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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及其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

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纺织材料技术领域，该制备

方法的步骤如下：(1)银螯合纤维预并条的制备；

(2)常规纤维预并条的制备；(3)混合梳棉生条的

制备；(4)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将步

骤(3)所得混合梳棉生条与常规纤维生条按比例

通过并条机型进行并条处理，然后依次经过粗纱

机和细纱机以及自动落纱机处理，得银螯合纤维

抗菌毛巾纱线。本发明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

线通过纱线捻系数和纺纱工艺控制，使银螯合纤

维在遇水后便于发生离子交换，提供极好的银离

子释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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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1)银螯合纤维预并条的制备

银螯合纤维经清花、梳棉、预并，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2)常规纤维预并条的制备

常规纤维依次经过抓棉机、混开棉机、开棉机、混棉机成卷机处理，得常规纤维预并条；

(3)混合梳棉生条的制备

将步骤(1)所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和步骤(2)所得常规纤维预并条按比例在梳棉机上

处理，得到混合梳棉生条，或者按比例在并条机型上进行并条处理；

(4)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

将步骤(3)所得混合梳棉生条与常规纤维生条按比例通过并条机型进行并条处理，然

后依次经过粗纱机和细纱机以及自动落纱机处理，得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

所述步骤(3)或步骤(4)中所述并条：采用8根喂入进行并条，定量20～28克/5米，出条

线速度为250米/分钟以下；其中，6根常规纤维生条、2根混合梳棉生条；

所述步骤(3)或步骤(4)中所述并条为三道：头道排列为：常规纤维生条、常规纤维生

条、混合梳棉生条、常规纤维生条、常规纤维生条、混合梳棉生条、常规纤维生条、常规纤维

生条；头道定量为18克/5米；二道定量为16克/5米，末道定量为16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

230米/分；罗拉表距：8×16mm；

所述步骤(3)中所述银螯合纤维预并条定量15g/5米～25g/5米，常规纤维预并条定量

为18克/5米～30g/5米；

所述步骤(4)中所述混合梳棉生条定量15～28克/米；常规纤维生条定量为18克/5米～

30g/5米；

所述步骤(4)中所述粗纱工序：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纺制粗纱，粗纱定量5～9克/10

米，罗拉隔距23.5×29.5；粗纱要求捻系数65～115；所述步骤(4)中细纱工序：纺纱支数60S

～10S,钳口隔距块20～4.0，捻系数540以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所述清花、梳棉、预并三道工序的具体步骤为：银螯合纤维清花采用双棉箱混合，原棉

综合打手速度设定为700～900转/分，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为350～400克/米，常规纤维棉

卷定量380～450克/米，梳棉工序刺辊速度纺银螯合纤维为750～950转/分，锡林-刺辊速比

2:1～2.5: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和(2)中所述预并条的制备：银螯合纤维与常规纤维均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合理

牵伸分配，适当降低出条速度，牵伸倍数6.5～8.5倍，预并定量13～26克/5米。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

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含有0.2重量％～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余量

为常规纤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合纤维抗菌

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是指基体纤维为壳聚糖、聚丙烯腈、纤维素纤维

和/或聚乙烯醇纤维的共混纺丝纤维，且银螯合纤维中螯合银的量在3～20重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合纤维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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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银螯合纤维中螯合银的量为3～15重量％。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合纤维抗菌

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常规纤维为棉、麻、黏胶、腈纶、涤纶或丙纶。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合纤维抗菌

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的捻系数控制在540以内；纱线的银含量不低于60ppm。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合纤维抗菌

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捻系数为247～379。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银螯合纤维抗

菌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的银含量为60～9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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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纱线及其制备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用于毛巾织物的、基于银螯合

纤维的抗菌纱线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纺织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通过抗菌纱线获得具有抗菌效果的织物，具有持续抗菌、耐洗涤、兼具良好的服用

性能等优点，是常用方法之一。由于毛巾织物普遍要求绒面丰满、手感柔软、蓬松吸湿，因

此，多采用纯棉毛圈织物以满足亲肤、蓬松及吸湿性的要求。为了满足毛巾织物的纯棉织物

特性要求，对于抗菌毛巾织物用纱线，必须具有：(1)抗菌纤维加入量要尽可能的低，比如不

大于2％，使得加入纤维不影响整体织物的棉纱毛巾的效果；(2)要能够满足标准规定的抗

菌指标要求；(3)要求蓬松、柔软。

[0003] 抗菌纱线通常有两种方式获得。一种是将纱线浸渍于抗菌剂中获得，如2014年8月

6日公开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3966839A、名称为一种抗菌纱线的制备方法的中国发明专利

