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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

细纱新型牵伸器材专件的探讨
谢家祥

(夏津县润通纺织有限公司,山东 夏津　２５３２００)

摘要:为了提高纺纱质量和纺纱牵伸器材的使用寿命,介绍新型胶辊、前区集合器、前后区压力

棒、新型下销和加长上销等新型牵伸器材在材质、规格、控制位置上进行的利于提高纺纱质量的

优化方法,对比分析新型器材专件的优缺点,从牵伸力学角度详细阐述器材专件的质量改善机理

与负面作用.指出:在纺纱器材专件制造中应用新型材料,可提高其适纺性能和工艺性能,但要

注意材料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应用新型牵伸器材专件对稳定控制牵伸过程作用积极,能改善纱线

条干CV 值、IPI疵点和毛羽等;安装调试是正确发挥器材专件效能的关键,力、速度、距离三要素

合理设计和相互配合是牵伸达到高质、高效的关键;原料是决定纱线质量的第一要素,工艺处理

绝不会增加原料的性能优势,优良的工艺处理和合理的器材配置不但不会使原料性能优势遭到

破坏,相反能将原料性能优势延续到纱线上.
关 键 词:牵伸器材;专件;材料;摩擦因数;细纱;力;速度;距离

中图分类号:TS１０３．８２＋３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Ｇ９６３４(２０１８)０６Ｇ００２０Ｇ０７

DiscussionontheNewDraftingAccessories
andSpecialPartsforSpinningProcess

XIEJiaxiang
(XiajinCountyRuntongTextileCo．,Ltd．,Xiajin２５３２００,Chin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spinningqualityandtheservicelifeofspinningdraftingacceＧ
sories,thispaperintroducestheoptimizationmethodsofmaterial,specificationandcontrolpoＧ
sitionofnewdraftingaccessoriesincludingcots,frontcollector,frontandrearpressurebar,

newbottomapronandextendedtopaproncrandle,whichisbeneficialtotheimprovementof
spinningquality,andcomparativeanalysisisdoneto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
newaccessoriesandspecialparts．Fromtheperspectiveofdraftingmechanics,thequalityimＧ
provementmechanismandnegativeeffectsofaccessoriesandspecialpartsareexpoundedindeＧ
tails．ItispointedoutthattheapplicationofnewmaterialsinthemanufactureofspinningaccesＧ
soriesandspecialpartscanimprovespinningperformanceandtechnologicalproperties,but
closeattentionshouldbegiventotheadaptabilityandstabilityofthematerials．Applicationof
newdraftingaccessoriesandspecialpartsplayanactiveroleinstabilizingandcontrollingthe
draftingprocess,andcanimprovetheCVvalueofyarnevenness,IPIdefectsandhairiness,etc．
Installationandcommissioningarethekeystogivefullplaytotheefficiencyoftheaccessories
andspecialparts．Rationaldesignandcoordinationofforce,speedanddistancearethekeysto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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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vehighqualityandhighefficiencyindrafting．MaterialisthefirstimportantforyarnqualiＧ
ty,andprocesstreatmentwillneverincreasetheperformanceadvantagesofraw materials．ExＧ
cellentprocesstreatmentandreasonableaccessoriesconfigurationnotonlyexploresthepotenＧ
tialsofrawmaterials,butalsoextendstheperformanceadvantageofthematerialtoyarnquality．
KeyWords:draftingaccessories;specialparts;material;frictionfactor;spinning;force;speed;

distance

０　引言

笔者认为,细纱牵伸器材包括胶辊、胶圈、上销、
下销、压力棒、集合器和隔距块等.近几年,一些新

型器材在材质、规格、控制位置方面进行了一些优

化,更利于提高质量,因此,这些器材的正确选择与

使用变得尤为重要.若得当,就能有效控制纤维集

束有序变速、降低纱线质量变异系数;若不当,就会

出现牵伸力和控制力不匹配,纤维变速紊乱,恶化纱

线质量变异系数,增加IPI疵点和CVb 值,甚至会

造成偶发性纱疵、断头率增加,自络效率下降,影响

织造效率、布面质量,导致客户投诉.笔者在此分析

了一些改进器材的利与弊,并提出工艺调整方法.

