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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天丝™ 纤维 

天丝™品牌纤维源自可持续来源的可再生原料木材，由环
保工艺生产，定义了可持续性和自然舒适性的新标准。从
他们的植物产地，对生产的低环境影响，最终对生物降解
的处置，天丝™纤维是纺织业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从持久的
柔软性到良好的色彩保留等各种优点和贡献的透气性使天
丝™品牌纤维成为许多顶尖的服装和家具生产商的选择。
天丝™纤维的多功能性可以用于和许多其他纤维的混纺伙
伴，可以增强织物的美学和功能，用于许多不同的应用。
天丝™莱赛尔和莫代尔纤维提升了纺织品以满足日常消费
者的各种需求。

天丝™ 莱赛尔纤维
莱赛尔纤维以其天然舒适性而闻名，具有多种用途，可与
棉、涤纶、晴纶丙烯酸、羊毛和丝绸等多种纺织纤维相结
合，增强织物的美观性和功能性。莱赛尔纤维的独特物理
特性可增强其更好的强度、高效的吸水性能和对皮肤的温
和。

天丝™莫代尔纤维
天丝™ 莫代尔纤维是众所周知拥有精致柔软和愉悦的亲
肤性。
天丝™莫代尔纤维展现了高度的柔软性，增强纺织品的天
然柔软性。
天丝™莫代尔纤维提供了无数可行设计，可以与其他纤维
混合，使用传统机械加工，显著提高织物的柔软性和舒适
性。

#天丝™ 纤维

TENCEL™ is a trademark of Lenzing AG.

萨维奥解决方案



cotton viscosepolyester wool TENCEL™
Modal

TENCEL™
Lyocell

te
na

ci
ty

 a
t b

re
ak

 -
 w

et
 [

cN
/te

x]

te
na

ci
ty

 a
t b

re
ak

 -
 c

on
di

tio
ne

d 
[c

N
/te

x]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cotton viscosepolyester wool TENCEL™
Modal

TENCEL™
Lyocell

Relative Humidity %

Average % 

Min.% 

Appearance (Value% - Top)

Humidity %
60 65 70 7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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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ZING™ LYOCELL A100 Ne 40MOISTAIR®

天丝™ 纤维的关键性能优点
 • 强力和耐用性
 • 多样性 – 手感和光泽
 • 功能性和舒适性
 • 源于天然植物

室内温度(Tair) 和相对湿度 (RH) 对于天丝™ 纤维纱线的适纺性的络
筒工序生产有强烈的影响。

具有良好结构和物理机械性能的天丝™ 纤维拥有如下特点：良好的
可纺性和优秀的纱线物理特性。天丝™ 纤维能够纺出高强力，低条
干不匀，光洁的外表和良好品质的纱线。

世界各地的用户正在广泛地使用萨维奥络筒机生产各种天丝™ 品
种，特别是在我们已经努力的研究来提高兰精™天丝™诸如：兰精™ 
莱赛尔 A100 和兰精™ 莱赛尔标准型产品的接头质量。

室内温度 (Tair) 和相对湿度 (RH) 对于含有天丝™ 纤维的纱线生产和
纱线捻接步骤有着强烈的影响。合适的温湿度对于使用兰精™纤维
的粗支纱，用于牛仔的竹节纱的接头 ，高支纱和包芯纱的纺纱都极
其有帮助。

纤维细度同样对于接头质量有着重大影响。纤维越细，纱线截面内
的纤维数量越多，接头质量越好。涉及兰精™ 天丝时，非常重要的
是了解纤维规格（1,4 or 1,25 Dtex）。对于不同的纤维细度，拉伸
强力，相对湿度，接头结果可以接受非常不同的质量评估。

萨维奥已经进行了许多次试验用于研究温湿度对于络筒工序的
影响。在萨维奥内部试验中，实验室的温湿度在 25-30 °C 和
60–80%的范围逐步的调节测试。在实验中通过控制温湿度的高
低，得到较好的接头质量和拉伸强力。 

温湿度的重要性在上图2中已经证明，通过增加和控制湿度在 75-
80%显著的改善了接头的外观。

除了室内温度 (Tair) 和相对湿度 (RH)以外，对于一些特定纱支范围
的纱线，使用水雾同样是通过纱线接头性能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兰精 ™ 天丝包芯纱和混纺纱使用水雾捻接器已
经获得了非常成功的结果。

天丝™ 纤维
纱线生产过程

图.1:断裂强力，来源：兰精内部测试。版权© Lenzing Ag.

