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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棉弹力针织布定坯过程中的设备供热和坯布需热的能耗数学模型。在已有生产数据基础上,计算了

针对特定机台特定布类的最优β值;在计算理论机架宽度、理论超喂量的基础上,设计了逆向利用能耗数学模型的、在特

定机台上加工特定布类的机速计算式,获得了不同定前封度和定前克重条件下的坯布最佳定坯工艺参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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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纺织品生产和出口的大国,而针织行业对

促进纺织行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氨纶的

引入使得针织面料的延伸性、弹性和塑形性更加优越,
极大地拓展了针织面料的应用。氨纶弹力针织物的定

型不仅决定了织物的结构参数,还影响着织物的手感

和形态风格。目前实际生产中对氨纶弹性针织物的定

型主要依靠经验来设定工艺,不仅缺乏定型效果的重

现性,也带来了由于定坯受热过度造成弹性丧失和手

感变硬的问题、或者由于定坯热力欠缺造成成品规格

不达标和织物缩率过大的问题,给工厂生产带来了困

扰。因此,对氨纶弹性针织面料定坯工艺参数的计算

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1 棉弹力针织物的定型

含氨纶的棉弹力针织物的尺寸稳定性主要受氨纶

弹性回复性的影响,对含氨纶的棉弹力针织物进行定

型时,主要是对氨纶材料进行热定型处理。

1.1 定型机理

棉弹力针织物定型的本质是将氨纶纤维内部大分

子链段发生重新排列,从而消除内应力,使定型后织物

的形态和尺寸达到稳定[1]。氨纶等合成纤维均具有热

塑性,在高温条件下,收缩和变形现象明显[2]。因此,
利用热塑性这一特点对氨纶弹性织物进行预定型及后

定型处理,来提高尺寸和形态的稳定性,减少生产中产

生的皱痕,控制织物的门幅尺寸和克重大小[3]。
在棉弹力针织物的生产过程中,尤其在高温高湿

的加工环境中(如漂白或染色时),一般都先进行定坯

处理,即在有适宜张力的条件下采用比后续工序更高

的温度对织物进行处理,在染色之前先稳定坯布的门

幅和克重,以防止织物在染色过程中产生收缩变形。

1.2 影响棉弹力针织物定型效果的主要因素

弹力针织物热定型通常是将织物在一定温湿度条

件下,加热一定时间后进行冷却,使其尺寸和形态达到

稳定。影响热定型的主要工艺参数如下:
(1)温度 温度是影响热定型最主要的因素。织

物经过热定型,原来存在的皱痕被消除的程度,表面平

整性的提高,织物的尺寸热稳定性和其他服用性能,都
与热定型温度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4-6]。

(2)张力 热定型过程中织物所受到的张力对织

物的尺寸热稳定性、强力和断裂延伸度都有一定的影

响。张力由超喂和机架共同控制,超喂的大小影响织

物的纬密、纵向缩水性能和织物的克重。定型机架的

宽度决定织物定型后的幅宽和横向缩水性能[7-8]。
(3)时间 定型时间是指布面达到定型规定的温

度时所需加工时间。定型加工时间影响织物的升温效

果,决定了织物定坯的效果。一般,收缩率通常是随着

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但延长定型时间会使得面料出现

发硬、泛黄、强力下降等情况[9]。

1.3 弹力针织物定坯过程中的工艺参数

在弹力针织物的定坯过程中,工厂对温度、张力、
时间等因素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调节温度、机速、机架宽

度、超喂等工艺参数来实现。目前,国内外对于氨纶弹

力物的热定型工艺参数的研究较少,对影响定型效果

各因素间的耦合关系没有深入挖掘。基于此,本文深

入探究了弹力针织物定坯过程中工艺参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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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坯工艺参数间的能量数学模型

由于棉弹力针织物的定坯生产过程机理复杂,影
响织物质量指标的工艺参数较多,导致模拟热定型生

产过程的数学模型变得复杂,模型的具体形式难以确

定。从热力学的角度出发,依据换热平衡和牛顿热交

换公式,结合热定型工艺参数与质量指标间的关系,分
析定型机供热 (Q)的原理和坯布定型过程中吸热(q)
的原理,从设备供热(Q)与坯布需热(q)探究定坯效果

与能耗之间的关系,建立定型温度、机速、机架宽度、超
喂这4个关键参数间的数学表达式,从定坯过程的能

耗探究合理定坯工艺参数的计算。
参考文献[10]依据牛顿换热公式,对一定幅宽、长

度为Δx 的布匹在dt时间内机器通过对流方式提供的

热量Y(W/m2),如公式(1)所示:

Y=h(T0,Ts,Vs)S[Ts -T0]dt (1)
式中,Ts:机 箱 温 度 (℃);Vs:机 器 的 供 热 速 度

(K/m2);h(T0,Ts,Vs):热交换系数;S:热交换面积

(m2);T0:环境初始温度(℃),T0 随季节、气候等因素

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在下文计算中取20℃。
在弹力针织物的定坯过程中,利用公式(1),长度

