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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

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涉及纺织技术领域，

通过主要的6个步骤获得具有石墨烯纤维的拉毛

纱。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本方法制成的纱线丰富

了羊绒产品的种类，提高羊绒产品附加值，织造

出的衣物具有功能性。本发明中的纱线不仅保持

了羊绒纱线原本的风格，还具有石墨烯复合纤维

良好的拉伸强度和优异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下可

以进行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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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A：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40%~50%的石墨烯复合纤维和50%~60%的羊绒纤维混合形

成混纺纤维，其中石墨烯复合纤维的细度与羊绒纤维平均细度的比值在90%~120%之间，量

子能纤维的长度与羊绒纤维平均长度的比值在95%~105%之间；

步骤B：对混纺纤维进行和毛，和毛时，羊绒纤维先进行混合、铺层打2遍，然后加入和毛

剂，再打1遍，随后将羊绒纤维装袋闷仓12小时以上，最后加入石墨烯复合纤维铺层混打至

少2遍；

步骤C：对混纺纤维进行梳毛，梳毛时梳毛机梳理隔距与生产羊绒产品时一致，锡林与

工作辊的速比在320/2.5至180/2.5之间，锡林与道夫的速比在360/20至300/15之间，喂毛

量在200g~300g，喂毛周期在30%~40%，出条速度在12m/min~20m/min之间；

步骤D:对混纺纤维进行细纱处理，纺纱支数为20Nm，细纱时牵伸倍数在1.28-1 .32之

间，细纱支数25.5  Nm  -25.8Nm，单纱捻度在580T/M~620T/M之间，捻向“Z"，锭速在6500  rpm 

~7000  rpm之间，得到混纺纤维单纱；

步骤E：选用100%羊绒纤维，经过毛条染色、和毛、复精梳、混条、头道针梳、二道针梳、三

道针梳、四道针梳、粗纱的过程制备出捻度在30  T/M~90  T/M、捻向为Z的羊绒单纱；

步骤F：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30%~40%的混纺纤维单纱和60%~70%的羊绒单纱，以羊绒

单纱作饰线，混纺纤维单纱作芯线和固线，制成纱支在12Nm~15Nm，中空锭捻度500  T/M~7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00  T/M~350  T/M、捻向S，牵伸倍数为15倍~22倍，芯线张力在1.2%~
1.7%的拉毛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

征为，在步骤B中，和毛剂包括和毛油FX-905和抗静电剂FX-AS3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

征为，步骤A中石墨烯复合纤维为石墨烯锦纶纤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

征为，步骤C中锡林与工作辊的速比为280/2.5，锡林与道夫的速比为340/20，喂毛周期为

35%，出条速度为14m/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

征为，在步骤D中，细纱时牵伸倍数1.30，细纱支数25.7  Nm，单纱捻度600T/M，捻向“Z"，锭速

6500  rp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

征为，在步骤A和步骤E中，所述羊绒纤维细度在21μm~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

征为，步骤F中，纱支为14Nm，中空锭捻度6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20  T/M、捻向S，牵伸倍

数为19倍，芯线张力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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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羊绒纤维与石墨烯复合纤维混纺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在材料学、微纳加工、能源、生物医学和

药物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被认为是一种未来革命性的材料。生物质石墨烯改

性纤维所具备的低温远红外改善微循环，持久抑菌，吸湿透气，抗静电，防紫外等性能更加

稳定优良，生物质石墨烯改性导电纤维，生物质石墨烯莫代尔单向导湿面料相继研发成功，

石墨烯改性纤维的应用领域从袜品，内衣到运动服饰，智能加热服再到面膜等美妆产品，石

墨烯改性纤维更多的进入人们的生活，引领健康生活新时尚。以石墨烯材料为载体开发新

型功能性纺织品，已成为石墨烯应用开发的亮点。

[0003] 羊绒质地柔软，光泽柔和，羊绒服饰具有细腻、柔软滑糯的优良特性，蚕丝般柔和

亮丽的天然光泽，具有迷人的诱惑力。舒适富有弹性，羊绒服饰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

性，贴身穿着，倍感舒适，具有独特的手感，浓郁的自然气息色彩。珍贵如金。但我国羊绒制

品的同质化现象十分普遍，以大路货为主，精品不多，差异化不足，缺乏独特的个性卖点，我

国羊绒制品的品牌国际化之路必须向高端的精品发展。本申请利用粗纺生产工艺，开发出

新型粗纺石墨烯、羊绒混纺产品，发挥出石墨烯羊绒纤维各自的特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

的生产方法，通过本方法制成的纱线丰富了羊绒产品的种类，提高羊绒产品附加值，织造出

的衣物具有功能性。本发明中的纱线不仅保持了羊绒纱线原本的风格，还具有石墨烯复合

纤维良好的拉伸强度和优异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下可以进行水洗。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一种石墨烯复合纤

