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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

产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步骤S1、熔体的制备、

步骤S2、纺丝前处理、步骤S3、纺丝、步骤S4、纺丝

后处理。本发明公开的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

产工艺简单易行，对设备依赖性低，流程短、效率

高、产品稳定，可以为中空卷曲HOY的工业化生产

提供指导；能有效解决中空卷曲HOY冷却效果差、

中空度低、产品质量差的问题，投资少，见效快，

大大降低纺织成本；制得的中空卷曲HOY综合性

能优异，功能多样，手感良好，性能稳定性佳，穿

着舒适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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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熔体的制备：将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混合后得到混合物

料，然后将混合物料在螺杆挤压机中加热熔融挤压，挤出后加入至反应器中，在温度为220

～250℃和压力为1.8～2.0MPa的条件下进行保压；释放所述反应器内的压力并将温度升至

285℃～300℃；抽真空并经搅拌得到纺丝熔体；

步骤S2、纺丝前处理：将经过步骤S1制成的纺丝熔体经过熔体过滤器后经齿轮增压泵

增压输送，通过冷却器冷却；得到前处理后纺丝熔体；

步骤S3、纺丝：将经过步骤S2制成的前处理后纺丝熔体输送到纺丝箱体中，分配到各个

纺位，每个纺位由计量泵将熔体定量送到各纺丝组件，熔体在纺丝组件内经过过滤层过滤

均匀加压后，经喷丝板上的喷丝孔后呈细流喷出，依次经过纤维冷却区进行环吹风冷却后，

形成具有中空结构的单丝；

步骤S4、纺丝后处理：将经过步骤S3制成的中空结构的单丝通过油嘴装置上油后，进行

牵伸定型，再经网络器加网络，接着经卷绕机卷装成型，最后检验，分级包装，得到中空卷曲

HOY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

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3-5)∶(0.1-0.3)∶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

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3-5份、橄榄石粉3-6份、凹凸棒土

2-4份、偶联剂0.5-1.5份、纳米氧化锌纤维1-3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

石墨烯纤维的直径为150-300nm，长径比为(14-17)∶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

氧化锌纤维的直径为300-500nm，长径比为(13-15)∶1。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凹凸

棒土的粒径为1000-1300目。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偶联

剂为硅烷偶联剂KH550、硅烷偶联剂KH560、硅烷偶联剂KH570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熔

融挤压分为4个过程，其熔融温度分别为：275-280℃、280-285℃、285-295℃、295-3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

所述纺丝熔体输送温度为280-285℃；所述纺丝箱体的温度为285-290℃；吹风冷却温度为

22-25℃，吹风速度为0.5-0.7m/s；所述喷丝板为2C+2C形状设计。

10.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所述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生产的涤纶长丝，其特征

在于：所述涤纶长丝的纤度为0.2～0.3dpf，力学强度为3.0～4.0cN/dtex，断裂生产率为15

～20％，以常规聚酯熔体为主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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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熔体直纺中控卷曲HOY生产工艺及涤纶长丝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熔体直纺中控卷曲HOY生产工艺及

涤纶长丝。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穿着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棉、麻

及普通合成纤维的面料由于其自身特点和固有的局限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

求，特别是在外套服装及玩具毛绒方面，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织物的手感要柔软，悬