为Δx的织物通过定型机时,每节定型机机箱的供热Q
如表达式(2)所示:

Q=k·W·L·(Ts -T0)·(L/v) (2)

式中,k:热交换系数(W/m2·K);W:机架宽度(英
寸);L:每节机箱长度(英寸);Ts:机箱温度(℃);T0:
环境初始温度(℃);v:定型机的机速(码)。

织物自身的吸热状态和成分的热性能、密度、厚
度、受热长度、热塑性温度、环境温度有关,根据牛顿热

交换公式,每节定型机机箱中织物达到定型温度时吸

收的热量q,如公式(3)所示:

q=Cf·(ρ·L·p·W)·(Tp -T0) (3)
式中,Cf:坯布的比热容(J/kg·℃);ρ:织物密度(根
/10cm);p 为织物厚度(mm);Tp:织物表面达到氨纶

热塑性定型的温度(℃)。氨纶在150℃以上热塑性显

著增加[11],下文计算中Tp 取150℃;T0:环境初始温

度,在下文计算中取20℃。
定型机机箱的供热量Q 和织物在机箱中吸热量q

直接反映了热量的供需关系,结合式(2)和(3),将机箱

提供的热量Q比上织物在定型机中吸收的热量q,得到

一个比值β,建立定坯工艺参数间的能耗数学模型,如

表达式(4):

β=
Q
q =

k·W·L·(Ts -T0)·(L/v)
Cf(ρ·L·p·W)·(Tp -T0)

(4)

式中,(ρ·L·p·W)代表每节机箱内织物的重量,式
(4)可转化为:

β=
Q
q

=

k·W·L·(Ts-T0)
Cf·V(定前克重·定前封度)·(1+超喂)·(Tp -T0)

(5)
式中,k、Cf 均为常数,L 机箱长度也为固定值。因此

式(5)可转化为:

β=
Q
q

=

A·
W·(Ts-T0)

V(定前克重·定前封度)·(1+超喂)·(Tp -T0)
(6)

3 工艺合理性分析
利用能耗数学模型计算的β 值,对工厂生产频率

较高的JC14.58tex+2.2tex棉氨纶平纹弹力布的线

上数据进行工艺合理性分析。对不同定前封度、不同

克重的坯布进行线上数据分析,得出已有定坯工艺中

的最优工艺。
根据表1分析:第2、3组数据β值较大,说明相

比第1组工艺,第2、3组的机器供热程度大于坯布

需热程度。这是因为第2、3组采用的超喂值较小,
单位时间内机箱内受热坯布量少,单位重量坯布受

热多,坯布定型程度高,坯布下机后回缩少,使得定

后克重要小于目标克重。在三组工艺中,第1组的

β值是通过此机台加工此种坯布已获得的线上生产

数据中最优的。
根据表2分析:这四组工艺数据中,第4组的β值

最小,供热、需热比值最合理;第5、6、组数据中,在设定

的机架宽度条件下,设定的超喂值偏小,使得定后克重

偏大。第4组的β值是通过此机台加工此种坯布已获

得的线上生产数据中最优的。
根据表3分析:这四组工艺数据中,第8组的β值

最小,第10组工艺中主要是由于在设定的机架宽度条

件下,设定的超喂值偏小,单位时间内机箱内受热坯布

量少,单位重量坯布受热多,坯布定型程度高,坯布下

机后回缩少,使得定后克重偏大;第7、9组数据中,由
于设备性能的随机性,定坯温度略高,设备供热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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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第7、9组的β值偏大。第8组的β值是通过此机 台加工此种坯布已获得的线上生产数据中最优的。

表1 定前封度为1.78m、克重190g定坯数据分析

工厂数据
序 号

定前封度
/m

定前克重
/g

签单温度
/℃

定坯温度
/℃

实际机架
/m

实际机速
/m

超 喂
/%

定后封度
/m

定后克重
/g

供热比需
热值β 

1 1.70 190 194 194 2.13 26 40 1.91 135 2.256
2 1.70 190 194 193 2.13 26 29 1.88 125 2.424
3 1.70 190 194 194 2.13 26 29 1.91 125 2.438

表2 定前封度为1.78m、克重196g定坯数据分析

工厂数据
序 号

定前封度
/m

定前克重
/g

签单温度
/℃

定坯温度
/℃

实际机架
/m

实际机速
/m

超 喂
/%

定后封度
/m

定后克重
/g

供热比需
热值β 

4 1.78 196 194 193 1.98 37 12 1.93 135 1.685
5 1.78 196 194 192 1.98 37 -6 1.93 127 2.004
6 1.78 196 194 195 1.98 37 -4 1.93 130 1.991