申请公开了一种抗菌纱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为：按重量分数计，在容器中

顺序加入：水50-70份，纳米银11-13份，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3-5份，充分搅拌60分钟；

加入PH值调节剂将PH值调至7；将纳米改性竹炭纱线放入容器中充分浸泡30-50分钟；将浸

泡好的纱线取出，在75℃的温度下烘干55分钟。显然，这样的制备方法会影响纱线手感，而

且不耐洗涤。

[0004] 最常用且有效的方法，是采用抗菌纤维混纺纱线。将抗菌纤维和普通纤维按照一

定比例混纺而成。

[0005] 获得抗菌纤维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0006] (1)天然抗菌纤维。比如甲壳素、竹纤维、麻纤维等。但是这类抗菌纤维的抑菌效果

一般。

[0007] (2)熔融纺丝方法，即将金属、金属氧化物或及其他抗菌物质比如纳米银颗粒、介

孔磷酸锆负载纳米银、氧化银、氧化锌、抗菌纳米粉末、金属铜或锌，和涤纶、锦纶6、丙纶等

树脂切片融合后，混合纺丝获得。比如CN103382585A、CN103388192A、CN102851768A、

CN102337608A、CN104389038A、CN103184574A、CN104060341A、CN103388191A、

CN102586937A、CN104762684A、CN105019105A、CN105063781A、CN105332085A、

CN105401245A、CN1888160、CN103334175A等。

[0008] (3)湿法纺丝，将纳米银等抗菌物质和黏胶等浆粕混合，湿法纺丝获得，比如

CN101440534、CN104047068A、CN104762679A等。

[0009] (4)表面金属化整理方法。比如将金属银、铜、锌等通过化学镀、磁控溅射等方法，

涂敷于织物表面，如银纤维等。

[0010] (5)其它后整理方法。将抗菌成分涂覆于纤维表面，并通过粘合剂等提高其涂覆牢

度；或者将具有孔隙等的纤维浸泡于抗菌剂中，使其吸附于纤维。比如CN101914815A、

CN104499229A、CN101302710、CN104727140A、CN105113263A等。这些方法制备的抗菌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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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耐久或者抗菌效果有限。

[0011] 其中，常用的是第(2)、(3)和(4)种。但是，前两种方法，即熔融纺丝或湿法纺丝，获

得的抗菌纤维，由于纤维表面的抗菌物质有限，当形成纱线时，必须要有足够的含量，比如

50％以上的含量，这导致整个纱线及织物的性能都受到抗菌纤维的极大影响。第四种方法

获得的纤维，如常用的镀覆银层的纤维，表面的含银量远远大于前述三种，在纱线中只需要

较少的量即可实现良好的抗菌性能，但是，该纤维的表面为金属银，在银系抗菌系列，抗菌

性能最差；且存在容易变色等现象。

[0012] 而现有公开报道的抗菌纱线，也是采用含量至少在7％以上的抗菌纤维和其它纤

维混纺获得。如，2011年8月3日公开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2168332A、名称为一种新型抗菌

纱线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新型抗菌纱线，该抗菌纱线由纳米竹碳纤维、纳米银

纤维和天然织物纤维通过特定纺纱工艺制得，然后通过织布工艺和印染工艺得到具有抗菌

性能的布匹。所述的抗菌纱线各成分百分含量配比如下：纳米竹碳纤维10-30，纳米银纤维

10-30，天然织物纤维40-80。2014年4月16日公开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3726155A、名称为一

种玉石纤维赛络纺凉爽抗菌纱线及其纺纱工艺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玉石纤维

赛络纺凉爽抗菌纱线及其纺纱工艺，该纱线由重量百分比为30～50％的玉石纤维、25～

35％的竹纤维，25～35％的莫代尔组成，将上述纤维通过赛络纺工艺纺成纱线。2013年12月

4日公开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3422211A、名称为多纤混色半精纺抗菌纱线及其纺纱工艺的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多纤混色半精纺抗菌纱，它由重量百分比为20～40％咖啡碳

纤维、20～25％porel纤维、25～35％的莫代尔纤维通过半精纺工艺纺成纱线。2015年9月9

日公开的、专利申请号为CN2015102912694、名称为一种抗菌纱线的生产工艺的中国发明专

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抗菌纱线的生产工艺，选用纳米竹碳纤维18～22％，纳米银纤维7～9％，