图2. 拉伸强力和接头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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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最高的纤维素纤维之一 兰精™ 莱赛尔 A100，NE32：强力 （平均值和最小值）， 接头外观，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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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OOVES (14.5°)

决定获得那种纱线时纺纱技术是关键因素，将决定哪一种技
术是最适合您的要求。
萨维奥提供了无数种解决方案来支持最终产品纱线的质量要
求。
对照于天丝™纤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
萨维奥公司极其关注络筒生产中的纱线控制。

JOINTAIR®

空气捻接器

MOISTAIR®

水雾捻接器

全新设计的槽筒
用于提高筒纱退绕性能

新型的空气捻接和水雾型捻接器基于双路供气系统用于纱线的退捻
和加捻。分开的供气系统允许独立的更适当的调节工作气压，
使空气捻接器能够更加容易的处理不同的纤维和不同的混纺组合。
 

Jointair® 空气捻接器
设定完全集成到中控电脑中调节 :
•  快捷简单的改变设定
•  每个不同单锭的设定统一和一致

主要应用范围: 
• 全棉和棉混纺
•  紧密纺棉纱 
• 花式纱
• 包芯纱
• 合成和人造纤维纱线
• 全毛和毛混纺
• 真丝

Moistair® 水雾捻是一种创新的空气捻接器使用微量的水(喷雾状)。
它用水阀按照设定的注水量加入后润湿接头。几乎适合所有种类的
短纤和中长纤维纺纱纱线。水雾捻接器在天丝™ 和高支纱上展现了
超越的性能。

设定完全集成到中控电脑中调节:
• 快捷简单的改变设定
• 每个不同单锭的设定统一和一致

主要应用范围：
• 短纤和中长纤维纺纱
• 天丝™ 纤维纱线
• 弹力包芯纱
• 超高支棉纱
• 粗支和竹节纱
• 包双芯纱

纱线质量和成本在高度竞争的纺织品市场中是决定性的关键。在
下游生产中筒纱退绕表现，和圈绕速度提高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利
润。EVO型槽筒提供了新的性能通过变换的卷绕角度和卷绕圈数来
优化筒纱的退绕速度和筒纱纱线容量。紧跟时尚潮流趋势的人造纤
维的技术发展要求机械技术同样要有持续的技术革新。
萨维奥目前已经拥有了全范围的槽筒可以覆盖所有纱线种类，纱支
和下游生产的要求。筒纱成型得到优化而获得下游生产中的优势，
更好的退绕比率，均匀的筒纱密度和更低的退绕断头次数。

 - 3/2 EVO
适合所有中、高支的短纤纱
性能和测试结果：
• 更低的退绕断头率 - 减少30%
• 均匀的筒纱密度

 - 3 EVO 
适合所有的中粗支短纤纱 
性能和测试结果：

• 更高的筒纱容量
• 均匀的硬度性能
• 卷绕角度更好的适合粗支纱

Eco PulsarS Plus
Polar Evolution

Eco PulsarS Plus
Polar Evolution

Eco PulsarS Plus
Polar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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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奥解决方案 
用于天丝™ 纤维的
纱线生产



SAVIO MACCHINE TESSILI S.P.A.
33170 PORDENONE (Italy)
Via Udine, 105
Tel. +39 0434 3971
Fax +39 0434 397599
E-mail: order@saviospa.it
www.saviospa.com

SAVIO (SHANDONG) TEXTILE MACHINERY CO., LTD.
No.6 Torch Industry Park, No. 2166 Chongwen Dadao,
High&New 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Zone, Jining,
Shandong, P.R. China 272000
Tel. +86 0537 2395206/101
Fax +86 0537 2395216 
E-mail: info@saviochina.co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chines 
described herein without prior notice. 
The data given in this brochure are not 
intended as a guarantee.
Savio machines are equipped with 
safety devices in compliance with 
existing regulations.

SAVIO INDIA PRIVATE LIMITED
Tamaraikulam 
Post Kinathukadavu Taluk
Coimbatore - 642 109
Tamil Nadu, India
Tel. +91 4259 201500
E-mail: mail@savioindia.in

SAVIOTECHNICS S.R.O.
Lhota 427, 549 41 Cerveny Kostelec, 
Czech Republic
Tel:  +420 499 451 468
Email: info@saviotech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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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解决方案
共同创造

纺织解决方案共同创造：
正是这独特的格言使得萨维奥成为世界上
短纤维纺织机械的最大制造商之一。
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商，而是纺织工业价
值的共同创造者：萨维奥和用户紧密合作
已经研究和实现了许多技术解决方案。
尖端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根据每个客户的
具体需求定制，具有出色的物有所值的构
想。
纱线领域方面的专业和创新，自1911
年以来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