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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應用環錠細紗機上加裝一組長纖餵入裝置，紡製長短纖包覆紗，由改變尼龍絲固定餵
入間距位置，並藉由控制系統與伺服馬達來移動長紗餵入口，透過改變長纖餵位置，影響長
纖抱合成複合紗的張力，生產長纖與短纖不同撚度的包覆紗，評估長纖包複紗物性。本研究
使用尼龍與天絲棉(Tencel) 粗紗進行撚製。長纖餵入位置以每 4mm 為間距，分為固定距離
0mm、4mm、8mm、12mm、16mm 等五個變因紡製包覆紗。實驗結果顯示，不同紡紗間距位
置影響包覆紗外觀撚度、強伸力、直徑等，長短纖位置最接近時，長纖撚度較小、紗線直徑
較細。
關鍵字：環錠細紗機、包覆紗、外觀撚度

Abstract
This study add a series of filament feeding devices on the traditional ring spinning frame to spinning
staple and filament covered yarn. Our purpose is product the yarn, which is combine with staple and
filament’s advantages. So changed the twist by adjusting filaments’ feeding distance, residence time
and moving speed. In addition, this experimental want to know the space on the yarn’s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yarn is Nylon filament covered by Tencel roving. Then, feed the filament and use the
control system to change the feeding distance. The test distance have 0mm, 4mm, 8mm, 12mm,
16mm and produce five samples in different dista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laments’ feeding
distance will affect the cover twists strength and yarn diameters.
Keywords：Ring Spinning, Wrapping Yarn, Cover 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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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速差而使前羅拉連續輸出的細紗能捲繞到紗管
上。鋼絲圈與紗管的轉速差，就是紗的捲繞長度。

應用新工藝配合新原料開發生產出差異化紗種

依成形機構的控制，鋼領板按短程式動成升降，使

可提供性能及外觀不同的布料，以滿足市場需求。

紗繞成弧狀外觀要求的管紗。變化撚度之尼龍長纖

包芯與包覆紗便是為此出現的一種新型的紡紗技

紗線經由控制伺服從前羅拉餵入，如圖 1 所示[1]。

術，它是通過在傳統環錠細紗機上加裝一個長絲餵
入裝置，使長絲與經正常牽伸的須條保持一定間距，
並在前羅拉鉗口下游匯合加撚成紗 [1][2]。此種複合
紗擁有長纖紗的挺性與強力又兼具短纖紗之手感及
穩定品質，且省去了並紗、撚紗的工序，節省生產
成本[3][4]。但此類複合紗生產時，一經開動便無法
調整長纖與短纖間距，因此複合紗的撚度固定無變
化[6]。此次研究針對撚度固定無變化這點來進行改
造，藉由外掛程控系統與伺服馬達來移動長紗餵入
口。透過改變長纖餵入口的位移量、停留時間、移
動速度來改變長短纖複合紗的撚度，生產出兼具有
長纖特性與短纖優點的包覆紗[6]。尼龍的優點是強
韌、耐磨、平滑、重量輕、抗蟲、抗霉而且材質不
易產生靜電、變形、起毛球和老損等。本實驗使用
市面上常見的 70 丹尼龍作為包覆紗的長纖。

理論
環錠細紗機原理[5]

圖 1 長短纖包覆紗結構示意圖
包覆紗紗線路徑規劃及喂入系統設計

(1). 牽伸(Drafting)：將餵入的粗紗均勻經三對牽伸
羅拉延拉細成紗至所設定的紗支數。

本研究包覆紗線餵入系統設計如圖 2。

(2). 加撚(Twisting)：將牽伸後的纖維加上設定的撚
度，使成紗具有一定的強度、彈性和光澤等性
能。
(3). 成形(Building)：將紡成的細紗按一定成形要求
捲繞在筒管上，便於運輸、捲繞絡筒加工。
紡製流程
粗紗從粗紗架上的粗紗管退繞出來，經過導紗
桿及導紗喇叭餵入牽伸裝置進行牽伸。牽伸後的粗
紗由前羅拉輸出，通過導紗鉤穿過鋼領上的鋼絲圈，
捲繞到在錠子上的紗管。錠子上的紗管，隨錠子高
速迴轉，通過漸減張力的紗，帶動鋼絲圈在鋼領上
高速迴轉，鋼絲圈每一回轉給牽伸後的細紗加上一
圖 2 長纖位移距離示意圖

個撚迴。由於鋼絲圈的速度落後於紗管的迴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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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與伸度測試
使用微電腦拉力測試機在隔距 25.4 公分下且紗
線上下夾頭鎖緊定長拉張，每一樣本測量 17 次，去
除最高與最低誤差再取平均值[8]。

圖 4 固定隔距距離圖

實驗

(2).