天然植物纤维69～75％组成。2008年10月29日公开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1294324、名称为

多组份抗菌纱线的制备方法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多组份抗菌纱线的制备方法，将重

量份为20～40％的Amicor和20～40％的圣麻、30～50％的竹纤维组成。2014年4月16日公开

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3726157A、名称为一种芦荟粘胶赛络纺抗菌纱线及其纺纱工艺的中

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芦荟粘胶赛络纺抗菌纱线及其纺纱工艺，该纱线由重量百分比

为30～50％的芦荟粘胶纤维、25～35％的棉纤维，25～35％的莫代尔组成，将上述纤维通过

赛络纺纺成纱线。2016年2月3日公开的、专利公开号为CN105297233A、名称为一种毛巾用超

低捻度的抗菌纱线的生产方法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毛巾用超低捻度的抗菌纱

线的生产方法，包括并条工序、细纱工序；生产一种竹纤维抗菌纱线。

[0013] 现在，为获得棉纤维含量在98％以上、且具有极好抗菌性能的抗菌用毛巾纱线，除

了表面镀覆银层的银纤维外，前述报道的抗菌纱线和抗菌纤维均难以满足要求。

[0014] 然而，镀银纤维表面的银为金属单质银，且具有色泽，容易被氧化；银层在纤维表

面，使用过程中，只要接触皮肤，就会具有杀菌作用，对正常细菌也会有破坏。因此，并不理

想。

[0015] 因此，提供一种兼具棉质毛巾的亲肤感和长效抗菌性能的毛巾纱线就成为该技术

领域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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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不影响纱线主体纤维性能、可控的、具有持久抗菌

性能的毛巾用纱线。

[001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达到的：

[0018] 一种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含有0.2重量％～3重量％

的银螯合纤维，余量为常规纤维。

[0019]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银螯合纤维是指基体纤维为壳聚糖、聚丙

烯腈、纤维素纤维和/或聚乙烯醇纤维的共混纺丝纤维，且银螯合纤维中螯合银的量在3～

20重量％；进一步优选含量3～10重量％。

[0020]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常规纤维为棉、麻、黏胶、天丝、腈纶、涤纶或

丙纶等所有可用于毛巾织物的纤维，优选棉纤维。

[0021]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的捻系数控制在540以内；纱线的银含

量不低于60ppm(优选3000ppm以下)；纱线遇到带有离子的水后，具有极好的银离子释放性

能，遇水后的银离子释放不低于0.1ppm/天。

[0022]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捻系数，结合毛巾的手感和脱毛率，进一

步优选247～379。

[0023]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的银含量，考虑到性价比，进一步优选

100～300ppm。

[002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述毛巾用纱线的制备方法。

[002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达到的：

[0026] 一种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27] (1)银螯合纤维预并条的制备

[0028] 银螯合纤维经清花、梳棉、预并，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029] (2)常规纤维预并条的制备

[0030] 常规纤维依次经过抓棉机、混开棉机、开棉机、混棉机成卷机处理，得常规纤维预

并条；

[0031] (3)混合梳棉生条的制备

[0032] 将步骤(1)所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和步骤(2)所得常规纤维预并条在梳棉机上按

照重量比例(银螯合纤维含量0.2％-3％、棉纤维含量97％-99.8％)处理，得到混合梳棉生

条；或者按重量比例在并条机型上进行并条处理；

[0033] (4)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的制备

[0034] 将步骤(3)所得混合梳棉生条与常规纤维生条按比例通过并条机型进行并条处

理，然后依次经过粗纱机和细纱机以及自动落纱机处理，得银螯合纤维抗菌毛巾纱线。

[0035]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清花、梳棉、预并三道工序的

具体步骤为：银螯合纤维清花采用双棉箱混合，原棉综合打手速度设定为700～900转/分，

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为350～400克/米，常规纤维棉卷定量380～450克/米，为便于纤维转

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梳棉工序刺辊速度纺银螯合纤维为750～950转/分，锡林-

刺辊速比2:1～2.5:1。

[0036]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和(2)中所述预并条的制备：银螯合

纤维与常规纤维均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合理牵伸分配，适当降低出条速度，牵伸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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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5倍，预并定量13～26克/5米。