垂性好，有弹性，干爽细腻等。

[0003] HOY是一种锦纶高取向丝，其中最具代表的产品锦纶6高取向丝是一种近年来的新

产品，其性能与锦纶6长丝相近，织物手感良好、整经效率高。高取向丝与预取向丝相比，其

拉伸程度更高，去向程度也更好，稳定性好。锦纶6是常用的纺织纤维之一，具有一系列的优

良性能，被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装饰、农业、渔业等领各个域。

[0004] 中空卷曲HOY是横截面沿轴向具有空腔的锦纶高取向丝的简称，是一种重要的异

形纤维。这种取向丝的空腔提供静止空气从而提高了纤维的保暖性，增加了单位体积内的

表面积，从而提高了其蓬松性。中空卷曲HOY对水、气、血液等介质的吸附能力，以及作为复

合材料时和基体材料的结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提高了其的刚度和挺括度，而且还提

高了其抗弯性能和耐磨性能。因此，中空卷曲HOY成为现阶段功能纤维市场的明星产品，具

有非常大的市场潜能和应用价值。

[0005] 目前，中空卷曲HOY的主要生产方法为熔融纺丝法，熔融纺丝是最常用且成本最低

的方法。对于熔融纺丝，一般分为两种，熔体直接纺丝法和切片纺丝法。熔体直纺纺丝工艺，

是利用聚合物熔体直接进行纺丝的方法，由于熔体直纺工艺流程短，生产能耗和运行成本

低，因此熔体直纺已经成为现今民用丝主要的生产方式。但由于这种方法对聚合和纺丝的

稳定性要求较高，现有的熔体直纺生产中空卷曲HOY的工艺复杂，纺丝成本高，劳动强度大，

制成的产品综合性能有待进一步改善。

[0006] 因此，开发出一套稳定高效的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具有实质工业化意

义，对促进功能纺织品行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控卷曲HOY生产工

艺及涤纶长丝，该生产工艺简单易行，对设备依赖性低，流程短、效率高、产品稳定，可以为

中空卷曲HOY的工业化生产提供指导；能有效解决中空卷曲HOY冷却效果差、中空度低、产品

质量差的问题，投资少，见效快，大大降低纺织成本；制得的中空卷曲HOY综合性能优异，功

能多样，手感良好，性能稳定性佳，穿着舒适度高。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

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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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S1、熔体的制备：将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混合后得到混

合物料，然后将混合物料在螺杆挤压机中加热熔融挤压，挤出后加入至反应器中，在温度为

220～250℃和压力为1.8～2.0MPa的条件下进行保压；释放所述反应器内的压力并将温度

升至285℃～300℃；抽真空并经搅拌得到纺丝熔体；

[0010] 步骤S2、纺丝前处理：将经过步骤S1制成的纺丝熔体经过熔体过滤器后经齿轮增

压泵增压输送，通过冷却器冷却；得到前处理后纺丝熔体；

[0011] 步骤S3、纺丝：将经过步骤S2制成的前处理后纺丝熔体输送到纺丝箱体中，分配到

各个纺位，每个纺位由计量泵将熔体定量送到各纺丝组件，熔体在纺丝组件内经过过滤层

过滤均匀加压后，经喷丝板上的喷丝孔后呈细流喷出，依次经过纤维冷却区进行环吹风冷

却后，形成具有中空结构的单丝；

[0012] 步骤S4、纺丝后处理：将经过步骤S3制成的中空结构的单丝通过油嘴装置上油后，

进行牵伸定型，再经网络器加网络，接着经卷绕机卷装成型，最后检验，分级包装，得到中空

卷曲HOY成品。

[0013] 优选的，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3-

5)∶(0.1-0.3)∶0.4。

[0014] 优选的，所述超支化聚酰胺的制备方法参见申请号为201811622362.9的中国发明

专利实施例1。

[0015] 优选的，所述功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3-5

份、橄榄石粉3-6份、凹凸棒土2-4份、偶联剂0.5-1.5份、纳米氧化锌纤维1-3份。

[0016] 优选的，所述氧化石墨烯纤维的直径为150-300nm，长径比为(14-17)∶1。

[0017] 优选的，所述纳米氧化锌纤维的直径为300-500nm，长径比为(13-15)∶1。

[0018] 优选的，所述凹凸棒土的粒径为1000-1300目。

[0019] 优选的，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KH550、硅烷偶联剂KH560、硅烷偶联剂KH570中

的至少一种。

[0020] 优选的，所述热熔融挤压分为4个过程，其熔融温度分别为：275-280℃、280-285

℃、285-295℃、295-300℃。

[0021]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纺丝熔体输送温度为280-285℃。

[0022]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纺丝箱体的温度为285-290℃；吹风冷却温度为22-25℃，吹