１　新型胶辊

大直径胶辊是通过增大胶管壁厚(由原６mm
增加到９mm)和减小胶辊工作宽度(由原２５mm
减小到２３mm)的措施来增加胶辊弹性和工作面压

强.压力作用面减小使压强增加,在较小的摇架压

力下得到同样的钳口控制力,弹性增加可以在同样

的压力下取得较大的钳口握持力,这样可使大直径

胶辊在较小的摇架压力下取得同常规胶辊相同的握

持效果,摇架压力减小也可达到节能的目的.
实际上,大直径胶辊最初的方法是保证套制好

的胶辊直径不变,增加胶管壁厚,又将胶辊轴承外径

由１９mm 减小为１３mm.但是,小外径胶辊轴承

滚珠数量和直径减少,使其含油量、径向承压性和周

向回转稳定性降低,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损坏或

径向间隙增大的问题.因此,只能使用原SLＧ６８１９
型上罗拉轴承,这样胶辊直径就会增大.为了适应

前胶辊直径的增加,中、后上罗拉轴承(胶辊)都随之

增大,摇架原来的高度定位标准(３mm 定规)也不

再适用,摇架高度必须抬高(即使不想降低摇架压

力),摇架高度的变化使摇架支杆定位隔距也发生变

化,如再按原来摇架支杆定位隔距定位摇架,前胶辊

的前冲量就发生变化.前、中罗拉隔距也要适当放

大,否则,前胶辊和上胶圈会发生摩擦或间隙超小,
摩擦会造成胶辊的磨损,间隙超小会造成此处短绒

积聚,增加疵点.分析得知,使用好大直径胶辊,需
要调整许多参数,而非“换上即可”.另外,这些调整

是被动的,并不能改善牵伸质量.
胶辊直径加大使握持钳口线变宽,是否会带来

握持纤维变速不稳定;胶辊的弹性恢复包含了受压

后瞬时动态圆柱度及长期加压抗弹性疲劳的时效

期,胶辊在长期受压条件下,胶管壁加厚会带来橡胶

缓弹性形变和塑性形变的增加,是否会影响到胶辊的

工作性能,这些均有待专家考证和使用者实践验证.
聚氨酯胶辊是一种新型材料胶辊,它打破了业

内长期以来应用丁腈橡胶为主要材料制作胶辊的模

式.胶辊的弹性和摩擦因数直接影响着钳口对须条

的握持,进而影响握持力及其不匀率.胶辊弹性增

加会吸收罗拉转动和罗拉握持沟槽带来的机械振

动,增加胶辊与罗拉的握持钳口线宽度.摩擦因数

的增加会增加钳口握持力.聚氨酯胶辊在纺纱器材

中开发利用正是因其具有较高的摩擦因数、优良的

弹性和耐磨性.胶辊制造厂家也在不断改进原材料

配方,添加一些其它原料以改善聚氨酯胶辊抗氧化

性和可重复处理性能.

２　前区集合器

前区集合器通过集束牵伸须条,达到控制边缘

纤维散失的目的,使用得当会对纱线毛羽有一定改

善.每次牵伸过程中都伴随着纤维扩散,其结果是

纤维体逐渐变宽.在牵伸装置中加装集合器对纤维

须条进行压缩,是一种控制方法,但并非最有效的,
因为静止集束元件与纤维的摩擦产生阻力,导致宽

纤维带实际上不呈圆形,而呈自身折叠后的形状[１],
尤其在大牵伸区使用集合器有较多不利影响.

细纱前区集合器一般有双筋式和框式两种.现

在主要使用框式集合器,不会与前胶辊有较大的接

触摩擦,不会使前胶辊产生摩擦温升或摩擦损坏,也
不会产生大量的摩擦静电而造成短绒积聚.需要注

意的是前区集合器的开口尺寸,一般来说,我们总是

想选择较小的开口尺寸以达到紧密集束须条的效

果,实践证明这是错误的.较小的开口尺寸不利于

增加阻力,还会恶化条干CV 值,尤其是使＋３５％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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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量增加,并造成 A２、B１、B２类纱疵增加.正确