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步骤A：以质量百分比计，

选用40%~50%的石墨烯复合纤维和50%~60%的羊绒纤维混合形成混纺纤维，其中石墨烯复合

纤维的细度与羊绒纤维平均细度的比值在90%~120%之间，量子能纤维的长度与羊绒纤维平

均长度的比值在95%~105%之间；步骤B：对混纺纤维进行和毛，和毛时，羊绒纤维先进行混

合、铺层打2遍，然后加入和毛剂，再打1遍，随后将羊绒纤维装袋闷仓12小时以上，最后加入

石墨烯复合纤维铺层混打至少2遍；步骤C：对混纺纤维进行梳毛，梳毛时梳毛机梳理隔距与

生产羊绒产品时一致，锡林与工作辊的速比在320/2.5至180/2.5之间，锡林与道夫的速比

在360/20至300/15之间，喂毛量在200g~300g，喂毛周期在30%~40%，出条速度在12m/min~
20m/min之间；步骤D:对混纺纤维进行细纱处理，纺纱支数为20Nm，细纱时牵伸倍数在1.28-

1 .32之间，细纱支数25.5  Nm  -25.8Nm，单纱捻度在580T/M~620T/M之间，捻向“Z"，锭速在

6500  rpm  ~7000  rpm之间，得到混纺纤维单纱；步骤E：选用100%羊绒纤维，经过毛条染色、

和毛、复精梳、混条、头道针梳、二道针梳、三道针梳、四道针梳、粗纱的过程制备出捻度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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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90  T/M、捻向为Z的羊绒单纱；步骤F：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30%~40%的混纺纤维单纱和

60%~70%的羊绒单纱，以羊绒单纱作饰线，混纺纤维单纱作芯线和固线，制成纱支在12Nm~
15Nm，中空锭捻度500  T/M~7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00  T/M~350  T/M、捻向S，牵伸倍数为

15倍~22倍，芯线张力在1.2%~1.7%的拉毛纱。

[0006] 上述技术方案中，在步骤B中，和毛剂包括和毛油FX-905和抗静电剂FX-AS301。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A中石墨烯复合纤维为石墨烯锦纶纤维。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C中锡林与工作辊的速比为280/2.5，锡林与道夫的速比为

340/20，喂毛周期为35%，出条速度为14m/min。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在步骤D中，细纱时牵伸倍数1.30，细纱支数25.7  Nm，单纱捻度

600T/M，捻向“Z"，锭速6500  rpm。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在步骤A和步骤E中，所述羊绒纤维细度在21μm~24μm、纤维长度

在30mm~38mm之间。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F中，纱支为14Nm，中空锭捻度6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20 

T/M、捻向S，牵伸倍数为19倍，芯线张力在1.5%。

[0012] 本申请中的混纺纱线是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石墨烯复合纤

维具有种种优点，在本申请中主要应用石墨烯复合纤维良好的拉伸强度和优异的韧性的特

点。公知的羊绒制品不宜水洗，现有水洗的羊绒制品通常都是加入各种化学助剂后具有的

功能，长时间水洗后其水洗的能力会逐渐消失。而在本申请中将石墨烯复合纤维作为固线

和芯线，使得整个纺织品仍然保持羊绒制品的特点，但其内在 “支撑骨架”却是石墨烯复合

纤维，使得纱线制品在水洗时不会缩水，而这个特性是石墨烯复合纤维带来的，是永久性

的。在本申请中石墨烯复合纤维作为固线和芯线，在其表面是纯羊绒纤维的饰线，在外观和

触觉上与纯羊绒纤维一致，同时石墨烯复合纤维作为固线和芯线时是与羊绒纤维混纺，使

得整个纱线制品仍具有纯羊绒制品一样的保暖效果。如果要进一步的提高水洗效果，还可

以在饰线中加入少量的石墨烯复合纤维，但这样会造成羊绒手感的减弱。

[0013] 通过本方法制成的纱线丰富了羊绒产品的种类，提高羊绒产品附加值，织造出的

衣物具有功能性。本发明中的纱线不仅保持了羊绒纱线原本的风格，还具有石墨烯复合纤

维良好的拉伸强度和优异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下可以进行水洗。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50%的石墨烯复合纤维和50%的羊绒纤维混合形成混纺纤维，

其中石墨烯复合纤维的细度与羊绒纤维平均细度的比值在90%~，量子能纤维的长度与羊绒

纤维平均长度的比值在95%；石墨烯复合纤维为石墨烯锦纶纤维。所述羊绒纤维细度在21μm

~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步骤B：对混纺纤维进行和毛，和毛时，羊绒纤维先进行

混合、铺层打2遍，然后加入和毛剂，再打1遍，随后将羊绒纤维装袋闷仓12小时以上，最后加

入石墨烯复合纤维铺层混打至少2遍；在步骤B中，和毛剂包括和毛油FX-905和抗静电剂FX-

AS301。

[0015] 步骤C：对混纺纤维进行梳毛，梳毛时梳毛机梳理隔距与生产羊绒产品时一致，锡

林与工作辊的速比在320/2 .5，锡林与道夫的速比在360/20，喂毛量在200g，喂毛周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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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出条速度在12m/min。步骤D:对混纺纤维进行细纱处理，纺纱支数为20Nm，细纱时牵伸

