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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苎麻原麻纺纱及其制作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苎麻原麻进行机械软麻、堆

仓处理，得到软化后的苎麻原麻把；将所述苎麻

原麻把扯麻后，在长麻纺设备上依次进行开松、

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纱和络筒工序，得到苎

麻原麻纱。该方法直接以苎麻原麻为原料，先经

过机械软麻和堆仓处理，使苎麻原麻软化，以利

于后序的扯麻和开松，从而可以在长麻纺设备上

依次经过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纱和络

筒，得到苎麻原麻纱，实现了苎麻原麻纺纱的机

械化生产，且所得的苎麻原麻纱的纱线均匀、纱

身强力均匀，能够用于夏布的机器织造，提高织

造效率，降低劳动强度；采用该苎麻原麻纱织造

的麻布能够达到仿手工夏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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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苎麻原麻纺纱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苎麻原麻进行机械软麻、堆仓处理，得到软化后的苎麻原麻把；所述机械软麻的喂入

量为600g～800g、软麻次数为3～4次、空车罗拉加压为9kg～11kg；

将所述苎麻原麻把扯麻后，在长麻纺设备上依次进行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

纱和络筒工序，得到苎麻原麻纺纱；

在所述机械软麻步骤中，用软麻油对所述苎麻原麻进行给湿加油，所述软麻油与所述

苎麻原麻的重量比为(0.1～0.15):1；

所述堆仓处理的时间为7～10天，经过所述堆仓处理的所述苎麻原麻把的回潮率为

16％～20％；

所述精梳采用精梳机进行一道精梳，所述精梳机的拔取隔距为28mm～35mm、后排圆梳

采用(18～24)针/cm的稀针布、顶梳采用单排针；

所述苎麻原麻是没有经过脱胶处理的原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软麻油为FD‑ZY03A苎麻油剂或者

茶油和水的乳化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纱采用一道粗纱或者二道粗

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道粗纱的工艺参数为：前罗拉

速度为120～140转/分、锭子速度为280～320转/分、前罗拉与中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5mm～

35mm、前罗拉与后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20mm～230mm、捻系数为20～26、牵伸倍数为7～9。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二道粗纱的工艺参数如下：

头道粗纱的工艺参数：前罗拉速度为120～140转/分、锭子速度为280～320转/分、前罗

拉与中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5mm～35mm、前罗拉与后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20mm～230mm、捻系

数为20～26、牵伸倍数为7～9；

第二道粗纱的工艺参数：前罗拉速度为70～90转/分、锭子速度为450～550转/分、前罗

拉与第一罗拉之间的隔距为50mm～60mm、第一罗拉与第二罗拉之间的隔距为50mm～60mm、

第二罗拉与第三罗拉之间的隔距为70mm～80mm、第三罗拉与后罗拉之是的隔距为85mm～

95mm、捻系数为18～20、牵伸倍数为5～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细纱的捻系数为105～19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络筒的络纱速度为300～400米/

分钟、电清参数为：M＝6～8，DS＝2.5～3.5倍，LS＝3.5cm～4.5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并条采用三道并条，所述并条的

工艺参数为：针板打击次数为600～390次/分、针板规格为10～18针/英寸、牵伸隔距为40mm

～50mm、出条重量为(35～75)g/5m、牵伸倍数为6～10。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械软麻步骤之前还

包括将所述苎麻原麻进行分等的步骤。

10.采用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制作方法制作得到的苎麻原麻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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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原麻纺纱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苎麻纺纱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苎麻原麻纺纱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苎麻纤维中间有沟状空腔，管壁多孔隙，并且细长、坚韧、质地轻、吸湿散湿快，因

而透气性比棉纤维高三倍左右，同时苎麻纤维含有叮咛、嘧啶、嘌呤等元素，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效果，具有防腐、防菌、防霉等功能，被国