的做法是选择开口尺寸相对较大的集合器,只对扩

散出须条主体的纤维进行适当集束.另外,集合器

是易耗品,长期使用中,须条摩擦会使集合器开口处

形成刮痕.纺纯棉品种时,集合器上车使用６个月

后不更换,会因刮痕引起１００km 纱疵增加.细纱

翻改品种线密度差异较大时,也会引起１~２个运转

工作日的纱疵增加.
前区集合器安装前要调整合适的前罗拉与摇架

支杆的隔距,若设备已经使用了新型下销、加长上

销,那么,既要使前区集合器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又
不能使中、上罗拉后移量过度增加,则在主牵伸区再

为前区集合器安排出合理空间较有难度.
需要注意的是,环锭纺单纱中使用前区集合器

并没有明显改善毛羽,因此,在单纱纺制中通常不选

用前区集合器.但是,在调整得当的前提下,赛络纺

中应用开口尺寸较大的前区集合器能提高赛络纺的

生产效率(锭速提高约８％,千锭时断头减少３０％),
能有效控制边缘纤维的散失,提高细纱制成率２％
以上.

３　前区压力棒

前区压力棒的作用类似于加长上销,也是通过

缩短浮游区长度、增加包围弧把浮游区变为曲线牵

伸区,达到加强控制浮游纤维、改善纱线条干均匀度

的目的.前区压力棒对纱线条干CV 值的改善程度

优于加长上销,一般条干CV 值能降低０．５个百分

点~１．０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① 前区压力棒

前后位置能灵活变化,相对靠前更会使中区摩擦力

界向前延伸;② 下压深度也相对灵活,方便调节控

制强度;③ 压力棒一般为钢制镀层表面,与棉纤维

间有更大的摩擦因数,控制力比棉纤维与橡胶强.
前区压力棒一般有隔距块压力棒、上销压力棒

和单独的前区压力棒３种,作用基本相同,隔距块压

力棒更方便、实用一些;压力棒截面一般是圆形和水

滴形２种.前区压力棒也会占用空间,也需要对摇

架支杆隔距、中上罗拉后移量做出相应调整.注意

压力棒不能碰到前罗拉或下胶圈,调整方法基本与

加长上销相同.
上面提到的前区压力棒的优势点也是其问题的

产生点.压力棒隔距块和加长上销的作用都是通过

加强对浮游区短纤维的控制来提高纱线的条干均匀

度,工艺调整合理就会立竿见影.这种强控制的缺

点是强调了对短纤维的控制但忽视了长纤维的顺利

变速.控制短纤维的同时,抽出长纤维变得相对困

难,调整不当会增加断头、增大条干CVb 值.压力棒

隔距块还会因短绒积聚增加纱线的偶发性纱疵[２].

４　后区压力棒

后区压力棒能更好地保持后区粗纱须条的紧密

度,控制纤维状态和须条结构.这种作用可以通过

两个方面实现:一是通过压力棒与牵伸须条的接触,
使须条在后罗拉表面(或后胶辊表面)及压力棒表面

形成两段包围弧,使后钳口摩擦力界向前延伸,纤维

变速更集中地靠近中钳口;二是由于捻回重分布现

象,粗纱捻回会大量向中钳口集中,而使靠近后钳口

的粗纱捻回较少,经过后钳口的纤维集合体紧密度

迅速下降,提前扩散、变速,压力棒与牵伸须条的接

触点具有阻捻作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捻回向前集

中传递.
后区压力棒主要有平面牵伸的双压力棒和 V

型牵伸的单压力棒两种型式.

４．１　平面牵伸的双压力棒

双压力棒又分为先托后压式和先压后托式,如
图１所示.压力棒直径和位置等相关参数直接影响

着压力棒效能的发挥和适纺性.使用得当会使纱线

条干有所改善,使用不当则会带来吐硬头、机械波、

IPI粗节增加、CVb 值增大、纱疵增加等不良后果.
平面牵伸之所以使用双压力棒,是因为单压力

a)　先托后压式

b)　先压后托式

图１　双压力棒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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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不管是下压式还是上托式,都会使后区须条不再