使用外掛程控系統將長纎尼龍於前羅拉位置餵
入牽伸後之粗紗中央。

材料

(3).

(1). 黑色長纖尼龍 6

環錠細紗機的牽伸倍率 43，撚度 18.73tpi，機台
轉速 9000rpm，產能 11min/m。

DTY70/48/1SD

(4). 將紗樣置於電動支數測長器捲取，按照設定長

(2). Tencel 粗紗 305gr/30yd

度捲取 80 圈，得到 1.5 碼×80 圈=120 碼樣本，

實驗設備

利用磅秤量出重量，再以支數計算公式 Ne＝

(1). 環錠細紗機

L/(840×G)換算成支數。[7]
(5). Ne24 支的包覆紗以強力試驗基測量強度與伸

(2). 變撚環錠紗餵入裝置

度，並以撚度測試儀，測量實際撚度比較和理

(3). 電動紗支測長器

論撚度的差異性。
(4). 微電腦拉力測試機

(6).

使用顯微鏡觀察紗線的外觀並測量紗線直徑。

(5). 電子顯微鏡

結果與討論

(6). 電子秤
(7). 撚度分析儀

紗線撚度計算與外觀評估

實驗步驟
(1). 以 CNS11263，L3216 標準，5 種紗線在無解撚
(1). 細紗機採用 Tencel 粗紗，並以變化加撚尼龍紗

狀況下取 10 英吋，以撚度分析儀檢測 30 次後，

控制系統設定位移量，固定隔距距離 0mm、

得到下列數據如圖 5 所示，固定隔距距離 0mm

4mm、8mm、12mm、16mm。

平均實測撚度為 22.2 撚，4mm 平均為 22.3 撚，
8mm 平均為 22.4 撚，12mm 平均為 21.5 撚，
16mm 平均為 21.4 撚，
其中固定隔距距離 12mm
及 16mm 因已超過中心軸而少轉一圈，導致撚
度平均值較小。

圖 5 撚度機測試
(2).
圖 3 尼龍餵入包覆位置

以顯微鏡拍攝，每 1 英吋做一次紀錄觀察 3 碼
之平均撚度，得到下列數據如圖 6 所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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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距距離 0mm 平均外觀撚度為 21.3 撚，4mm
平均為 18.9 撚，8mm 平均為 19.5 撚，12mm 平
均為 21.1 撚，16mm 平均為 21.0 撚，其中因粗
紗偏移到 4mm 的位置，使固定隔距距離 4mm
得到較小撚度。圖 7 與圖 8 分別為撚度差異最
大跟最小顯微鏡外觀比較，由圖 7 可知，包覆
紗隔距鮮明，均勻分布。

圖 9 微電腦拉力測試機測試數據
紗線斷裂伸長量
使用微電腦拉力測試機，每 25.4 公分為一間距，
測量 17 次，去除最高與最低誤差再取平均值。得到
數據如圖 10 所示，固定隔距距離 0mm 平均伸長為
32.31mm ， 4mm 平 均 為 30.22mm ， 8mm 平 均 為
30.27mm，12mm 平均為 24.1mm，16mm 平均為

圖 6 以顯微鏡拍攝觀察撚度

32.92mm，
Ne24Tencel 平均伸長為 27.1mm，尼龍 DTY
平均伸長為 67.21mm，此結果證明包覆紗強伸度會
因短纖在內側時先斷裂而造成數據偏低。

圖 7 顯微鏡拍攝圖(30 撚)

圖 10 微電腦拉力測試機測試數據
紗線外觀直徑
以顯微鏡測量直徑大小，每 1 英吋測量一次，
測量 3 碼平均值，得到數據如圖 11 所示，固定隔距
距離 0mm 平均外觀直徑為 0.29mm，4mm 平均為

圖 8 顯微鏡拍攝圖(16 撚)

0.27mm ， 8mm 平 均 為 0.26mm ， 12mm 平 均 為

紗線強力檢測

0.28mm，16mm 平均為 0.29mm。因固定隔距距離
8mm 位置為短纖中心，包覆距離較近，紗線較緊密，

使用微電腦拉力測試機，每 25.4 公分為一間距，

紗線直徑較細。

測量 17 次，去除最高與最低誤差再取平均值。得到
數據如圖 9 所示，固定隔距距離 0mm 平均強力為
5.74N，
4mm 平均為 5.02N，
8mm 平均為 5.25N，
12mm
平均為 5.50N，16mm 平均為 5.68N，Ne24 Tencel 平
均為 6.10N，黑色尼龍 DTY 強力平均為 2.94N，此
結果證明包覆紗強力會因為長纖在外測捲曲包覆使
強力提升。

圖 11 顯微鏡觀察紗線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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