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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纱机高速高效工艺及器材配置的技术探讨 

缪定蜀 
(苏州市纺织工程学会，江苏 苏州 215004) 

摘要 ：为 了实现细纱机高速、高效、优质 、低耗的纺纱要求，从细纱工艺的功 能定位、设定原则、设 

计要求、客户及消费者最终价值与功能取向要求、前罗拉与胶辊握持应用以及新型创新器材的运 

用等方面分析 了纺织企业工艺技术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指 出：实现细纱机 高速 、高效、优质、 

低耗纺纱，除采用性能可靠、功能优异的器材并配套现代柔性工艺之外，应纠正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脱离市场及后道需求，一味依赖器材、过度追求质量指标的做法，做到根据品种、消费者需求， 

合理 、巧妙地运用器材的特长及功能，实现低耗、高性价比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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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probing into High--speed and High—-efficiency Technology and 

Accessories Configuration on the Spinning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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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the spinning frame performing with high speed，high efficiency，high 

quality and low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analysis is don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extile 

enterprises with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of the spinning 

process，data setting principle，design requirements，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and consumers 

with the ultimate value and performance orientation，gripping application of the front rollers 

and the new accessorie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o make spinning frame performing with high 

speed，high efficiency，high quality，and low consumption of material，it is not enough only to 

use performance—reliable and special accessories configuration with soft process，over relying on 

equipment performance and excessive pursuit of quality index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require— 

m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 following process demand should be avoided．It is bett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ccessories performance and the function according tO product varieties and in a 

reasonable and ingenious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 consumption of material and high per— 

formance—price ratio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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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环锭纺纱正进入优质 、高速 、高效 、低耗发 

展阶段 ，涌现 出大量新思路、新工艺、新器材推 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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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现 。在跨入 21世纪短短十几年内，我 国细纱 

机在大量运用自动化、智能化、模块化、蛛网化等先 

进技术，配合新材料、新器材、新技术、新设备推动细 

纱机向高速、高效、优质、低耗方向发展。但由于我 

国细纱机数量庞大，整体 自动化水平较低，加上工 

艺、管理滞后，企业中出现了不顾客户真正的质量及 

使用价值要求，采取过度工艺，滥用器材的现象，使 

其优势难以发挥到最佳。在高速优质基础上，如何 

配套使用器材与工艺 ，正本清源 ，使细纱机效能最大 

化是笔者撰写此文的 目的。 

1 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实现新型细纱机高速纺纱的前提是稳定的质 

量，高效的生产率，根据现阶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 

须排除干扰现代工艺技术及管理的因素，值得技术 

人员探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6个方面。 

1．1 现代工艺的设计原则及功能如何定位?现代 

工艺有哪些特征? 

1．2 如何跳出在工艺设计中把乌斯特公报水平作 

为企业内部考核重点 ，却忽视客户及消费者最终价 

值与功能取向的窠臼? 

1．3 如何看待过度使用控制棒作为提高质量的杀 

手锏?如何做到柔性控制，确保质量长期稳定在客 

户允许的波动范围内? 

1．4 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采用何种手段能保证细 

纱前罗拉钳口握持稳定不打滑? 

1．5 如何处理好新型器材与工艺及质量的关系，跳 

出紧隔距、强控制 、重加压的工艺思路? 

1．6 新型高速细纱机的哪些工艺及器材运用更为 

成熟? 

2 现代工艺的功能定位、设计原则及要求 

2．1 功能定位 

工艺是软件技术，可以成为核心技术。从市场 

经济角度看现代工艺功能有两点：一是工艺设定首 

先要满足后道用户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可承受的 

成本费用及最终消费者的使用价值；二是工艺应为 

企业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服务，做到最佳用棉成本， 

全流程贯彻耗能低、效率高、质量优、产量高，一年四 

季生产稳定的原则。 

2．2 设计原则 

工艺是生产管理的灵魂，调配好则生产、质量稳 

定可靠，否则生产顾此失彼，质量波动。工艺设计应 

根据不同设备性能，挖掘其最佳功能，为实现产品各 

项质量指标服务。现代工艺设计原则为在高效、高 

产、优质、低耗前提下，围绕客户用途，全面系统地做 

到对加工纤维的柔性开松、柔性梳理、柔性牵伸 、柔 

性控制。 

2．3 相关要求 

2．3．1 性价比好 

产品是企业生存之本，应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为前提，这样设计的工艺才有价值，即必须在满足产 

