地才贴上后在三炉烘箱烘干冷却，最后分卷，成为成品，然后根据产品的工艺要求是否

经过三版处理；

所述三版处理是采用水性处理剂对皮革表面进行增光和消光，印刷花纹等效果的处理

或直接揉纹(干揉，根据革基布受温收缩为均匀分满的纹路效果，一般温度控制在60-70'C

左右，加热时间30分钟，拿出皮革整理包装形成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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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超纤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超纤是超细纤维PU合成革的简称，是超细纤维短纤通过梳理针刺制成三维结构网

络的无纺布，再经过湿法加工，PU树脂含浸，碱减量，磨皮染整等工艺最终制成超细纤维皮

革。是在PU聚氨酯加入超细纤维，使得韧性和透气性、耐磨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具有极其

优异的耐磨性能，优异的耐寒、透气、耐老化性能。

[0003] 自2000年后，国内也有多家企业在生产超纤，如华峰超纤、双象超纤、永祥合成材

料等公司，投入到了超纤的研发与生产中。超纤拥有比真皮更优越的物性，拥有稳定的表

层，使它几乎可以代替真皮，广泛应用于服装外套、家具沙发、装饰软包、手套、汽车座椅、汽

车内饰、相框相册、笔记本外皮、电子产品保护套及日常生活用品等。

[0004] 但是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复合超纤的纤维断裂强度和其他性能指标并不是很好。

发明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具备提高复合超纤

性能等优点。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上述提高复合超纤性能的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复合超纤

的制备工艺，所述复合超纤的配方包括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NaOH(AR)、HAc(AR)、

Na2CO3(AR)及渗透剂JFC；

[0009] 所述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经化学开纤法处理制得超细纤维。

[0010] 所述化学开纤的工艺流程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依次进行水洗、开纤、

清水洗、酸洗、清水洗至中性最后进行烘干处理。

[0011] 优选的，所述水洗的工艺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用2％的Na2CO3溶液在

50℃处理30分钟，然后再水洗净，挤干。

[0012] 优选的，所述烘干的工艺为：将水洗过后的纤维放在干燥箱内105℃烘干30分钟，

再移放至干燥器内，恒重4小时。

[0013] 优选的，所述酸洗的工艺为：用2g/L  HAc溶液洗两次。

[0014] 优选的，所述开纤的工艺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放入红外线加热小样

染色机中的不锈钢染罐中，加入配制好的工作液(渗透剂JFC2g/L ,NaOH溶液若干,浴比1:

50)，再加入5个直径为1cm的钢珠。

[0015] 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包括按后述步骤依次进行：离型纸放卷、在第一涂台离型

纸上涂覆水性聚氨酯面层浆料、烘箱烘干、冷却、在第二涂台上继续涂覆水性聚氨酯中间层

浆料、烘箱烘干、冷却、在第三涂台上继续涂覆水性聚氨酯粘结层浆料、与基布粘合、烘箱烘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0804876 A

3



干、冷却、离型纸与复合超纤维成品分离、收卷、印刷表处、揉纹、修边定尺、检验、打包、入

库。

[0016] 优选的，所述第一次精密涂布：涂厚约0.10-0.15mm，完全烘干后冷却定型，第二次

精密涂布：涂厚约0.15-0.50mm，完全烘千后冷却定型；第三次精密涂布：涂覆厚度约0.12-

0.15mm控制烘至半干湿状态，通过贴合机把地才贴上后在三炉烘箱烘干冷却，最后分卷，成

为成品，然后根据产品的工艺要求是否经过三版处理；

[0017] 所述三版处理是采用水性处理剂对皮革表面进行增光和消光，印刷花纹等效果的

处理或直接揉纹(干揉，根据革基布受温收缩为均匀分满的纹路效果，一般温度控制在60-

70'C左右，加热时间30分钟，拿出皮革整理包装形成成品)。

[0018] (三)有益效果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智能控制的在线教学用的显示装置，具

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该复合超纤直涂工艺，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生产出来的产品经实验测得如图3所