[0037]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或步骤(4)中所述并条：采用8根喂

入进行并条，定量20～28克/5米，出条线速度为250米/分钟以下；其中，6根常规纤维生条、2

根混合梳棉生条。

[0038]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或步骤(4)中所述的并条优选2～5

道，进一步优选2～3道。

[0039]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或步骤(4)中所述三道为：头道排列

为：常规纤维生条、常规纤维生条、混合梳棉生条、常规纤维生条、常规纤维生条、混合梳棉

生条、常规纤维生条、常规纤维生条；头道定量为18克/5米；二道定量为16克/5米，末道定量

为16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罗拉表距：8×16mm。

[0040]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所述银螯合纤维预并条定量15g/

5米～25g/5米，常规纤维预并条定量为18克/5米～30g/5米。

[0041]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述混合梳棉生条定量15～28

克/米；常规纤维生条定量为18克/5米～30g/5米。

[0042]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述粗纱工序：采用三罗拉双皮

圈牵伸纺制粗纱，在细纱不出硬头的前提下加大粗纱捻系数，可增强在细纱牵伸时捻回对

纤维的控制作用，有利于对纤维伸直消除弯钩，粗纱定量5～9克/10米，罗拉隔距23.5×

29.5；粗纱要求捻系数65～115。

[0043]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述细纱工序：通过使用较小的

钳口隔距块可增强牵伸过程中对纤维的控制作用，改善条干的同时消除部分棉结的产生，

纺纱支数60S～10S,钳口隔距块20～4.0，捻系数540以内。

[0044]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述的捻系数，结合毛巾的手感

和脱毛率，进一步优选247～379。

[0045]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银螯合纤维是指基体纤维为

壳聚糖、聚丙烯腈、纤维素纤维和/或聚乙烯醇纤维的共混纺丝纤维，且银螯合纤维中螯合

银的量在3～30％；进一步优选含量5～15％。

[0046] 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常规纤维为棉、麻、黏胶、天

丝、腈纶、涤纶或丙纶等所有可用于毛巾织物的纤维，优选棉纤维。

[0047] 本发明银螯合纤维持久抗菌毛巾纱线的优点：

[0048] 1、采用了高效、安全、可控的银螯合纤维作为抗菌成分，避免了其它抗菌纤维需要

大量添加、抗菌效果不理想、不可控制的缺点，实现了兼具常规毛巾纱线性能特点和持久抗

菌效果。

[0049] 2、采用先条、卷预混再并条混和的复合混、并方式，使得微量银螯合纤维均匀分布

于纱线中，提高了接触杀菌的均匀性。

[0050] 3、通过纱线捻系数和纺纱工艺控制，使银螯合纤维在遇水后便于发生离子交换，

提供极好的银离子释放能力。

[0051] 本发明的银螯合纤维抗菌纱线及其制备方法采用微量添加银螯合纤维，通过特殊

的混条和混纺工艺，获得棉/银螯合纤维混纺纱线，用于毛巾织物，兼具棉质毛巾的亲肤感

和长效抗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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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并不意味着对本发明保护范围

的限制。除非特别说明，本发明中所用原料均为本领域市场上可购买的原料，所用工艺和设

备均为本领域普通工艺和设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实施例1:

[0054] 0.2重量％的银螯合壳聚糖纤维和99.8重量％的长绒棉纤维(美国皮马棉，下同)

混纺构成抗菌纱线，纱线捻系数为390，纱支60s，纱线捻度为125t/dm。纱线银含量为

400ppm。

[0055] 1、工艺流程

[0056] A、含银量20重量％的银螯合壳聚糖纤维(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FA002抓

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

FA304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057] B、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得棉纤维棉卷B；

[0058] C、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棉纤维生条；

[0059] D、A:银螯合纤维预并条与B:棉纤维棉卷在FA201梳棉机上进行处理，得到棉银混

合生条；

[0060] E、C:棉纤维生条与D:棉银混合生条在FA304并条机型上(三道)上进行处理，然后

依次经过→FA456粗纱机→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0.2重量％的银螯合纤维

和99.8重量％的长绒棉纤维(美国皮马棉，下同)混纺抗菌纱线。

[0061]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062]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原棉打手速度纺棉时设定为1000转/分、

纺银螯合壳聚糖纤维时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成

卷定量为380克/米，棉卷定量400克/米；

[0063] 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壳聚糖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度纺棉时1070

转/分，纺银螯合壳聚糖纤维为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纺棉1.7:1，纯纺银螯合壳聚糖纤