品质量的条件下，以配棉成本和生产成本为依据。 

2．3．2 全面系统 

工艺设计应根据原材料接替及客户质量需求变 

化通盘考虑，以实现整个生产系统长期可靠地运行， 

不可盲目追求单一质量指标；避免以条干为目的，采 

取过度刚性工艺，如控制棒用偏小直径控制环及偏 

小尺寸隔距块 ，造成春夏 、秋冬季节及下半夜的质量 

波动与质量事故。 

2．3．3 灵活性 

工艺灵活性即要求工艺能应“料”而变 ，应“环” 

而变，应“机”而变，应“器”而变；即工艺要依据原料、 

空调、设备、器材等变化而变化。 

2．3．4 长期稳定 

工艺必须优选 ，杜绝单一追求指标的短期做法 

以及变化工艺 的随意性 ，应在柔性工艺理念下 ，减少 

工艺加工中的过度梳理、过度收紧、过度控制、过重 

加压 ，真正做到低耗优质。克服工艺 管理上 的两大 

薄弱环节：一是避免工艺上车检查由于人员精简走 

过场；二是避免出现万能工艺，如清梳联、清棉、并条 

等工序，翻改品种却工艺照旧[】]。 

3 注重最终价值与功能取向 

工艺设计不能仅以乌斯特公报水平取代客户与 

消费者的最终价值与功能取向要求。目前，企业中 

普遍存在营销接单人员与工艺工程师沟通互动较少 

的现象，即工艺工程师仅凭一张简单且无客户详细 

要求的订单下单，不了解客户对纱线各项指标及用 

途的要求，有些企业甚至只是电话或口头传达，往往 

造成设计不计成本 ，盲 目追求 USTER条干 CV值 

水平，或配棉质量过差，导致客户屡次投诉甚至索 

赔，形成工厂狠抓生产质量与质量指标难于控制的 

怪圈与顽疾。 

4 强化前罗拉与胶辊握持应用的探讨 

一 百年来，环锭细纱机前罗拉握持始终是弹性 

体与刚性体之间的握持，为了更好地握持，弹性 



第 42卷 第 5期 
2015年 9月 

识器l；}。 
Textile Accessories 

体——牵伸胶辊 的硬度(A512型细纱机)从邵尔 

A80度降至 目前的邵尔 A63度 ，由线握持变成一定 

宽度的面握持，改善了横向握持均匀度，有利于对三 

角区边纤维的控制。要做到细纱前罗拉钳口握持稳 

定不打滑，即不出“硬头”，似乎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做 

到。从牵伸理论角度看，不出“硬头”就是处理好握 

持力与牵伸力或者引导力与控制力的矛盾。在牵伸 

过程 中只要做到最小握持力始终大于最大牵伸力 ， 

前钳 口线上浮游纤维引导力始终大于控制力 ，即属 

于比较理想的牵伸状态。高弹性是胶辊低硬度的基 

础，否则会产生塑性变形；但按现有技术，丁腈橡胶 

无法做到更 小硬度 (目前无 法做 到低 于邵 尔 A60 

度)下的弹性恢复。聚氨酯胶辊硬度可以做到邵尔 

A55度，弹性恢复好于现有丁腈橡胶胶辊且更加耐 

磨 ，回磨周期可提高 3～4倍 ，表面粗糙度可适 当偏 

高且不影响条干和抗绕效果。对集聚纺而言，这种 

性能要求更高 ，因为集聚纺设备没有清洁辊 ，所以绕 

花对其成纱质量影响较大[2 ]。 

实际生产中如何强化前罗拉与胶辊的握持?目 

前，广泛采用的低硬度高 弹性胶辊在柔性工艺下基 

本能够满足要求。但某些厂采取过紧的隔距以平衡 

牵伸力，使前胶辊过度加压，出现某些论文中提到的 

涂料配 比越浓条干反而越好的反常现象 。这种握持 

力增加过多而牵伸力并未同步增加，反而造成胶辊 

弹性恢复不良，反包围弧延伸使变速点位移变化，破 

坏条干 CV值，增加锭差。此外，现有牵伸装置工艺 

上往往存在喂入定 量过大 ，牵伸倍 数过大 ，导致纱 

疵、毛羽相应增加；隔距块或者隔距块控制棒过小也 

会造成短粗竹节相应增加。 

较为理想 的握 持状态是在前 上胶辊做到“光、 