沿切线方向进入中钳口,而在中上或中下罗拉表面

形成一小段反包围弧,这会对牵伸造成破坏.压力

棒直径大小影响须条在压力棒上形成包围弧的长

度.压力棒直径过大,包围弧长度大会使摩擦力增

加,导致牵伸力增大;压力棒直径过小,包围弧长过

小会起不到有效的摩擦控制作用.压力棒直径一般

采用６mm 的表面镀锌棒.压力棒位置原则上是越

靠近中钳口越有利于纤维的变速点集中靠近中钳

口,对牵伸有利.但是,距离过近会影响到中上罗拉

位置适应灵活性的工艺要求,增加压力棒支架的加

工难度.所以一般采用距中上罗拉中心距２０mm.
如图１a)中双压力棒的水平和垂直定位尺寸是比较

合理与实用的,既保证有足够的摩擦控制强度,又使

须条近似沿切线方向进入中钳口.图１a)中,３段包

围弧总长度为１３．３８mm,这个长度存在一个最佳

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对牵伸产生不利影响.双压力

棒的直径、相对位置、后区罗拉中心距变化都会使包

围弧总长度产生变化,一旦购买了直径和相对位置

固定的双压力棒,那么后区罗拉中心距就成了影响

包围弧总长度的唯一因素,使用时要通过试验确定

一个合理值,充分发挥双压力棒的有效性和适纺性.
使用双压力棒时,后区罗拉中心距一般要偏大控制.
器材厂制造的双压力棒一般都采用了先托后压式,
主要是因为:① 先压后托式的压力棒支架加工难度

大;② 先压后托式的压力棒使须条与后罗拉表面形

成包围弧,压力棒与棉纤维具有更大的摩擦因数,产
生更大摩擦力,控制不好会出现牵伸困难.如果一

定要采用先压后托式压力棒,可采用如图１b)的形

式来改变双压力棒的相对位置,减小包围弧总长度

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４．２　V型牵伸的单压力棒

V型牵伸之所以采取单压力棒是因为 V 型牵

伸本身会在中上罗拉表面形成了一小段有害的反包

围弧(见图２),单压力棒下压使反包围弧消失、后罗

拉包围弧增大、压力棒与须条形成了一小段包围弧

(见图３),这些均有利于后区牵伸.单压力棒直径

一般采用１０mm 的表面镀锌棒,是为了增加包围弧

长度,以使该处有足够强的摩擦力.图３中 V 型牵

伸单压力棒的水平和垂直定位尺寸是比较合理的.
无论是双压力棒还是单压力棒,都是通过增加

后部摩擦力界和包围弧长度来控制纤维的集中、有
序变速.此种措施往往被用来增大后区牵伸倍数,
从而增加细纱的整体牵伸能力.但是,这种作用是

图２　V型后区牵伸示意

图３　V型牵伸后区单压力棒

有限的,这里须条与压力棒和罗拉表面之间的缠绕

(上胶圈与上销前唇之间的包缠)适用于欧拉公式:

F＝fekα

　　对后区粗纱须条施加的拉力f 越大,则须条受

到的阻力F 越大;摩擦接触弧面(包围角α)越大、材
料表面摩擦因数k越大,阻力F 也就越大.当阻力

F 较大时,就会使粗纱须条间纤维抱合力不能承受

而滑脱,产生粗细节.而且,拉力的增大使须条更加

压向罗拉或压力棒表面导致纤维须条扩散[３].

５　新型下销

细纱主牵伸区广泛采用长、短胶圈的附加牵伸

型式控制纤维有序变速.下销的作用是组合其表面

跨套的下胶圈,形成一个积极上托式的控制面,同上

胶圈一起形成一个附加控制区,延续中钳口的摩擦

力场,从而避免纤维提前紊乱变速,使纤维在靠近前

钳口处集中有序变速,使纱线条干较为均匀.目前

下销主要有 V 型和 T型两种型式,如图４所示[４],
其中,T 型以其较好的条干水平(比 V 型条干CV
值降低０．２个百分点~０．３个百分点)被广泛采用.

由图４可以看出,两种下销的截面尺寸和型式

都不同,对纤维的控制也不同.