风速度为0.5-0.7m/s。

[0023] 优选的，步骤S4中所述上油的纺丝油剂为高取向丝质量的0.7-0.9％。

[0024] 优选的，步骤S4中所述所述卷绕机的卷绕速度为5200～5600m/min，拉伸比为2.0-

2.5，卷绕超喂率为1.05-1.25。

[0025]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喷丝板为2C+2C形状设计。

[0026] 所述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生产的涤纶长丝，所述涤纶长丝的纤度为0.2

～0.3dpf，力学强度为3.0～4.0cN/dtex，断裂生产率为15～20％，以常规聚酯熔体为主熔

体。

[0027]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提供一种

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及涤纶长丝，该生产工艺简单易行，对设备依赖性低，流程

短、效率高、产品稳定，可以为中空卷曲HOY的工业化生产提供指导；能有效解决中空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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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Y冷却效果差、中空度低、产品质量差的问题，投资少，见效快，大大降低纺织成本；制得的

中空卷曲HOY综合性能优异，功能多样，手感良好，性能稳定性佳，穿着舒适度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对本发明优选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9] 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30] 步骤S1、熔体的制备：将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混合后得到混

合物料，然后将混合物料在螺杆挤压机中加热熔融挤压，挤出后加入至反应器中，在温度为

220～250℃和压力为1.8～2.0MPa的条件下进行保压；释放所述反应器内的压力并将温度

升至285℃～300℃；抽真空并经搅拌得到纺丝熔体；

[0031] 步骤S2、纺丝前处理：将经过步骤S1制成的纺丝熔体经过熔体过滤器后经齿轮增

压泵增压输送，通过冷却器冷却；得到前处理后纺丝熔体；

[0032] 步骤S3、纺丝：将经过步骤S2制成的前处理后纺丝熔体输送到纺丝箱体中，分配到

各个纺位，每个纺位由计量泵将熔体定量送到各纺丝组件，熔体在纺丝组件内经过过滤层

过滤均匀加压后，经喷丝板上的喷丝孔后呈细流喷出，依次经过纤维冷却区进行环吹风冷

却后，形成具有中空结构的单丝；

[0033] 步骤S4、纺丝后处理：将经过步骤S3制成的中空结构的单丝通过油嘴装置上油后，

进行牵伸定型，再经网络器加网络，接着经卷绕机卷装成型，最后检验，分级包装，得到中空

卷曲HOY成品。

[0034] 优选的，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3-

5)∶(0.1-0.3)∶0.4。

[0035] 优选的，所述超支化聚酰胺的制备方法参见申请号为201811622362.9的中国发明

专利实施例1。

[0036] 优选的，所述功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3-5

份、橄榄石粉3-6份、凹凸棒土2-4份、偶联剂0.5-1.5份、纳米氧化锌纤维1-3份。

[0037] 优选的，所述氧化石墨烯纤维的直径为150-300nm，长径比为(14-17)∶1。

[0038] 优选的，所述纳米氧化锌纤维的直径为300-500nm，长径比为(13-15)∶1。

[0039] 优选的，所述凹凸棒土的粒径为1000-1300目。

[0040] 优选的，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KH550、硅烷偶联剂KH560、硅烷偶联剂KH570中

的至少一种。

[0041] 优选的，所述热熔融挤压分为4个过程，其熔融温度分别为：275-280℃、280-285

℃、285-295℃、295-300℃。

[0042]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纺丝熔体输送温度为280-285℃。

[0043]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纺丝箱体的温度为285-290℃；吹风冷却温度为22-25℃，吹

风速度为0.5-0.7m/s。

[0044] 优选的，步骤S4中所述上油的纺丝油剂为高取向丝质量的0.7-0.9％。

[0045] 优选的，步骤S4中所述所述卷绕机的卷绕速度为5200～5600m/min，拉伸比为2.0-

2.5，卷绕超喂率为1.05-1.25。

[0046]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喷丝板为2C+2C形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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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提供一种

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该生产工艺简单易行，对设备依赖性低，流程短、效率高、

产品稳定，可以为中空卷曲HOY的工业化生产提供指导；能有效解决中空卷曲HOY冷却效果

差、中空度低、产品质量差的问题，投资少，见效快，大大降低纺织成本；制得的中空卷曲HOY

综合性能优异，功能多样，手感良好，性能稳定性佳，穿着舒适度高。

[0048]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

于此：

[0049] 实施例1

[0050] 实施例1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51] 步骤S1、熔体的制备：将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混合后得到混