际上公认为“天然纤维之王”，也被西方国家誉为“中国草、中国宝”。苎麻织物保健、透气、粗

犷、典雅，具有独特的产品风格和良好的服用性能。夏布又名苎麻布，是一种以纯苎麻为原

料，手工纺织而成的传统布料，广泛用于鞋帽服饰、家具装饰，乃至保健等多种领域，有着其

他纺织品不可替代的实用和美学价值。传统夏布织造是以苎麻的手工拈绩纱为原料，经穿

筘、刷浆、上机、织造等几十道手工工序编织而成的，耗时、耗力，非常不易。

[0003] 虽然，随着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用机械化作业代替手工纺织，提高生产效

率。但是，苎麻纤维木质素含量高、果胶腊质多，初始模量高、刚性大，使其机械纺纱加工性

能较差。而传统的手工拈绩纱，不但产量低，而且纱线不匀，纱线易开叉、接头处容易断裂，

不能用于机器织造夏布。

[0004] 目前，苎麻纺纱都是先将原麻经过化学脱胶软化等预处理加工成精干麻，然后以

精干麻为原料进行纺纱。为了提高苎麻的机械纺纱加工性能，国内外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关

于苎麻纤维的化学改性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污染环境、损伤纤维等问题。

也有研究对苎麻纤维的长度进行处理，通过在并条工序之前对精梳后的精干麻进行牵切，

将苎麻纤维牵断成棉型纤维长度，从而可以在棉型纺纱设备上进行加工，提高纺纱效率。但

是采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苎麻纺纱进行织造，得到的麻布达不到仿手工夏布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苎麻原麻纺纱的制作方法，不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

够很好的保留部分胶质和较好的维持苎麻原麻的纤维长度和色泽，使织造所得的麻布达到

仿手工夏布的效果。

[0006] 一种苎麻原麻纺纱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将苎麻原麻进行机械软麻、堆仓处理，得到软化后的苎麻原麻把；

[0008] 将所述苎麻原麻把扯麻后，在长麻纺设备上依次进行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

纱、细纱和络筒，得到苎麻原麻纱。

[0009] 苎麻原麻是没有经过脱胶处理的原麻，其中约70％为纤维素、25％为胶质、5％为

其他杂质。

[0010] 上述方法直接以苎麻原麻为原料，先经过机械软麻和堆仓处理，使苎麻原麻软化，

以利于后序的扯麻和开松，从而可以在长麻纺设备上依次经过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

纱、细纱和络筒，得到苎麻原麻纱，该方法直接以苎麻原麻为原料，其未经脱胶处理，而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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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机械软麻和堆仓处理相结合来实现软化，然后在长麻纺设备上依次进行纺纱工序，尽可

能的维持原麻的纤维长度和色泽，该方法不但能够避免纤维损伤，使处理后的苎麻纤维上

依然保留部分胶质，较好地维持原麻的纤维长度和色泽，从而可以很好地保持传统手工夏

布的优点，达到仿工手夏布的效果。同时，整个方法工艺中不用对原麻进行化学脱胶处理，

可以减少在脱胶过程中强酸强碱的使用，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成本；而且经过上述

纺纱工序所得的苎麻原麻纱的纱线均匀、纱身强力均匀，能够用于夏布的机器织造，提高织

造效率，降低劳动强度。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机械软麻的喂入量为600g～800g、软麻次数为3～4次、

空车罗拉加压为9kg～11kg。

[0012] 如此，通过控制喂入量和罗拉压力，并增加软麻次数至3～4次，可以很好的软化苎

麻原麻，改善手感，利于后序的开松。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在所述机械软麻步骤中用软麻油对所述苎麻原麻进行给湿

加油，所述软麻油与所述苎麻原麻的重量比为(0.1～0.15):1。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堆仓处理的时间为7～10天，经过所述堆仓处理的所述

原麻的回潮率为16％～20％。

[0015] 如此，经过为期7～10天的堆仓处理，能够很好减少机械软麻产生的内应力。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精梳采用精梳机进行一道精梳，所述精梳机的拔取隔

距为28mm～35mm、后排圆梳采用(18～24)针/cm的稀针布、顶梳采用单排针。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细纱的捻系数为105～195。

[0018] 如此，通过控制细纱的捻系数和上浆处理，可以使后序所得的苎麻原麻纺纱毛羽

少，进而织造的夏布挺阔、毛羽少。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络筒机的络纱速度为300～400米/分钟、电清参数为：M