５．１　V型下销

V型下销控制面长为３２．９mm,前端小平面长

为８mm,曲面上表面与小平面上表面高差为２．１
mm,上托曲面高出前罗拉上表面３．１ mm,小平面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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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型　　　　　　b)　T型

图４　下销

上表面高出前罗拉上表面１mm,这样设计的初衷

是增加中区附加摩擦力界长度、使下胶圈更积极的

上托,与上胶圈间的控制力增强,形成更有力的控制

区,前面的小平面及其与曲面的高差使下胶圈与下

销出现缝隙,形成弹性钳口,便于快速纤维从中钳口

控制区顺利抽出.其缺陷是:① 下销纵向宽度大,
使下销前端比上销前端突出,形成所谓的“地包天”,
走出上、下胶圈控制区的纤维,在下胶圈表面有一小

段不受控的区域,会造成纱线条干恶化;② 上托高

度增加带来下胶圈回转阻力增大,易出现下胶圈回

转滞后而影响钳口内纤维的正常运行;③ 小平面高

出前罗拉上表面１mm,使快速纤维以斜线方向进

入前钳口,在前胶辊上形成一微小反包围弧,从而影

响了快速纤维的集中正常变速;④ 小平面长度大,
与曲面高差大,使下胶圈在该处的张紧度小,造成该

处的弹性控制力弱,纤维会出现提前变速和变速紊

乱等问题,影响纱线均匀度.

５．２　T型下销

T型下销控制面长为２４mm,前端小平面长为

５mm,曲面上表面与小平面上表面高差为１．５mm,
上托曲面高出前罗拉上表面１．４mm,小平面上表面

约低于前罗拉上表面０．１mm.这些尺寸的改变,有
效地降低了 V型下销对牵伸的不利影响,从而使纤

维变速更加顺畅有序,得到较为均匀的纱线条干.
业内有一种提法,把下销棒反装能改善纱线条

干CV 值,这种思路其实是通过加强对浮游区短纤

维的控制来提高纱线的条干均匀度.但是,这种强

控制的缺点是强调了对短纤维的控制,无前胶圈钳

口前面的小平面与曲面的高差形成的下胶圈与下销

间缝隙,缺少了弹性钳口,长纤维的抽出变得相对困

难,且隔距块形成的钳口隔距发生改变,会出现吐硬

头、断头增加、条干CVb 值增大等不良后果,是绝对

不可取的.

T型下销又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见图５[５],两

a)　一代　　　　　　　b)　二代

图５　T型下销

代 T型下销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小平面长度、厚度、
曲面与小平面高差有所不同.部分器材厂对 T 型

下销做了进一步改进,在曲面中间约有２mm 的凹

陷,目的是减少下胶圈与下销曲面的摩擦面,降低下

胶圈的传动阻力,利于上、下胶圈钳口的稳定,其有

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见图６.

图６　带凹槽的T型下销

　　下销尺寸进一步改进,断面中间设置一较大凹

槽(见图７),下销不再套胶圈,取而代之的是网格

圈,配合带有与凹槽对应凸起的磁性上销,利用磁力

并借助凹槽与凸起的啮合,使上、下销间形成配合紧

密的曲线控制区来控制主牵伸区须条,称为“磁性双

曲线牵伸”[６],这也可以看做是下销的一种改进型

式,这种纺纱方法的可行性、稳定性等正在实验中.

图７　具有较大凹槽的变形下销

６　加长上销

通常所用的上销为 SX２Ｇ６８３３型铁板上销,由
于铁板上销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形,使上胶圈

控制区长度变小,上胶圈上浮、起拱,严重影响纱线

条干均匀度.器材制造商制造的碳纤上销,很好地

解决了上销变形问题.由于碳纤维价格昂贵,为了

】４２【 TextileAccessories　　　　　　　　　　　　Vol．４５　No．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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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成本,一些“碳纤上销”原材料中碳纤维含量很

少或者无碳纤维,这样胶圈与上销摩擦产生的静电

不能得到很好地释放,静电吸附造成飞花附入性疵

点、沉积性疵点增加,这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６．１　加长上销使用机理

为了解决下销“地包天”问题,从减小主牵伸区

浮游区长度出发,把上销控制长度增加到３９mm,
称为SXＧ６８３９型上销,有的甚至增加到４２mm,统
称为加长上销.许多制造企业加长上销的控制长度

是一致的.主要分为:① 直板上销,跨套胶圈的上

销架无弹性;② 前后弹性上销,跨套胶圈的上销架

前后有弹性变化;③ 上下弹性上销,跨套胶圈的上

销架上做成可上下弹性变化的,当上胶圈回转时拉

紧,压迫上销架,弹性部位向下屈服,缓解了这种压

力.各个企业制造的加长上销的前唇又有一定区别

(见图８),前唇的下压深度、前唇表面的曲率大小都

不尽相同,这体现了制造企业对曲线牵伸控制强度、
上胶圈回转阻力的认识和设计思路不尽相同.