示，其撕裂强力、剥离强力、断裂强力、纤维损伤和平整度等各项性能相较于目前市场上大

多数的产品性能提高百分之二十。

[0021] 2、该复合超纤直涂工艺，采用单因素轮换法,通过考查在有无机械作用条件下,开

纤的碱液浓度、时间、温度对纤维性能碱减量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见图1，由图1可知,随着开

纤时间的延长、NaOH浓度的增加、温度的提高，纤维的碱减量率随之增加，在相同条件下，通

过在钢杯中加入钢珠,即增加机械作用，能提高纤维碱减量率。

[0022] 3、该复合超纤直涂工艺，采用单因素轮换法，通过考查在有无机械作用条件下，开

纤的碱液浓度、时间、温度对纤维断裂强度的影响情况,随着开纤时间的延长、NaOH浓度的

增加、温度的提高,涤锦复合超细纤维的断裂强度随之下降，在相同条件下,通过在钢杯中

加入钢珠，即增加机械作用,能降低纤维断裂强度。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发明开纤条件与碱减量率的关系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发明开纤条件与断裂强度的关系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发明复合超纤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一种复合超纤的制备工艺，复合超纤的配方包括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

NaOH(AR)、HAc(AR)、Na2CO3(AR)及渗透剂JFC；

[0028] 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经化学开纤法处理制得超细纤维。

[0029] 化学开纤的工艺流程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依次进行水洗、开纤、清水

洗、酸洗、清水洗至中性最后进行烘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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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水洗的工艺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用2％的Na2CO3溶液在50℃处理30分

钟，然后再水洗净，挤干。

[0031] 烘干的工艺为：将水洗过后的纤维放在干燥箱内105℃烘干30分钟，再移放至干燥

器内，恒重4小时。

[0032] 酸洗的工艺为：用2g/L  HAc溶液洗两次。

[0033] 开纤的工艺为：将178dtex/72f×16p复合纤维放入红外线加热小样染色机中的不

锈钢染罐中，加入配制好的工作液(渗透剂JFC2g/L,NaOH溶液若干,浴比1:50)，再加入5个

直径为1cm的钢珠。

[0034] 一种复合超纤直涂工艺，包括按后述步骤依次进行：离型纸放卷、在第一涂台离型

纸上涂覆水性聚氨酯面层浆料、烘箱烘干、冷却、在第二涂台上继续涂覆水性聚氨酯中间层

浆料、烘箱烘干、冷却、在第三涂台上继续涂覆水性聚氨酯粘结层浆料、与基布粘合、烘箱烘

干、冷却、离型纸与复合超纤维成品分离、收卷、印刷表处、揉纹、修边定尺、检验、打包、入

库。

[0035] 第一次精密涂布：涂厚约0.10-0.15mm，完全烘干后冷却定型，第二次精密涂布：涂

厚约0.15-0.50mm，完全烘千后冷却定型；第三次精密涂布：涂覆厚度约0.12-0.15mm控制烘

至半干湿状态，通过贴合机把地才贴上后在三炉烘箱烘干冷却，最后分卷，成为成品，然后

根据产品的工艺要求是否经过三版处理；

[0036] 三版处理是采用水性处理剂对皮革表面进行增光和消光，印刷花纹等效果的处理

或直接揉纹(干揉，根据革基布受温收缩为均匀分满的纹路效果，一般温度控制在60-70'C

左右，加热时间30分钟，拿出皮革整理包装形成成品)。

[0037] 采用单因素轮换法,通过考查在有无机械作用条件下,开纤的碱液浓度、时间、温

度对纤维性能碱减量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见图1，由图1可知,随着开纤时间的延长、NaOH浓

度的增加、温度的提高，纤维的碱减量率随之增加。

[0038] 在相同条件下，在钢杯中加入钢珠,即增加机械作用，能提高纤维碱减量率。

[0039] 采用单因素轮换法，通过考查在有无机械作用条件下，开纤的碱液浓度、时间、温

度对纤维断裂强度的影响情况,结果见图2，由图2可知,随着开纤时间的延长、NaOH浓度的

增加、温度的提高,涤锦复合超细纤维的断裂强度随之下降，在相同条件下,在钢杯中加入

钢珠，即增加机械作用,能降低纤维断裂强度。

[004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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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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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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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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