＝6～8，DS＝2.5～3.5倍，LS＝3.5cm～4.5cm。

[0020] 值得说明的是，M表示材料系数，DS表示短粗直径，LS表示短粗长度。如此，通过将

络筒的络纱速度设置为300～400米/分钟、电清参数为：M＝6～8，DS＝2.5～3.5倍，LS＝

3.5cm～4.5cm，可以保留纱线的不匀风格，使织造所得的麻布的风格更接近手工拈绩纱织

造的夏布。

[002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并条三道并条，所述并条的工艺参数为：针板打击次数

为600～390次/分、针板规格为10～18针/英寸、牵伸隔距为40mm～50mm、出条重量为(35～

75)g/5m、牵伸倍数为6～10。

[002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在所述机械软麻的步骤之前还包括对所述苎麻原麻进行分

等的步骤。

[0023] 根据苎麻原麻的品质进行原麻分等，同等级的原麻进行纺纱，有利于提高纺纱效

果，提高产品质量均匀度。

[0024] 本发明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上述制作方法制作得到的苎麻原麻纱。

[0025] 采用上述制作方法得到的苎麻原麻纱，纱线均匀、纱身强力均匀，能够用于机器织

造夏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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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并给出了本发明的较

佳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

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27]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8]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提供一种苎麻原麻纺纱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将苎麻原麻进行机械软麻、堆仓处理，得到软化后的苎麻原麻把；

[0030] 将苎麻原麻把扯麻后在长麻纺设备上依次进行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纱

和络筒，得到苎麻原麻纱。

[0031] 在一实施例中，机械软麻的喂入量为600g～800g、软麻次数为3～4次、空车罗拉加

压为9kg～11kg。

[0032] 由于苎麻原麻是没有经过脱胶处理的原麻，苎麻原麻含有的胶质和杂质较多，因

此，机械软麻时采用少喂入、重加压，经过三道至四道的机械软麻工艺，软化原麻手感，有利

于后序的扯麻和开松。

[0033] 在一实施例中，在机械软麻步骤中，用软麻油对苎麻原麻进行给湿加油，软麻油与

苎麻原麻的重量比为(0.1～0.15):1。

[0034] 进一步地，所用的软麻油为中纺化工的FD‑ZY03A苎麻油剂或者采用茶油和水的乳

化液。

[0035] 较优地，软麻油为中纺化工的FD‑ZY03A苎麻油剂，软麻油与苎麻原麻的重量比为

(0.1～0.15):1

[0036] 在一实施例中，堆仓处理的时间为7～10天，且经过堆仓处理的原麻的回潮率为

16％～20％。

[0037] 由于苎麻原麻含有的胶质和杂质较多、质地硬，在机械软麻时喷洒的软麻油剂较

多，容易导致回潮率偏高，通过7～10天堆仓处理，使油水均匀，同时控制回潮率在16％～

20％之间，减少软麻产生的内应力。

[0038] 在一实施例中，精梳采用精梳机进行一道精梳，精梳机的拔取隔距为28mm～35mm、

后排圆梳采用18～24针/cm的稀针布、顶梳采用单排针。

[0039]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采用单精梳工艺，并通过缩短拔取隔距至28mm～35mm、后排圆

梳采用稀针布18～24针/cm、顶梳采用单排针，从而将原麻中的杂质和粗短纤维排除，提高

纺纱的质量。

[0040] 在一实施例中，并条采用三道并条，并条的工艺参数为：针板打击次数为600～390

次/分、针板规格为10～18针/英寸、牵伸隔距为40mm～50mm、出条重量为(35～75)g/5m、牵

伸倍数为6～10。

[0041] 在一实施例中，粗纱可采用一道粗纱或者二道粗纱。

[0042] 其中，一道粗纱的工艺参数为：前罗拉速度为120～140转/分、锭子速度为280～

320转/分、前罗拉与中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5mm～35mm、前罗拉与后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20mm

说　明　书 3/9 页

5

CN 110359141 B

5



～230mm、捻系数为20～26、牵伸倍数为7～9。

[0043] 二道粗纱的工艺参数为：

[0044] 头道粗纱的工艺参数：前罗拉速度为120～140转/分、锭子速度为280～320转/分、

前罗拉与中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5mm～35mm、前罗拉与后罗拉之间的隔距为220mm～230mm、