图８　不同加长上销前唇对比

　　加长上销比 T 型下销能更明显地改善纱线条

干CV 值,可降低０．５个百分点~０．８个百分点.加

长上销改善条干的机理主要有(见图９)[７]:①上销

图９　加长上销牵伸示意

控制长度增大,中钳口摩擦力界向前延伸,浮游区长

度由原来的１２mm~１３mm 缩小到９mm(因为加

装加长上销后,前胶辊位置前冲、中上罗拉后移),有
利于纤维的集中、有序变速;② 上销前唇长于下销

前唇,上销前唇下压,牵伸须条在下销前缘形成一段

包围弧,使胶圈钳口摩擦力界延伸到９mm 浮游区

内,使快速纤维的变速集中靠近前钳口;③ 上销前

唇下压使须条沿前罗拉切线方向进入前钳口,消除

了由于下胶圈上表面高于前罗拉上表面而在前胶辊

表面形成的反包围弧对牵伸过程的不利影响.

加长上销在安装、使用过程中要做相应调整,否
则在前中罗拉中心距为４３mm、前胶辊前冲２mm、
中上罗拉后移１mm 的情况下,浮游区长度为:４３＋
２＋１－３９＝７mm.这样的浮游区长度当然对控制

短纤维较为有利,条干均匀度值改善１．０％~１．２％.
但是,这会带来牵伸力骤增、稳定性差、上胶圈摩擦

前胶辊,造成出硬头、沉积性疵点增加和断头增加等

问题.因此,使用加长上销时,把 YJ２Ｇ１４２系列摇架

支杆隔距由１７６．５mm 调整到１７５．０mm,使前胶辊

前冲量达到３．５mm,中上罗拉后移２mm;这样浮游

区长度变为:４３＋３．５＋２－３９＝９．５mm.经过调整,
条干均匀度值改善０．５％~０．８％.这样的调整使主

牵伸区的稳定性、适应性提高,偶发性纱疵减少,值
车工生产生活好做,是应用加长上销的最佳方案.

６．２　加长上销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６．２．１　出现“脉动”
加长上销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使用过程中要引

起注意.针对上面提到的３种加长上销型式,通过

建立力学模型来分析加长上销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

生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下罗拉回转,上胶圈靠中下罗拉、下胶圈、须

条间的摩擦力传递来的回转动力 Fx 回转(见图

１０).上胶圈在上销前唇处压迫上销前唇,使其对胶

圈产生反作用压力N,上胶圈与上销前唇产生了摩

擦力f,力f 对上胶圈回转造成阻力,这样,上胶圈

下边就成了松边,上边成了紧边;随着上销长度、前
唇下压深度的增加,压力N、阻力f 随之增加,上胶

圈回转变得困难,甚至出现“脉动”(即轻微停顿).

图１０　加长上销胶圈回转力示意

　　正如加长上销的安装、调整中提到的,中上罗拉

后移２mm 使上胶圈回转矢量力F 的方向与胶圈

运行方向(或中下罗拉切线方向)形成夹角,力F 分

解为水平向前的力Fx、垂直向上的力Fy.Fx 使上

胶圈向前运行,而Fy 却产生了使胶圈向上起伏的

趋势,对胶圈正常运行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中上罗

拉后移量越大,有害分力Fy 就会越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加长上销相对于一般上销

在尺寸结构、安装调整方面的改变,对胶圈运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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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严重时会使上胶圈下边在回转垂直分力Fy、
回转阻力f 的作用下起伏、打拱,与下胶圈间产生