表3 定前封度为1.73m、克重195g定坯数据分析

工厂数据
序 号

定前封度
/m

定前克重
/g

签单温度
/℃

定坯温度
/℃

实际机架
/m

实际机速
/m

超 喂
/%

定后封度
/m

定后克重
/g

供热比需
热值β 

7 1.73 195 194 193 2.13 26 35 2.03 141 2.234
8 1.73 195 194 189 2.13 26 32 2.03 125 2.226
9 1.73 195 194 194 2.13 26 31 2.03 130 2.313
10 1.73 195 194 194 2.13 26 25 2.08 130 2.424

4 利用能耗数学模型设计最优工艺参数

在对线上生产工艺进行最优化分析后,针对每一

台定型机加工的每一布种,可以获得最合理的β 值和

最优上机幅宽和超喂,在已知定前门幅、定前克重和客

户要求的目标封度和目标克重的前提下,由公式(6),
可以逆向设计出最优的机速,制定针对每一台定型机

加工的每一布种的最优工艺。现用最优工艺参数计算

法确定不同定前封度、不同克重的JC14.58tex+2.2
tex棉氨纶平纹弹力布最优定坯工艺。

(1)β值的确定

根据生产数据的工艺合理化分析,可获得在已有

的线上生产数据条件下每一定型机加工的每一布类对

应的最优β值。随着生产数据的增加,β值的最优化程

度会不断提高。
(2)定坯温度的确定

由于布类定坯温度是相对稳定,实际生产中对同

一机台加工同一布类的定坯温度的调整也较少。弹性

氨纶织物较理想的热定型温度在180~190℃[12],考
虑机台的损耗情况,工厂将加工JC14.58tex+2.2tex
棉氨纶平纹弹力布的定坯温度设为194℃。

(3)理论设计机架宽度和理论设计超喂

在工厂实际定坯过程中,根据定前封度、定前克重

和客户要求的目标封度和目标克重可以计算出理论的

机架宽度和超喂。具体关系式如下:

定后理论封度=
目标制度

1+允许最大横向缩水率
(7)

定后理论克重=
目标克重×目标封度

定后理论封度×(1-允许最大纵向缩水率) (8)

理论应设机架宽度=定后理论封度+δ (9)

δ应当根据织物的纤维材料特征、织物结构的厚

薄和织物进入定型机前的含水状态来决定δ值的大

小,通常δ值的范围为5~13cm,为方便计算过程,下
文中的计算暂取δ=0。

理论设计超喂(%)=

(1-
定后理论封度×定后理论克重

定前封度×定前克重
)×100 (10)

基于以上确定的工艺参数,结合公式(6)可获得在

已有的线上生产数据条件下每一定型机加工的每一布

类对应的最优机速值。
通过最优工艺参数计算建立不同定前封度、不同

克重下设计的最优工艺,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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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定前封度、不同克重的定坯最优工艺参数表

模拟数据
序 号

参考β值
定前封度
/m

定前重量
/g

目标封度
/m

目标克重
/g

签单温度
/℃

理论设计机
架宽度/m

理论设计
超喂/%

最优机速
/m

1 2.256 1.70 190 1.83 155 194 1.96 18 28
2 1.685 1.52 190 1.83 155 194 1.96 9 33
3 2.226 1.52 200 1.83 155 194 1.96 6 27

5 结语

从热力学的角度出发,依据换热平衡和牛顿热交

换公式,探究定坯的温度、时间、机架、超喂这4个因素

与织物下机后门幅、克重等方面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

耦合作用对定型效果的影响,在氨纶弹力针织布定坯

工艺的研究上得出:
(1)建立了定坯温度、定坯机速、机架宽度和超喂

量这4个关键因素的能耗数学模型,确定了工艺参数

对设备供热与坯布需热比值β的影响。
(2)运用能耗数学模型对生产数据进行工艺合理

性分析,分析了定坯过程中机器供热和坯布需热达不

到最佳平衡状态的原因,并从工艺参数上提出了调整

方案。
(3)通过建立的能耗数学模型和理论设计机架宽

度、理论设计超喂表达式,可逆向求解针对特定机台加

工特定时的理论机速,并在已有线上生产数据的条件

下计算出了针对每一机台加工每一布种的最优定坯工

艺参数,为规范工厂生产提供有效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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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ofReasonablePre-heatSetting
ParametersforCottonElasticKnittedFabric

DENGPan,LINGQun-min*,ZHOUQi
(SchoolofTextileandApparel,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Abstract:Amathematicalmodelforheatsupplyofequipmentandheatconsumptionofblankinpre-heatsettingprocesswases-

tablished.Onthebasisoftheexistingproductiondata,theoptimalβvalueforparticularclothtypeonaparticularmachinewascalcu-

lated.Onthebasisofcalculatingthetheoreticalframewidthandthetheoreticaloverfeedquantity,thecalculationformulaofmachine

speedforspecialclothonaspecialmachinewasdesignedbasedonthemathematicalmodelofenergyconsumption.Thecalculation

methodofoptimumpre-heatsettingprocessparametersforblankunderdifferentconditionsofpre-sealingdegreeandpre-gramweight

wasobtained.

Keywords:pre-heatsetting;processparameters;energyconsumptionmodel;pre-sealingdegree;pre-gram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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