合物料，然后将混合物料在螺杆挤压机中加热熔融挤压，挤出后加入至反应器中，在温度为

220℃和压力为1.8MPa的条件下进行保压；释放所述反应器内的压力并将温度升至285℃；

抽真空并经搅拌得到纺丝熔体；

[0052] 步骤S2、纺丝前处理：将经过步骤S1制成的纺丝熔体经过熔体过滤器后经齿轮增

压泵增压输送，通过冷却器冷却；得到前处理后纺丝熔体；

[0053] 步骤S3、纺丝：将经过步骤S2制成的前处理后纺丝熔体输送到纺丝箱体中，分配到

各个纺位，每个纺位由计量泵将熔体定量送到各纺丝组件，熔体在纺丝组件内经过过滤层

过滤均匀加压后，经喷丝板上的喷丝孔后呈细流喷出，依次经过纤维冷却区进行环吹风冷

却后，形成具有中空结构的单丝；

[0054] 步骤S4、纺丝后处理：将经过步骤S3制成的中空结构的单丝通过油嘴装置上油后，

进行牵伸定型，再经网络器加网络，接着经卷绕机卷装成型，最后检验，分级包装，得到中空

卷曲HOY成品。

[0055] 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3∶0.1∶0.4。

[0056] 所述功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3份、橄榄石粉

3份、凹凸棒土2份、偶联剂0.5份、纳米氧化锌纤维1份。

[0057] 所述氧化石墨烯纤维的直径为150nm，长径比为14∶1；所述纳米氧化锌纤维的直径

为300nm，长径比为13∶1；所述凹凸棒土的粒径为1000目；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KH550。

[0058] 所述热熔融挤压分为4个过程，其熔融温度分别为：275℃、280℃、285℃、295℃。

[0059] 步骤S3中所述纺丝熔体输送温度为280℃；所述纺丝箱体的温度为285℃；吹风冷

却温度为22℃，吹风速度为0.5m/s。

[0060] 步骤S4中所述上油的纺丝油剂为高取向丝质量的0.7％；所述所述卷绕机的卷绕

速度为5200m/min，拉伸比为2.0，卷绕超喂率为1.05。

[0061] 实施例2

[0062] 实施例2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是，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3.5∶0.15∶0.4；所

述功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3.5份、橄榄石粉4份、凹凸

棒土2.5份、偶联剂0.7份、纳米氧化锌纤维1.5份。

[0063] 实施例3

[0064] 实施例3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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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4∶0.2∶0.4；所述功

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4份、橄榄石粉4份、凹凸棒土3

份、偶联剂1份、纳米氧化锌纤维2份。

[0065] 实施例4

[0066] 实施例4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是，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4.5∶0.25∶0.4；所

述功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4.5份、橄榄石粉5.5份、凹

凸棒土3.5份、偶联剂1.3份、纳米氧化锌纤维2.5份。

[0067] 实施例5

[0068] 实施例5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是，步骤S1中所述聚己内酰胺切片、功能填料、超支化聚酰胺的质量比为5∶0.3∶0.4；所述功

能填料是由如下按重量份计的各组分制成：氧化石墨烯纤维5份、橄榄石粉6份、凹凸棒土4

份、偶联剂1.5份、纳米氧化锌纤维3份。

[0069] 对比例1

[0070] 对比例1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是，没有添加超支化聚酰胺。

[0071] 对比例2

[0072] 对比例2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是，没有添加氧化石墨烯纤维。

[0073] 对比例3

[0074] 对比例3提供一种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其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

是，没有添加纳米氧化锌纤维。

[0075]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涉及到的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制成的中

空卷曲HOY的有益技术效果，将各例中的中空卷曲HOY进行效果测试，测试方法参见我国相

应国标，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76] 表1

[0077]

[0078]

[0079] 从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熔体直纺中空卷曲HOY生产工艺制成的中空

卷曲HOY具有更佳优异的机械力学性能和稳定性，这是各组分协同作用的结果。

[0080]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依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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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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