缝隙,严重影响胶圈钳口下纤维的正常运行(重者

CV 值、IPI纱疵明显增加;轻者在纱线均匀度指标

上没有明显变化,这时生产处于“临界状态”,生产环

境的些许变化就会带来纤维束状变速、“脉动”运行

而造成吐硬头、断头增加).
部分器材制造企业为了迎合使用者加强牵伸区

控制的思路,制造了长度为４２mm 的加长上销,少
量试验取得超好的条干水平,但是大批量上车后发

现吐硬头、断头增加,根本无法正常生产,就是因为

有害分力Fy 的增大造成的.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直板加长上销的问题就显

得尤为突出.当上胶圈压迫上销前唇时,前后有弹

性的加长上销会微量回弹,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胶圈

回转阻力,但是,不稳定且频繁的回弹也会造成上销

长度变短,浮游区变大,控制力减弱,引起纱线条干

均匀度变差;而上下弹性加长上销会把这种压力转

移,当须条粗度增加引起上胶圈回转阻力增大时,上
胶圈紧(上)边会压迫上销上支撑处,上支撑微量回

弹缓解回转阻力,而上销前端又不回缩,不会对胶圈

控制区造成不利影响.其中,部分加长上销在前唇

处加装一镀锌棒,以减小上胶圈在此处的回转阻力,
取得较好效果,但是,构件增加容易形成销轴处积

花,造成牵伸不稳定和疵点增加.

６．２．２　出现机械波

波谱图中约５０cm 处机械波也与使用加长上销

有关,当然,这种机械波也非由加长上销单独造成.
现在牵伸工艺控制方法流行“柔性牵伸”,其主

要措施是:① 降低细纱主牵伸区控制的强度,如:适
当放大浮游区长度,在浮游区中加入压力棒等控制

元件,使浮游区变成曲线牵伸;② 增加喂入粗纱捻

系数,根据粗纱定量不同,一般纯棉粗纱捻系数为

１１０~１３０,更高可达１５０以上;③ 采用较小的细纱

后区牵伸倍数,如１．０７倍~１．２０倍.通过上述措

施,达到后区最小限度破解粗纱捻度、最大限度保持

粗纱紧密度之目的,使较多的剩余捻回进入主牵伸

区,应用粗纱本身捻度形成的控制力,来控制须条内

纤维少发生提前紊乱变速、边缘纤维脱离主体问题,
以期纤维在脱离胶圈钳口的一瞬间集中变速,达到

控制纱线条干均匀度之目的.
这种思路是好的,避免了主牵伸区强控制的不

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差等弊端.后区大隔距、小牵

伸倍数又使牵伸须条以较好的紧密度进入主牵伸

区,为主牵伸区大牵伸做好了准备.较大隔距保证

牵伸顺畅,不会出现吐硬头;但也忽略了中钳口和胶

圈钳口负担过重的问题.如果在这种工艺方法中使

用加长上销,就很容易产生５０cm 机械波.大粗纱

捻度和小后区牵伸倍数,就有较多捻回的粗纱须条

进入中钳口,胶圈钳口下须条紧密度增加,牵伸力增

大,加之上、下胶圈回转阻力大,综合作用就会使上

胶圈回转一周出现多次脉动,其波长约等于上胶圈

周长的１/n:λ≈３９．５/(９π)＝１．４０cm;反映到纱线

上就是λ≈１．４０×E前 ≈５０cm(这里n 取９次,脉动

次数n 与进入中钳口的粗纱捻回数有关,每一个捻

回的破解约产生２次脉动;而波峰的高度与捻幅和

胶圈回转阻力大小相关,当捻幅与阻力较大时,波峰

会表现较高;前区牵伸倍数E前 ＝３７倍),这也是这

种机械波长不固定的原因,它随着牵伸倍数的变化

而变化,波长与前区牵伸倍数成正比.
解决这种机械波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把加长上

销更换成 SX２Ｇ６８３３型上销,它会马上消失.把粗

纱捻度或后区牵伸倍数配合好,它也会马上消失;纺
纯棉品种,后区牵伸倍数不大于１．２０,粗纱定量约为

５．０g/(１０m)时,粗纱捻系数不大于１２０;粗纱捻系

数在１２０~１３０时,细纱后区牵伸倍数要大于１．２
倍.中上罗拉后移量调整得当,这种机械波也会缓

解.当然,胶圈钳口隔距增加(隔距块换大)、前区中

心距增加也会使之消失;通常不会那样做的,因为纱

线条干CV 值的恶化是不能容忍的.