捻系数为20～26、牵伸倍数为7～9；

[0045] 第二道粗纱的工艺参数：前罗拉速度为70～90转/分、锭子速度为450～550转/分、

前罗拉与第一罗拉之间的隔距为50mm～60mm、第一罗拉与第二罗拉之间的隔距为50mm～

60mm、第二罗拉与第三罗拉之间的隔距为70mm～80mm、第三罗拉与后罗拉之是的隔距为

85mm～95mm、捻系数为18～20、牵伸倍数为5～7。

[0046] 在一实施例中，细纱的工艺参数为：前罗拉速度为80～100转/分、锭子速度为3000

～3500转/分、前罗拉与中罗拉之间的隔距为100mm～110mm、前罗拉与后罗拉之间的隔距为

230mm～260mm、捻系数为105～195、牵伸倍数为10～12。

[0047] 在一实施例中，络筒机的络纱速度为300～400米/分钟、电清参数为：M＝6～8，DS

＝2.5～3.5倍，LS＝3.5cm～4.5cm。

[0048] 在一实施例中，在机械软麻步骤之前还包括将苎麻原麻进行分等的步骤。

[0049] 具体地，可按照行业标准对苎麻原麻进行分等，并剔除疵麻，根据原麻品质进行分

等，苎麻原麻长度≥60cm，含杂率≤1.0％为一等，苎麻原麻≥60cm，含杂率≤1.5％为二等，

苎麻原麻≥60cm，含杂率≤2.0％为三等。

[0050] 以下为具体实施例

[0051]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的软麻、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纱、络筒工序采用与

现有的长麻纺工艺相同的机械设备。

[0052] 实施例1纺11Nm的低支纱

[0053] 原麻分等：通过原麻分等，选择一等苎麻原麻为原料。

[0054] 软麻：在CZ141软麻机上进行，通过软麻机上的沟槽罗拉，将麻纤维反复弯曲搓揉，

增加苎麻纤维的柔软度和松散度，利于软麻油的渗透，也利于后序开松。

[0055] 软麻工艺参数：喂入量650克、空车罗拉加压为10kg、软麻次数3次；软麻油采用中

纺化工的FD‑ZY03A苎麻油剂，软麻油的用量为15％。

[0056] 堆仓：将软麻后的苎麻原麻分成750g的麻把，堆放7天，使油水均匀，消除软麻时产

生的内应力，回潮率在16％～20％之间。

[0057] 将堆仓后的苎麻原麻把进行扯麻后，直接在长麻纺设备上进行开松、针并、精梳、

并条、粗纱、细纱、络筒工序。

[0058] 开松：将堆仓后的苎麻原麻把开松，并制成麻卷。

[0059] 开松工艺参数：65克/米，锡林速度为126转/分，道夫速度为15转/分。

[0060] 钢丝：通过钢丝工序将麻卷制成生条。

[0061] 钢丝工艺：出条重量6克/米，锡林速度为178转/分，道夫速度为20转/分。

[0062] 针并工艺参数：9克/米，前罗拉速度为70。

[0063] 一道精梳：通过精梳机将麻条中的杂质、短纤和麻粒梳理掉大部分。

[0064] 精梳工艺条件：拔取隔距           30mm

[0065]               后排圆梳           稀针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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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顶梳              单排针。

[0067] 三道并条：使用并条机进行三道并条，将生条合并成熟条。

[0068]

[0069] 一道粗纱：通过粗纱机将熟条牵伸变细成为粗纱条。

[0070]

[0071] 细纱：通过细纱机将粗纱牵伸变细成为11Nm的纱。

[0072]

[0073]                      

[0074] 络筒：通过络筒机将细纱卷绕成筒子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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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实施例2纺21Nm的中支纱