维时2.2:1，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壳聚糖纤维

20g/5米；棉纤维/银螯合壳聚糖纤维定量15克/米；棉纤维定量为20g/5米。部分隔距根据不

同纤维作不同调整；

[0064] (2)并、粗、细工序：

[0065] 银预并：银螯合壳聚糖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

棒隔距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倍，8根喂入定量

为20克/5米；

[0066] 并条：为确保混合比达到要求采用8根喂入(6根棉生条、2根棉银生条)，头道排列

为：棉、棉、棉银、棉、棉、棉银、棉、棉；头道定量为18克/5米；二道定量为16克/5米，末道定量

为16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罗拉表距：8×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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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4.2g/10米，罗

拉隔距由原纯棉的23.5×31(mm)，主要考虑0.2％银螯合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纤

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100；

[0068]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47.83倍，后压牵伸

为1.30倍，钳口隔距2.0，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1(mm)，捻系数390；

[0069]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9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070] 实施例2:

[0071] 0.3％的银螯合纤维(聚丙烯腈)和99.7％的长绒棉纤维(美国皮马棉)混纺构成抗

菌纱线。纱线捻系数为380，纱支40s，纱线捻度为99t/dm。纱线银含量为450ppm。

[0072] 1、工艺流程

[0073] A、银含量15重量％的银螯合纤维(聚丙烯腈)(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

梳棉机→FA304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074] B、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得棉纤维棉卷；

[0075] C、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棉纤维生条；

[0076] D、A:银螯合纤维预并条和B:棉纤维棉卷在FA201梳棉机上进行处理，制成棉银混

合生条；

[0077] E、C:棉纤维生条+D:棉银混合生条→FA304并条机型(三道)→FA456粗纱机→

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0.3％的银螯合纤维(聚丙烯腈)和99.7％的长绒棉

纤维混纺抗菌纱线。

[0078]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079]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原棉打手速度纺棉时设定为1000转/分、

纺银螯合纤维时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

为380克/米，棉卷定量400克/米，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腈纶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

度纺棉时1070转/分，纺银螯合腈纶为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纺棉1.7:1，纯纺银螯合纤

维时2.2:1，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纤维20g/5米；

棉纤维/银螯合纤维定量14.5克/米；棉纤维定量为20g/5米，部分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不同

调整；

[0080] (2)并、粗、细工序：

[0081] 银预并：银螯合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棒隔距

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倍，8根喂入定量为20

克/5米；

[0082] 并条：为确保混合比达到要求采用8根喂入(5根棉生条、3根棉银生条)，头道排列

说　明　书 6/13 页

9

CN 106167932 B

9



为：棉、棉银、棉、棉、棉银、棉、棉银、棉；头道定量为20克/5米；二道定量为20克/5米，末道定

量为20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罗拉表距：8×16(mm)；

[0083]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5.5g/10米，罗

拉隔距由原纯棉的23.5×31(mm)，主要考虑0.3％银螯合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纤

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102；

[0084]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42.01倍，后压牵伸

为1.30倍，钳口隔距2.5，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1(mm)，捻系数380；

[0085]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0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086] 实施例3:

[0087] 0.4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99.6重量％的长绒棉纤维(美国皮马棉)

混纺构成抗菌纱线,纱线捻系数为356，纱支28s，纱线捻度为78t/dm。纱线银含量为400ppm。

[0088] 1、工艺流程

[0089] A、银含量10重量％的银螯合纤维(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FA002抓棉机→

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FA304

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090] B、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得棉纤维棉卷；

[0091] C、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棉纤维生条；

[0092] D、A:银螯合纤维预并+B:棉纤维棉卷→FA201梳棉机，得棉银混合生条；

[0093] E、C:棉纤维生条+D:棉银混合生条→FA304并条机型(三道)→FA456粗纱机→

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0.4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99.6重

量％的长绒棉纤维(美国皮马棉)混纺抗菌纱线。

[0094]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095]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原棉打手速度纺棉时设定为1000转/分、

纺银螯合纤维时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

为380克/米，棉卷定量400克/米，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

度纺棉时1070转/分，纺银螯合纤维为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纺棉1.7:1，纯纺银螯合纤

维时2.2:1，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纤维20g/5米；

棉纤维/银螯合纤维定量16克/米；棉纤维定量为20g/5米，部分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不同调

整；

[0096] (2)并、粗、细工序：

[0097] 银预并：银螯合腈纶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棒隔距

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倍，8根喂入定量为20

克/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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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并条：为确保混合比达到要求采用八根喂入(4根棉生条、4根棉银生条)，头道排列

为：棉、棉银、棉、棉银、棉、棉银、棉、棉银；头道定量为20克/5米；二道定量为20克/5米，末道

定量为20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罗拉表距：8×16(mm)；

[0099]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7g/10米，罗拉

隔距由原纯棉的23.5×31(mm)，主要考虑0.4％银螯合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纤