７　结语

７．１　新型材料应用于纺纱器材专件制造中,提高了

纺织器材专件的适纺性能和工艺性能,但是,新材

料、新型式纺织器材专件的应用要特别注意材料的

适应性和稳定性,切不可盲目;安装调试是正确发挥

器材专件效能的关键,在使用中要引起注意.

７．２　新型牵伸器材专件的应用,对稳定控制牵伸过

程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纱线条

干CV 值、IPI疵点和毛羽等.

７．３　力、速度、距离三要素的合理设计和配合是牵

伸高质、高效、顺利进行的关键.无论选用什么样的

新型牵伸器材专件,都要保证三要素的合理配合.
从质量管控角度讲,原料是决定纱线质量的第一要

素,优良的工艺处理和合理的器材配置,不会使原料

性能优势遭到破坏,反而可以将原料性能优势延续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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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短接和灵敏度失常.

３．４　吸风系统与吸风通道

清除尘杂、飞花,在揩车时用热水擦拭各吸风通

道,使通道光洁、无污;定期检查吸风系统清丝器回

转灵活性且状态良好;定期检查滤网,有破洞应及时

更换,有污垢可取下滤网用温水擦拭清除.

３．５　牵伸系统与清丝器

更改牵伸隔距工艺之后,要用隔距块垂直插入

再次进行测量,以保证隔距准确;对胶辊清丝器进行

调整,要求清丝器定位贴伏在中胶辊中间偏右位置;
罗拉清丝器与胶辊清丝器应定期更换,避免因清丝

器老化使罗拉、胶辊清洁效果不达标;牵伸胶辊应定

期进行磨砺,老化后要及时更换,避免牵伸作用不良

而影响自调匀整效果.

３．６　皮带与齿轮

保全人员应定期检查并条机各齿形同步带与裂

口皮带,避免因皮带缺齿、撕裂影响条干质量;定期

对设备齿轮进行清洗,清除齿轮齿隙间的污垢,避免

出现机械波.

３．７　合理喂入棉条

机后条子喂入应通过导条圈平行排列在分隔导

条叉上,避免多根棉条在同一导条叉内喂入;应按照

工艺要求调整导条圈、导条叉位置,以利于减少条子

张力、输出时不挤不碰.
牵伸区的条子开档要根据喂入棉条宽度与并合

数调节,条干位于导条器中间位置,横向要紧密,条
子之间尽量不要有缝隙,在条子无交叉或者扭曲的

情况下可偏小掌握.

３．８　运转操作

为保证设备拥有较高的运转效率,就要杜绝缠、
堵和牵伸不开造成的断头问题;运转操作人员在交

接班之前应对设备进行清洁,主要包括各吸风口、清
丝器、胶辊和车面清洁等.吸风口处积花要清除干

净,保证吸风通畅;罗拉清丝器如有嵌花,须取下进

行清洁;每交接班应用温水擦拭胶辊,保证胶辊表面

光洁、无棉蜡,减少缠、堵或牵伸不开造成断头;杜绝

用压缩空气进行清洁.

３．９　试验人员

试验人员须熟练掌握并条机棉条质量调节方

法,每班对并条机生产的条子进行检测,保证质量与

CV 值符合标准;不符合标准时应及时停车调整,或
通知设备人员检查维修.每班都要观察并条机输出

的棉网,在未集束时棉网应均匀、清晰,无云斑、无褶

皱,纤维顺直、边缘整洁、棉结少、无短绒附入、无束

状、弯钩状纤维与纤维束.

４　结语

并条工序是消除半制品不匀的最后工序,若半

制品不匀在并条工序未得到改善,很可能会对成纱

质量造成不利影响.操作者需要针对设备制定切实

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质量信息反馈体系,跟
踪质量变化,以分析、判断故障并查明原因,及时维

护和调整,使故障得到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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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纱线上;但是,工艺处理绝不会增加原料的性能优

势,这也是我们在应用新型器材专件时应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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