[0077] 原麻分等：通过原麻分等，选择一等苎麻原麻为原料。

[0078] 软麻：在CZ141软麻机上进行，通过软麻机上的沟槽罗拉，将麻纤维反复弯曲搓揉，

增加麻纤维的柔软度和松散度，利于软麻油的渗透，也利于后序开松。

[0079] 软麻工艺参数：喂入量650克、空车罗拉加压为10kg、软麻次数4次；软麻油剂采用

中纺化工的FD‑ZY03A苎麻油剂，软麻油的用量为15％。

[0080] 堆仓：将软麻后的苎麻原麻分成750g的麻把，堆放10天，使油水均匀，并消除软麻

时产生的内应力，回潮率在16％～20％之间。

[0081] 将堆仓后的苎麻原麻把直接在长麻纺设备上进行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

纱、络筒工序。

[0082] 开松C111B：将堆仓后的苎麻原麻开松，并制成麻卷。

[0083] 开松工艺参数：65克/米，锡林速度为126转/分，道夫速度为15。

[0084] 钢丝CZ191：通过钢丝工序将麻卷制成生条。

[0085] 钢丝工艺：出条重量6克/米，锡林速度为178转/分，道夫速度为20转/分。

[0086] 针并工艺参数：9克/米，前罗拉速度为70。

[0087] 一道精梳B311：通过精梳机将麻条中的杂质、短纤和麻粒梳理掉大部分。

[0088] 精梳工艺条件：拔取隔距           30mm

[0089]               后排圆梳           稀针布

[0090]               顶梳              单排针。

[0091] 三道并条CZ304A：使用并条机进行三道并条，将生条合并成熟条。

[0092]

[0093] 二道粗纱：通过粗纱机将熟条牵伸变细成为粗纱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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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0095]                       

[0096] 细纱FZ501：通过细纱机将粗纱牵伸变细成为21Nm的纱。

[0097]

[0098] 络筒M1332：通过络筒机将细纱卷绕成筒子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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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0100] 实施例3

[0101] 实施例3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例3机械软麻工序中的软麻次数

为4。

[0102] 实施例4

[0103] 实施例4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例4的精梳工序中的拔取隔距为

35mm。

[0104] 实施例5

[0105] 实施例5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例5的细纱采用195的捻系数。

[0106] 对比例1

[0107] 对比例1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1未进行机械软麻，直接进行

堆仓处理10天，堆仓前喷酒中纺化工的FD‑ZY03A苎麻油剂，且软麻油和苎麻原麻的重量比

与实施例1相同，后序的扯麻、开松、针并、精梳、并条、粗纱、细纱和络筒工序与实施例1也相

同。

[0108] 由于苎麻原麻刚性大，质量硬，未经机械软麻，堆仓处理10天的软化效果不佳，且

软化不均匀，在扯麻和开松工序无法对麻把进行开松，严重影响后序的梳理，而无法实现机

械化纺纱。

[0109] 对比例2

[0110] 对比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2是未进行精梳工序，工艺流

程为：软麻、堆仓、扯麻、开松、针并、并条、粗纱、细纱和络筒。由于未过精梳，麻条中含短纤

率较高，到粗纱工序，出现大肚皮纱，在细纱工序，纺纱断头较高，不能批量生产。

[0111] 上述实施例1～5和对比例2中制作得到的苎麻原麻纺纱的性能如表1所示。

[0112] 表1

[0113]   纱线均匀度 平均强力 强力不匀率 重量不匀

实施例1 26.08 1291 19.92 4.7

实施例2 34.76 530 20.83 4.0

实施例3 24.79 1478 22.82 4.1

实施例4 32.47 610 13.77 4.3

实施例5 强捻纱 675 11.18 3.5

对比例2 39.03 952 21.66 5.1

传统手工拈绩纱11Nm 粗细不匀 549 30.8 8.6

[0114] 注：重量不匀指50米纱线的重量差异水平。

[0115] 由上可知，相较于传统手工拈绩纱，采用本发明方法纺制的纱线，其纱线均匀、纱

说　明　书 8/9 页

10

CN 110359141 B

10



线强力均匀、平均强力较高，能够用于夏布的机器织造。而且，相较于实施例3和实施例4，实

施例1和实施例2纺制的纱线，实施例3的纱线质量优于实例1，实例4的纱线质量优于实施例

2。实例5采用强捻纱工艺，其纱线毛羽少，手感更接近手工纱的硬度。

[0116]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11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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