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100；

[0100]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37.42倍，后压牵伸

为1.3倍，钳口隔距3.0，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1(mm)，捻系数356；

[0101]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1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102] 实施例4：

[0103] 0 .5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的共混纺丝纤维，比例是

60/40)和99.5重量％的长绒棉纤维(美国皮马棉)混纺构成抗菌纱线，纱线捻系数为344，纱

支24s，纱线捻度为70t/dm。纱线银含量为150ppm。

[0104] 1、工艺流程

[0105] A、含银量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的共混纺丝纤维，比

例是60/40，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

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FA304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106] B、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得棉纤维棉卷；

[0107] C、棉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棉纤维生条；

[0108] D、A:银螯合纤维预并+B:棉纤维棉卷→FA201梳棉机，得棉银混合生条；

[0109] E、C:棉纤维生条+D:棉银混合生条→FA304并条机型(三道)→FA456粗纱机→

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0.5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

维的共混纺丝纤维，比例是60/40)和99.5重量％的长绒棉纤维混纺抗菌纱线。

[0110]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111]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原棉打手速度纺棉时设定为1000转/分、

纺银螯合纤维时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

为380克/米，棉卷定量400克/米，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

度纺棉时1070转/分，纺银螯合纤维为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纺棉1.7:1，纯纺银螯合纤

维时2.2:1。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纤维20g/5米；

棉纤维/银螯合纤维定量24克/米；棉纤维定量为23.5g/5米，部分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不同

调整；

[0112] (2)并、粗、细工序：

[0113] 银预并：银螯合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棒隔距

说　明　书 8/13 页

11

CN 106167932 B

11



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倍，8根喂入定量为20

克/5米；

[0114] 并条：为确保混合比达到要求采用八根喂入(4根棉生条、4根棉银生条)，头道排列

为：棉、棉银、棉、棉银、棉、棉银、棉、棉银；头道定量为23.5克/5米；二道定量为23.5克/5米，

末道定量为23.5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50米/分；罗拉表距：5×10(mm)；

[0115]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8g/10米，罗拉

隔距由原纯棉的23.5×31(mm)，主要考虑0.4％银螯合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纤

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105；

[0116]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36.95倍，后压牵伸

为1.3倍，钳口隔距3.0，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1(mm)，捻系数344；

[0117]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0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118] 实施例5：

[0119] 0.2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70.8重量％的长绒棉(美国皮马棉)、29

重量％的麻纤维混纺构成抗菌纱线,纱支21s，纱线捻系数为342，纱线捻度为65t/dm。纱线

银含量为60ppm。

[0120] 1、工艺流程及混合

[0121] A、含银量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

梳棉机→FA304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122] B、麻(29重量％的麻纤维)、棉(70.8重量％的美国皮马棉)纤维→FA002抓棉机→

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得棉、麻

混合卷；

[0123] C、麻纤维、棉纤维(其比例也是29重量％；70.8重量％)→FA002抓棉机→FA016A混

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

棉、麻梳棉混合生条；

[0124] D、A:银螯合纤维预并条+B:棉、麻混合卷→FA201梳棉机，得麻、棉、银混合生条；

[0125] E、C:棉、麻梳棉混合生条+D:麻、棉、银混合生条→FA304并条机型(三道)→FA456

粗纱机→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0.2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

70.8重量％的长绒棉(美国皮马棉)、29％的麻纤维的混纺抗菌纱线。

[0126]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127]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原棉打手速度纺棉时设定为1000转/分、

纺银螯合纤维时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

为380克/米，棉麻卷定量400克/米，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

速度纺棉麻时1070转/分，纺银螯合纤维为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纺棉1.7:1，纯纺银螯

合纤维时2.2:1。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纤维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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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棉、麻、银螯合纤维定量15克/5米；部分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了不同调整；(条卷混合)

[0128] (2)并、粗、细工序：

[0129] 银预并：银螯合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棒隔距

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50米/分，牵伸倍数8倍，8根喂入定量为20

克/5米；

[0130] 并条：为确保混合比达到要求采用八根喂入，头道排列为：棉麻、棉麻、棉麻银、棉

麻、棉麻、棉麻银、棉麻、棉麻；头道定量为23克/5米；二道定量为22.5克/5米、末道定量为22

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50米/分；罗拉表距：8×16(mm)；

[0131]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8g/10米，罗拉

隔距由原纯棉的26.5×32(mm)，主要考虑0.5％银螯合纤维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