滑、爽、燥”的前提下 ，表面粗糙度可以偏大掌握 ，以 

表面粗糙度 Ra值小于 1．0 m为准，即胶辊硬度满 

足牵伸中弹性恢复要求，如采用低硬度聚氨酯胶辊。 

此外，如果前罗拉制造技术获得突破：即将现有斜齿 

改为人字交叉齿使前胶辊摩擦传动力得到左右平 

衡 ，或者在钳 口工作面覆盖耐磨半弹性体 ，使上下均 

为弹性握持，可使前档压力在更小的条件下实现可 

靠握持 。保持前钳 口稳定 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上 、 

下胶圈控制纤维的稳定性，即运用可靠的器材做到 

上、下胶圈运行同步、无滑溜，即可满足纺纱牵伸稳 

定性要求。 

5 现阶段较成熟的工艺与器材 

据实而言 ，各种类 型环锭纺纱并没有真正 的原 

创工艺 ，高效工艺只能说是一种理念 ，是挖掘工艺潜 

力的延伸，如果企业的管理技术上档次则可获益 ，反 

之无利可图，这是急功近利者 的必然结果 。以笔者 

个人看法，以下较为适合中国国情。 

5．1 V型牵伸工艺的大面积推广 

V型牵伸是传统平面牵伸改为后罗拉重心提高 

到主牵伸区平面的牵伸型式。该牵伸把后罗拉中心 

抬高 12．5 mm，后上罗拉后移约 25 mm，使后上罗 

拉和后下罗拉 中心线与前 、中、下 罗拉连线形成约 

25。夹角 ，从而使后区形成一个 曲线牵伸 区。这种配 

置减少 了粗纱 须条在后 区牵伸 中的捻 回重分布现 

象，并使其保留较多的剩余捻回，保证喂入前区牵伸 

的须条结构紧密均匀，与前区摩擦力界良好配合，并 

形成稳定一致的摩擦力界分布。同时，纱条以较高 

的紧密度呈 V形喂入主牵伸区_4 ]。 

V型牵伸的优势 ：① 相对于平面牵伸同等定量 

条件基本符合柔性牵伸，增加了粗纱在后下罗拉和 

中上罗拉的接触角，使纱条伸直度提高，总牵伸倍数 

较传统牵伸倍数大，约 6O倍，后牵伸为 1．2～1．8 

倍；② 在保质前提下可适应粗纱重定量，可缓减粗 

纱供应 ，减少粗纱开台，降低总成本 ；③ 后区握持距 

达 55 mm～60 mm，非握持距仅 30 mm～35 mm， 

既握持长纤维又控制短纤维 ，仅需换上、下销及胶圈 

就可适纺中长纤维与短纤维。 

V型牵伸新 开 车或 温湿度 不 良易造成 “出硬 

头”，原因是后胶辊压力小于 100 N／双锭，握持力小 

于牵伸力导致胶辊滑溜 。解决办法 ：后胶辊直径大 

于 28．5 mm；将后胶辊后移量减少 2 mm；适当调 

大后牵伸倍数及隔距块 。 

5．2 后区控制棒上销的运用 

控制棒上销是在上销后侧作相应延伸，是 V型 

牵伸 的进一步完善优化。 目前有常用两种型式 ：一 

是单控制棒上销，用于 V型牵伸，可解决 V型牵伸 

反包 围弧带来 的摩擦力界宽度向牵伸 中区扩展造成 

变速点后移的牵伸波动，使条干质量更加优化；二是 

双控制棒上销，用于平面后区牵伸 ，靠近中上罗拉的 

控制棒可解决反包围弧造成牵伸力波动及变速点后 

移问题，且靠近后罗拉的控制棒相当于 V型牵伸装 

置，可增加控制纱条的曲线牵伸区域。 

5．3 碳纤上销的推广运用 

碳纤材料的出现，解决了铁质上销因为磨损造 

成胶圈打滑跑偏 、中凹、同步性差的难题 。目前常见 

的碳纤上销包括纺纯棉 6833系列可适合弹簧摇架 

与气加压摇架两类的有边上销 、无边上销 、前沿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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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及椭 圆形或 曲线 S型 上销 。近 两 年推 出 的 

