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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在使用空心锭花式纱线纺纱机生产羊毛圈圈纱产品时,纱线圈圈花型保持丰满的同时纱线手感柔软,使

用经过改造的空心锭花式纱线纺纱小样机纺制了7种不同捻度的羊毛圈圈纱;分别对不同捻度下纺制所得圈圈纱圈圈密

度进行统计并对比,发现空心锭假捻的变化对羊毛圈圈纱的圈圈密度有一定影响。结果表明:采用新型空心锭花式纱线

纺纱机生产羊毛圈圈纱时,在合理的纱线捻度范围内,空心锭假捻越大,生产的羊毛圈圈纱圈圈密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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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式纱线是在纺纱或制线过程中采用特定原料、
特殊设备或特种工艺对纤维或纱线进行加工而得到的

具有特殊结构和外观效果的纱线[1]。花式纱线的花型

皆是通过饰纱表现出来的,主要反映纱线的外观效果;
芯纱作为纱线强力的主体,起骨架作用,是纱线在纺制

和织造过程中承受张力的主要部分;固纱用来固定花

型,使花型按生产时的方式固定下来,从而避免沿长度

方向发生滑移[2]。
早在1986年,国内就已经出现对圈圈纱试制工艺

的相关研究[3],经过30多年的发展,对于圈圈纱的生

产工艺、性能测试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已较为广泛。林

晓云、张美玲等对圈圈纱纺制过程中诸多影响因素的

分析研究[4-5]表明:影响圈圈纱成纱效果的因素有很

多,例如生产车间的温湿度、选用的纺纱原料以及纺纱

工艺参数、设备状态等;张传亭及刘光彬等的研究结

果[6]结合企业实际生产中所得经验也表明:在圈圈纱

的纺制过程中,圈圈纱捻度对圈圈纱圈圈直径、密度都

有较大影响。在合理捻度范围内,对于纱线生产过程

中假捻(成花捻度)与圈圈密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没

有较多的相关研究报道。
羊毛作为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深受大众喜爱和

欢迎,它具有弹性好、吸湿性强、保暖性好等优点,且羊

毛纤维长度较棉纤维长,纺制圈圈纱时更易成花且花

型更加均匀[7]。试验以0.25g/m白色羊毛粗纱作为

饰纱,7.8tex白色锦纶长丝作为芯纱和固纱,利用新

型空心锭花式纱线纺纱机纺制羊毛圈圈纱。采用直接

计数法记录圈圈密度;以30捻/m的捻度变化梯度改

变羊毛圈圈纱的纱线捻度,纺制7款不同捻度的羊毛

圈圈纱。所得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空心锭假

捻对羊毛圈圈纱的圈圈密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为
花式纱线企业优化羊毛圈圈纱产品质量以及丰富设备

控制提供参考。

1 试验部分

1.1 仪器及设备

YG086C型缕纱测长仪(常州中纤仪器);电子秤;

Y331纱线捻度仪(常州市华纺纺织仪器有限公司);空
心锭花式纱线纺纱小样机(苏州市华飞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30cm钢尺;超声波雾化器;空调等。
试验所用纺纱设备是一款新型空心锭花式纱线纺

纱机,其中空心锭是经过改造的新型空心锭(图1)。普

通空心锭固纱管位置和下方假捻器是连在一起,由同

一根皮带传动;而试验所用新型空心锭将固纱管位置

和下方假捻器分开进行独立控制,各自由一根皮带单

独传动,可分别独立进行控制,因此试验可单独改变假

捻器运行速度。

1.2 纺纱原理

圈圈纱由芯纱、饰纱和固纱三部分组成,花式纱线

简图如图2所示,是在纺制过程中采用特种工艺对纱

线或纤维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具有封闭圈圈外观效应的

纱线[8]。饰纱经过前中后三组罗拉组成的牵伸装置,
被一定的牵伸倍数牵伸后,变成须条,芯纱罗拉输出的

芯纱穿过导纱瓷管在前罗拉出口处与饰纱须条汇合,
芯纱和饰纱再一起穿过空心锭,来自空心锭筒管上的

固纱以一定捻度将超喂形成的圈圈包缠固定,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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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捻器最终由输出罗拉输出。