纤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100；

[0132]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32.16倍，后压牵伸

为1.25倍，钳口隔距4.0，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6(mm)，捻系数343；

[0133]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1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134] 实施例6：

[0135] 1 .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98.7重量％的涤纶纤维混纺纱线，纱支

16s，纱线捻度为48t/dm，捻系数290。纱线银含量为600ppm。

[0136] 1、工艺流程

[0137] A、含银量20重量％的银螯合纤维(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FA002抓棉机→

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FA304

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138] B、涤纶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涤纶梳棉生条；

[0139] C、A:银螯合纤维预并条+B:涤纶梳棉生条→涤纶、银螯合纤维预并→FA304并条机

(三道)→FA456粗纱机→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1.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

(纤维素纤维)和98.7重量％的涤纶纤维混纺纱线。

[0140]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141]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综合打手速度纺涤纶时设定为820转/

分、纺银螯合纤维时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成卷

定量为380克/米。涤纶卷定量400克/米；

[0142] 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度纺涤时835转/分，纺

银螯合纤维为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纺涤2.2:1，纯纺银螯合纤维时2.2:1，目的是便于

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纤维生条22.0g/5米；涤纶生条定量为

25克/5米；部分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不同调整；

[0143] (2)并、粗、细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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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4] 银预并：银螯合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20(mm)，压力棒隔距

块为3.5，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15倍，8根喂入定量为

21.6克/5米；

[0145] 银涤预并条：银螯合纤维预并条，涤纶生条首先预并，确保混纺比例准确，头道棉

条排列为：涤、涤、涤、银、涤、涤、涤；7跟喂入，定量为23.5米(称为涤银条)；然后用1根涤银

条与7根涤生条进行三次并合；

[0146] 头道涤银与涤排列为：涤、涤、涤、涤、涤银、涤、涤、涤；8跟喂入。头道、二道、三道均

为定量为23.5米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罗拉表距：10×20(mm)；

[0147]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8g/10米，罗拉

隔距由原纯棉的23.5×29.5(mm)，主要考虑1.5％银螯合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纤

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68；

[0148]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24.56倍，后压牵伸

为1.38倍，钳口隔距4.5，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6(mm)，捻系数290；

[0149]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2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150] 实施例7：

[0151] 0.2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99.8重量％的丙纶纤维混纺构成抗菌纱

线，纱支14s，纱线捻度为44t/dm，捻系数285。纱线银含量为230ppm。

[0152] 1、工艺流程

[0153] A、含银量11.5重量％的银螯合纤维(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FA002抓棉机

→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

FA304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154] B、丙纶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得丙纶卷；

[0155] C、丙纶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丙纶生条；

[0156] D、A:银螯合纤维预并+B:丙纶卷→FA201梳棉机，得丙纶、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157] E、C:丙纶生条+D：丙纶、银螯合纤维预并条→FA304并条机型(三道)→FA456粗纱

机→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落纱机，得0.2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99.8

重量％的丙纶纤维混纺抗菌纱线。

[0158]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159]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综合打手速度纺丙纶、银螯合纤维时设

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落量，银螯合纤维成卷定量为380克/米，丙纶卷

定量400克/米；

[0160] 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螯合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度纺丙纶、银螯合纤维

时835转/分，锡林-刺辊速比：2.2:1，纯纺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维的损伤产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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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定量：银螯合纤维20克/5米；丙纶定量为20克5米；丙纶、银螯合纤维定量为15克5米部分

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不同调整；

[0161] (2)并、粗、细工序：

[0162] 银预并：银螯合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棒隔距

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倍，8根喂入定量为20

克/5米；

[0163] 丙纶纤维生条与丙、银生条预并后，经三道合并以确保混纺比例准确；预并条排列

为：丙、丙、丙银、丙、丙、丙银、丙、丙；8跟喂入，定量为23.5米；

[0164] 头道、二道、三道均为8根喂入，定量为23.5米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

罗拉表距：12×20(mm)；

[0165]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8g/10米，罗拉

隔距由原纯棉的23.5×29.5(mm)，主要考虑2％银螯合纤维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

纤维，粗纱捻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70；

[0166]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21.5倍，后压牵伸为

1.25倍，钳口隔距4.5，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6(mm)，捻系数303；

[0167]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2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168] 实施例8：