6939系列上销也适合弹簧摇架与气加压摇架两类 ， 

是 6833系列上销的加长延伸，在下销前沿至前罗拉 

钳口的浮游区增加一段包围弧，形成曲线牵伸，胶圈 

下压作用增强，可有效缩短近一半浮游区，从而有利 

于减少纤维间移距偏差 ，较刚性控制棒具有柔性控 

制特征 ，上销前沿对纤维须条 的作用随着直径变粗 

压力增大，牵伸效率提高，反之压力减小，牵伸效率 

降低 。具体规格有：S型 曲线牵伸 可控制浮游纤维 

上销 ，加挡边上销可减少飞花附入，减少工作挡尺寸 

上销，降低摇架压力、节能降耗的 CS型上销，以及 

特别适宜赛络集聚纺、高能耗的牵伸上销。 

5．4 新型下销的推广运用 

新 型下销将 老式下销前平 面 由8 mm缩 短至 

4 mm～6 mm，加宽拱形曲面弹性层 ，可增强对 中区 

纤维控制。此外，平面与后部曲面高度差由 1．5 mm 

增大至2．5 mm～3．0 mm，弹性更好，上托高度减 

小 ，可增加上销下压的控制强度 ，与新型碳纤上销胶 

圈形成摩擦力界强度低于胶圈钳 口，稳定 了握持力 

实现了强控制。但立达 G32型、G33型的 RI—Q 

Draft气加压摇架配备 的有利 于纤 维导 向桥 的 Ri— 

Q-Bridge新型下销，没有采用传统的高低差曲面形 

式 ，而是采用更为柔性的曲线形下销 ，这种考虑能使 

细纱长车条件下牵伸摩擦力更小 ，从 而使下胶圈运 

行更加稳定 ，较好地延长了下胶 圈使用寿命 ，据称粗 

细节可减少约 3O 。 

从柔性牵伸及生产稳定性看 ，在纯棉精梳针织 

纱工艺上不主张使用控制棒 ，因为控制棒在纯棉普 

梳及产品档次要求不很高的情况下效果明显，但不 

利于长期稳定生产，除非将 现有刚性控制棒改为上 

下弹性调节的控制棒。须条厚 ，反弹力大；须条薄 ，反 

弹力小。欧瑞康细纱机罗拉前 区隔距做到 目前国内 

最小 16 mm，这有利于空调有波动的情况。传统铁 

中上罗拉可以考虑改为表面高硬度聚酯材料，邵尔 A 

硬度为 85度～92度(2 mm厚 ，一般用 6819A压套， 

6825EA 中铁辊 ，无锈，减少滑溜)，如果采取上销的 

张力结构，对中上罗拉直径范围放宽至 25．0 mm～ 

25．5 mm，这样中区与上 、下胶圈形成约 3 mm 的 

弹性握持区，既避免铁质上罗拉生锈 ，又可增强横向 

握持均匀度，改善条干 CV值约 0．4个百分点 。 

后区控制棒上销的运用 ，弥补了后 区对浮游区 

失控的空 白，稳定 了中部摩擦力界变速点 的波动。 

上销在纺纱牵伸中至关重要，组合零部件最多，包括 

配套的上胶圈、上罗拉、隔距块、控制棒，组合件多最 

易造成锭差及条 干 C 值变差。6939系列上销改 

善条干 CV值，降低 IPI疵点 ，提高强力 ，降低精 梳 

落棉率效果 明显 。 

5．5 我国高速卷绕器材瓶颈突破 

集 聚纺技术在我国推行已有十多年 ，初期为满 

足线速度在 4O m／s以上高速运行要求 ，必须用 价 

格昂贵的进口钢丝圈。后来，中纺联组织国内数家 

著名制造钢领、钢丝圈的企业进行攻关 ，重庆金猫纺 

织器材有限公司在 2009年首先研发出 BS(蓝宝石) 

钢丝圈 ，打破高端钢丝圈完全依赖进 口局面，进而与 

国内知名高校联合研发的 TP(黄晶)钢丝圈，其质 

量水平和尺寸精度显著提高，能够像进口同类产品 

一 样做到无走熟期 ，使用寿命达 20 d～30 d，线速 

度突破 45 m／s，可适应高速、细号(最细 1．62 tex) 