皮带1

皮带2

“T”型假捻器

图1 新型空心锭

固纱

芯纱

饰纱

图2 花式纱线简图

1.3 原料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在纺织品领域,服装

的流行趋势需要纱线既具有天然纤维柔软舒适的特

点,又兼具回归大自然的简约色彩,因而自然又百搭的

白色羊毛纺织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追

捧[9]。试验选择0.25g/m,纤维长度100mm,纤维平

均细度19.5μm的白色羊毛粗纱作为饰纱,7.8tex白

色锦纶长丝作为芯纱和固纱,纺制羊毛圈圈纱。

1.4 工艺设计

试验选择相同原料,设计7种不同纱线捻度,纺制

细度为38tex左右的羊毛圈圈纱。经纺纱试验预准备

阶段发现:圈圈纱的纱线捻度在390捻/m以下时,由
于来自于空心锭筒管上的固纱对纱线外表面的饰纱包

缠捻回数过少,导致固纱对饰纱超喂所形成的圈圈花

型捆绑不良,圈圈花型稀疏且发生较严重滑移现象,不
能正常成纱;同时,由于纺纱过程中饰纱超喂比保持恒

定不变,输出罗拉速度与纱线捻度成反比,当圈圈纱的

纱线捻度达到630捻/m以上时,相同长度的饰纱分布

在更短的纱线上,纱线外表面捻回数过多,即饰纱被固

纱包缠过于紧密,导致圈圈直径过小,纱线手感偏硬,

纱线表面几乎无圈圈花型。当纱线捻度以10捻/m的

变化梯度改变时,由于捻度变化梯度过小,在一定长度

的圈圈纱上圈圈数量几乎无明显变化;当纱线捻度以

50捻/m的变化梯度改变时,由于捻度变化梯度过大,
对比发现在一定长度的圈圈纱上圈圈数量变化过大,
试验所得数据过于粗糙。

同理,影响圈圈密度的除纱线捻度之外,假捻影响

也很显著。假捻器转速为空心锭转速与假捻/真捻的

比例之积,在空心锭转速保持一定的情况下,为保证纺

纱设备在开机时能正常运转,假捻器转速有一定上限,
所以选择在假捻/真捻的比例为1.0至1.6范围之内

进行羊毛圈圈纱与假捻关系的探究。
因此,工艺设计方案选择在纱线打样间进行,温度为

(25±1)℃,湿度(69±1)%RH;选用新型空心锭花式纱线

纺纱小样机在同一纱锭上生产羊毛圈圈纱。生产过程中

以420捻/m至600捻/m作为羊毛圈圈纱的捻度变化范

围,以30捻/m作为圈圈纱的捻度变化梯度生产7款不同

捻度的羊毛圈圈纱;空心锭转速5000r/min恒定不变,在
假捻/真捻的比例由1.1逐渐增大到1.6范围内,以0.1
为假捻(成花捻度)与真捻(捆绑捻度)的转速比例变化改

变假捻器转速;纺制羊毛圈圈纱,将其圈圈密度与假捻/真

捻为1.0的羊毛圈圈纱进行对比,探究空心锭假捻对羊毛

圈圈纱圈圈密度的影响[10]。
在空心锭花式纱线纺纱小样机上试纺制羊毛圈圈

纱并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后,得出纺纱各项工艺参数如

表1所示:
表1 工艺设计方案

项 目 工艺参数

空心锭转速/r·min-1 5000
超喂比 1.6
牵伸倍数/倍 18
芯纱张力 0.95
捻 度/捻·m-1 420~600

1.5 测试

(1)纱线细度 使用YG086C型缕纱测长仪,每次

绕纱30m,电子秤称其重量,计算圈圈纱公制支数,分
别测量3次,求其平均值。在实际生产中,花式纱线一

般采用公制支数来衡量纱线细度,试验时,公制支数可

通过公式直接换算成特克斯。
(2)捻度 圈圈纱由芯纱、饰纱和固纱三部分组成,形

成的圈圈花型是由纱线外表面的固纱包缠固定得到的。
固纱对饰纱的捆绑捻度即为圈圈纱的纱线捻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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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31纱线捻度仪,反向退捻至饰纱与芯纱平行时,测得羊

毛圈圈纱的捻度,分别测量3次,求其平均值。
(3)圈圈密度 使用30cm钢尺测量出圈圈纱固

定长度20cm,在羊毛圈圈纱处于自然伸长状态时,对
每种不同捻度羊毛圈圈纱分别数出10段20cm内圈

圈纱的圈圈数量,采用直接计数法统计圈圈纱圈圈数

量,并取其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经测试,所得不同捻度羊毛圈圈纱细度均达到

38.4tex,圈圈纱表面圈圈花型均匀,风格细腻,手感柔

软。直接计数法得出各款羊毛圈圈纱圈圈密度如表2
所示。

表2 7种不同捻度羊毛圈圈纱的圈圈密度

单位:个·m-1

假捻/真捻
捻 度/捻·m-1

420 450 480 510 540 570 600
1 66 65 76 76 79 90 96
1.1 66 72 76 78 81 90 97
1.2 66 72 77 82 87 90 102
1.3 67 74 79 85 89 94 105
1.4 68 78 80 86 99 96 107
1.5 70 78 91 96 105 107 121
1.6 76 86 96 100 112 120 130