[0169] 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50重量％的长绒棉(美国皮马棉)、47重

量％的丙纶纤维混纺构成抗菌纱线，纱支12s，纱线捻度为40t/dm，捻系数278。纱线银含量

为302ppm。

[0170] 1、工艺流程

[0171] A、含银量11.5重量％的银螯合纤维(佛山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FA002抓棉机

→FA016A混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

FA304预并机，得银螯合纤维预并条；

[0172] B、棉纤维(长绒棉)→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

棉机→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棉纤维梳棉生条；

[0173] C、丙纶纤维→FA002抓棉机→FA016A混开棉机→FA034开棉机→FA106型开棉机→

FA092混棉机→FA076E成卷机→FA201梳棉机，得丙纶梳棉生条；

[0174] D、A:银螯合纤维预并条+B:棉纤维梳棉生条→棉、银螯合纤维预并→FA304并条机

(三道)，得棉、银预并条；

[0175] E、D、棉、银预并条+C:丙纶梳棉生条→FA456粗纱机→FA507型细纱机→SAVIO自动

落纱机，得3重量％的银螯合纤维(纤维素纤维)和50重量％的长绒棉(美国皮马棉)、47重

量％的丙纶纤维混纺抗菌纱线。

[0176] 2、具体工艺条件如下：

[0177] (1)清花、梳棉：采用双棉箱混合，二个开清点，打手型式为三翼综合打手，打击过

多，会使纤维损伤和产生扭结，贯彻多松轻打工艺，原棉打手速度纺棉时设定为1000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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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银螯合纤维、丙纶时均设定为820转/分，尘棒间隔距尽量减小，减少络棉量，银螯合纤维

成卷定量为380克/米，丙纶卷定量400克/米棉卷定量420克/米，梳棉采用金属针布处理银

螯合纤维避免充塞针布，刺棍速度纺棉时1070转/分，纺银螯合纤维、丙纶为835转/分。锡

林-刺辊速比：纺棉1.7:1，纯纺银螯合腈纶、丙纶时2.2:1，目的是便于纤维转移，减少对纤

维的损伤产生短绒；定量：银螯合腈纶22.0g/5米，丙纶定量为25克/5米、纯棉定量为25克/5

米；部分隔距根据不同纤维作了不同调整；

[0178] (2)并、粗、细工序：

[0179] 银预并：银螯合纤维采用三上三下压力棒牵伸，罗拉表距10×18(mm)，压力棒隔距

块为3.0，目的是加强纤维的控制，出条线速度230米/分，牵伸倍数8.15倍，8根喂入定量为

21.6克/5米；

[0180] 棉、银并条：银螯合纤维预并条、棉生条三道合并以确保混纺比例准确，头道棉条

排列为：棉、棉、棉、银、棉、棉、棉；7跟喂入，定量为23.5米；(称为棉银)；

[0181] 头道棉条排列为(3根棉、3根丙纶、2根棉银)：棉、丙、棉银、棉、丙、棉银、棉、丙；8跟

喂入，头道、二道、三道均为定量为23.5米克/5米、出条线速度均为230米/分；罗拉表距：12

×18(mm)；

[0182] 粗纱：采用三罗拉双皮圈牵伸，为确保适应细纱牵伸倍数，粗纱定量8g/10米，罗拉

隔距：26.5×31(mm)，主要考虑3％银螯合腈纶纤维长度，在牵伸压内控制游离纤维，粗纱捻

系数根据纤维长度，细纱机后区工艺等条件决定，采用70；

[0183] 细纱：根据粗纱定量和纺出的细纱达到设计要求，机械牵伸为18.4倍，后压牵伸为

1.25倍，钳口隔距4.5，V型牵伸，罗拉表面距调整为19×26(mm)，捻系数278；

[0184] (3)络筒：络筒工序采用“小张力、低车速”的工艺原则，为了减少毛羽降低断头次

数，设置的车速偏低，张力偏小，电子清纱器为电容式，提高空气捻接器接头效率，减少纱

疵，为了保证纱线强力和回潮，车间温度控制在28℃～32℃，相对湿度控制在65％～75％之

间，络筒速度设计1100米/分可较好地兼顾生产效率和筒纱的品质。

[0185] 现有含银抗菌产品，都是通过后整理或者表面镀银的纤维实现的。其中，前者不耐

久且一直在织物表面；后者耐久，一直存在纤维表面，含有金属光泽，不能满足毛巾织物对

颜色及手感的要求。本发明的银螯合纤维，银离子只有在遇到液态水的时候才能够释放并

抗菌，遇水后的银离子释放不低于0.1ppm/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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