纺纱。 

由于近几年市场不景气，迫使企业降低生产成 

本。过去采用中低端的钢领、钢丝圈造成生产效率 

低下、断头增加、用工增加、招工困难 的境况必须改 

变 。企业如果采用长寿 、耐磨的钢领 、钢丝圈，将纺 

纱速度从 16 kr／min提升至 17．6 kr／min，产量就增 

加 1O ，即 1万锭增产约 110 t，按每吨加工费 0．9万 

元计 ，一年增效 99万元 ，10万锭 即增效近千万元 ， 

意味着 1．2亿纱锭少开 1 200万锭 ，一年至少节电 

10亿 (kW ·h)。 

6 新型创新器材的运用 

6．1 性能要求 

新型器材应满足两点 ：一是根据产品质量要求 

有调整空间；二是按照工艺(定量、加压、速度、捻度 

等)设定做到柔性控制 。保证器材质量 28字：外观 

精细 、尺寸精密 、调整精巧 、柔和控制 、节能降耗、性 

能可靠、经久耐用，这是新 型器材适应未来高品质、 

高速细纱机最基本的要求。 

6．2 存在问题 

6．2．1 同机台同品种器材规格不同 

曾经在某 厂 同一品种上发现有多种形式的上 

销、多种颜色及规格 的隔距块、多种规格 的胶辊等， 

除了企业本身管理混乱外 ，器材厂上 门推销及试验 

是现有企业普遍现象 ，使企业成为设备与器材竞争 

又一战场 。 

6．2．2 改造越改越乱 

改造 的 目的本应是提升产品档次 ，但如果企业 

为了节约成本，选择质次价廉的器材，也会导致故障 

频繁、质量波动，所以器材选择一定要 以质量稳定可 



第 42卷 第 5期 
2015年 9月 

织卷l=} 
Textile Accessories 

靠、性能优良耐用为准。集聚纺改造中，罗拉和摇架 

质量十分关键 ，一般纺企不愿换新 ，往往最终做不出 

好产品。 

6．2．3 工艺影响 

工艺设定要根据器材的规格与适应的范围而合 

理使用，不少企业由于管理漏洞，气加压摇架的总压 

力差异非常大 ，如工艺规定 0．08 MPa，实际可能为 

0．03 MPa~O．20 MPa，实测前档压力最高 300 N／ 

双锭(工艺要求 160 N／双锭 ～180 N／双锭)。隔距 

块虽不起眼 ，但对牵伸力及 C 值非 常关 键 ，有些 

厂不仅同时用单面和双面隔距块，而且隔距块差异 

约 0．6 mm(I艺要求为土0．025 mm)，笔者做过试 

验 ，当隔距块相差 0．10 mm 时，C、／b值相差 约 0．4 

个百分点 。 

6．2．4 使用器材常见的问题 

目前，受整个市场环境影响，企业效益普遍不 

好，为降低成本，配棉评级越来越差，空调越开越不 

正常，品种翻改越来越频繁，这些都可能使器材在牵 

伸变化巨大情况下 出现 问题 ，季节交替更是质量 出 

问题的高峰期。 

6．3 对现阶段我国棉纺器材发展的总体看法 

在细纱纯棉纺纱突破 18 kr／min的高速耐用器 

材上没有重大突破，尤其是细纱长车越长越难控制， 

而粘胶产品 R 19．4 tex纺纱技术在锥 面钢领上 已 

经达到 17．6 kr／min，接近 18 kr／min，长期 生产没 

有悬念。 

由于器材与配件的可靠性、稳定性影响着整机 

的生产 ，福建长乐一家拥有近百万锭的企业认为，用 

好现代化纺纱设备最最关键之处就是用好器材 。该 

厂特别青睐细纱短车，觉得短车性能可靠、维修方 

便，他们在短车上生产的粘胶及 CVC产品不逊于 

进 口流水线细纱长车的产品品质 ，而成本却低很多 ， 

秘诀就在于选择符合产品质量的器材。此外，细纱 

长车投入市场不过十来年，其可靠性、稳定性还需进 

一 步提高。 

总体而言 ，由于新材料 、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 

的推动发展，细纱配套器材相对其他工序改善条干 

CV值，器材的创新影响更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 

低硬度高弹性胶辊与前后牵伸区控制棒的运用；改 

善摩擦力界 ，能更有效控制纤维运动的上、下销的创 

新利用 ；改善握持力 、长寿耐用 的新型聚氨酯胶辊以 

及 比普通 A3钢领有更好性价 比的轴承钢及铬合金 

钢钢领的出现。 

碳纤维上销将大面积取代铁上销，这是新型器 

材的发展趋势。新型下销及配套的滚动胶圈张力架 

将会取代老式下销及滑动式张力架 。在高速 、优质 、 

高端的纱线品种上 ，聚氨酯胶辊将取代丁腈胶辊 ；锥 

面钢领、蓝宝石高速长寿命钢丝圈是适应高速生产 

的最佳选择。 

SF型牵伸装置可满足约 70倍 的牵伸要求 ，解 

决了粗纱重定量难题，提高了特细特纱的条干 CV 

值 。FA系列细纱机前 区中罗拉滑块 尺寸 的缩小 ， 

使前区罗拉隔距从 17 mm 缩至 15 mm，更有利于 

对浮游纤维的控制，这是 目前具有更多推广价值的 

技术改造[6]。 

7 结语 

实现细纱机优质、高速、高效、低耗纺纱，除采用 

性能可靠 、功能优异的器材 以及配套现代柔性工艺 

之外，应纠正纺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脱离客户市场 

及后道需求，一味依赖器材、过度追求质量指标的做 

法，应根据品种 、消费者需求 ，合理、巧妙地运用器材 

的特长及功能，达到低耗、高性价比，保证生产长期 

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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