倍数在1.28，细纱支数25.5  Nm，单纱捻度在580T/M，捻向“Z"，锭速在6500  rpm，得到混纺纤

维单纱。

[0016] 步骤E：选用100%羊绒纤维，经过毛条染色、和毛、复精梳、混条、头道针梳、二道针

梳、三道针梳、四道针梳、粗纱的过程制备出捻度在30  T/M、捻向为Z的羊绒单纱；所述羊绒

纤维细度在21μm~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步骤F：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30%的混

纺纤维单纱和70%的羊绒单纱，以羊绒单纱作饰线，混纺纤维单纱作芯线和固线，制成纱支

在12Nm，中空锭捻度5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00  T/M、捻向S，牵伸倍数为15倍，芯线张力

在1.2%的拉毛纱。

[0017] 实施例2：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40%的石墨烯复合纤维和60%的羊绒纤维混合形成混纺纤维，

其中石墨烯复合纤维的细度与羊绒纤维平均细度的比值在120%，量子能纤维的长度与羊绒

纤维平均长度的比值在105%；石墨烯复合纤维为石墨烯锦纶纤维。所述羊绒纤维细度在21μ

m~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步骤B：对混纺纤维进行和毛，和毛时，羊绒纤维先进行

混合、铺层打2遍，然后加入和毛剂，再打1遍，随后将羊绒纤维装袋闷仓12小时以上，最后加

入石墨烯复合纤维铺层混打至少2遍；和毛剂包括和毛油FX-905和抗静电剂FX-AS301。

[0018] 步骤C：对混纺纤维进行梳毛，梳毛时梳毛机梳理隔距与生产羊绒产品时一致，锡

林与工作辊的速比在180/2 .5，锡林与道夫的速比在300/15，喂毛量在300g，喂毛周期在

40%，出条速度在20m/min。步骤D:对混纺纤维进行细纱处理，纺纱支数为20Nm，细纱时牵伸

倍数在1  1.32，细纱支数25.8Nm，单纱捻度在620T/M，捻向“Z"，锭速在7000  rpm，得到混纺

纤维单纱。

[0019] 步骤E：选用100%羊绒纤维，经过毛条染色、和毛、复精梳、混条、头道针梳、二道针

梳、三道针梳、四道针梳、粗纱的过程制备出捻度在390  T/M、捻向为Z的羊绒单纱；所述羊绒

纤维细度在21μm~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步骤F：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40%的混

纺纤维单纱和60%的羊绒单纱，以羊绒单纱作饰线，混纺纤维单纱作芯线和固线，制成纱支

在15Nm，中空锭捻度7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50  T/M、捻向S，牵伸倍数为22倍，芯线张力

在1.7%的拉毛纱。

[0020] 实施例3：一种石墨烯复合纤维与羊绒纤维混纺纱线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45%的石墨烯复合纤维和55%的羊绒纤维混合形成混纺纤维，

其中石墨烯复合纤维的细度与羊绒纤维平均细度的比值在100%，量子能纤维的长度与羊绒

纤维平均长度的比值在100%；石墨烯复合纤维为石墨烯锦纶纤维。所述羊绒纤维细度在21μ

m~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步骤B：对混纺纤维进行和毛，和毛时，羊绒纤维先进行

混合、铺层打2遍，然后加入和毛剂，再打1遍，随后将羊绒纤维装袋闷仓12小时以上，最后加

入石墨烯复合纤维铺层混打至少2遍；和毛剂包括和毛油FX-905和抗静电剂FX-AS301。

[0021] 步骤C中锡林与工作辊的速比为280/2.5，锡林与道夫的速比为340/20，喂毛周期

为35%，出条速度为14m/min。在步骤D中，细纱时牵伸倍数1.30，细纱支数25.7  Nm，单纱捻度

600T/M，捻向“Z"，锭速6500  rpm。

[0022] 步骤E：选用100%羊绒纤维，经过毛条染色、和毛、复精梳、混条、头道针梳、二道针

梳、三道针梳、四道针梳、粗纱的过程制备出捻度在60  T/M、捻向为Z的羊绒单纱；所述羊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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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细度在21μm~24μm、纤维长度在30mm~38mm之间。步骤F：以质量百分比计，选用35%的混

纺纤维单纱和65%的羊绒单纱，以羊绒单纱作饰线，混纺纤维单纱作芯线和固线，纱支为

14Nm，中空锭捻度600  T/M、捻向Z，外捻捻度320  T/M、捻向S，牵伸倍数为19倍，芯线张力在

1.5%的拉毛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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