  将所得假捻/真捻为1.1至1.6之间的所有羊毛

圈圈纱的圈圈密度,与其对应捻度的假捻/真捻为1.0
时的羊毛圈圈纱的圈圈密度进行对比和分析。由表2
中所示数据横向对比显示:在420捻/m至600捻/m
的圈圈纱捻度范围内,当假捻/真捻的比例不变时,羊
毛圈圈纱的圈圈密度随纱线捻度(捆绑捻度)的增大而

增多。当纱线捆绑捻度增大时,一定量的饰纱须条在

相同纱线长度上分布了更多的圈圈,因此圈圈纱的圈

圈直径略微减小,但圈圈密度增多;由表2中所示数据

纵向对比显示:同一纱线捻度的圈圈纱,当假捻/真捻

的比例(即成花捻度)由1.0逐渐增大到1.6时,羊毛

圈圈纱的圈圈密度随假捻的增大而增多。即当纱线捻

度(即捆绑捻度)一定时,随着假捻器转速的不断增大,
羊毛圈圈纱成花捻度不断增大,饰纱须条经过假捻器

假捻转速的提高翻出更多花型,使得圈圈密度增大,并
且圈圈直径不变。羊毛圈圈纱捆绑捻度不变,但圈圈

密度增多,因此可得到圈圈花型蓬松丰满同时纱线手

感柔软的羊毛圈圈纱。

3 结语

不同的纤维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质,纤

维的强力、弹性恢复率等因素影响纱线成花的性能,即
使纺制同一种花式纱线,只要原料改变,原来的工艺必

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纺出高质量的纱线。因此,在
实际生产中,研究结论只针对生产相关毛型花式纱线

提供参考。选用新型空心锭花式纱线纺纱机生产羊毛

圈圈纱时,空心锭假捻器运行速度对羊毛圈圈纱的圈

圈密度有较大影响。纱线捻度在400~600捻/m范围

时,羊毛圈圈纱圈圈密度与空心锭假捻运行速度之间

存在正相关,即在合理捻度范围内,假捻器运行速度增

大,则羊毛圈圈纱圈圈密度增大。当纱线捻度增大时,
羊毛圈圈纱在一定的范围内,圈圈密度亦增大,但使用

普通空心锭时固纱包缠捻度增大会导致纱线手感变

硬。而选择试验所用新型空心锭时,因可单独控制假

捻器转速,即空心锭转速(纱线捆绑捻度)不变,增大假

捻器运行(成花捻度)速度即使得纱线成花捻度增大,
从而在合理的纱线捻度范围内,羊毛圈圈纱圈圈密度

丰满的同时保证纱线手感柔软。为选用新型空心锭花

式纱线纺纱机的企业,生产羊毛圈圈纱或拉毛纱时更

加方便地调整纱线生产工艺参数、优化圈圈纱产品质

量提供一定的依据,也为花式纱线企业丰富设备控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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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WeavingCoursebasedonMicro-lecture
XIAOYuan-shu,LIUXian,FANGDan-dan

(TextileandClothingInstitute,XinjiangUniversity,Urumqi830046,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shortcomingsof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ofweavingcourseinourcollege,teachingmethodsofwea-

vingcoursewerereformedfromintegratingtheorywithpracticalproductionandstimulatingstudents'studyenthusiasm.Thespecific

applicationofmicro-lectureintheself-studybeforeclass,classroomteachingandclassroomexperimentlinkwasexploredtomakeit

bettercombinewith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s,soastoimprovethestudents'learningautonomyand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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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heHollowIngotFalseTwistingonCoilDensityofWoolenLoop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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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ordertomakethefancyyarnenterprisesusehollowingotfancyyarnspinningmachinetoproducewoolenloopyarn

productswhichcoilwasfullandyarnwassoft,anewtypedofmodifiedhollowingotfancyyarnspinningproofingmachinewasused

tospinwoolenloopyarnwithsevenkindsofdifferenttwisting.Thecoildensityofwoolenloopyarnunderdifferenttwistingwascal-

culatedandcompared.Itwasfoundthattheproportionoffalsetwistingofhollowingothadacertaininfluenceonthecoildensityof

woolenloopyarn.Inareasonabletwistingrange,thecoildensityofwoolloopyarnincreasedwiththeincreaseoffalsetwisting.

Keywords:hollowingotfancyyarnspinningandtwistingmachine;falsetwisting;woolenloopyarn;twistingamount;coildens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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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ofFashionMaterialCourseinArtColleges
DUANYan-fang

(EasternInternationalArt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1450,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artcollegestudentsandthetrainingobjectiveoffashiondesign,inviewoftheshort-

comingsoftraditionalclothingmaterialscourse,itwaspointedoutthatthepracticalapplicationshouldbetakenasthefocusofthe

course.Reformswerecarriedout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coursecontent,teachingmodeandassessmentmethod,toprovideref-

erencefortheclothingmaterialcourseinartcolleges.

Keywords:artcolleges;clothingmaterial;teachingemphasis;curriculu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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