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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拉丝充气布的织造设备及织造方法。它

包括剑杆织机，在剑杆织机上加上辅助装置及辅

助纬纱和辅助纬纱释放装置和辅助纬纱卷拉装

置，通过本发明的辅助装置进行打纬，织造具有

波浪状的有弧度形高度的拉丝充气布。本发明拉

丝充气布织造设备及织造方法所织造的拉丝充

气布不仅有常规的平整的拉丝充气布，还可以织

造出具有符合各种弧度形高度的拉丝充气布，符

合了人们的需求，深受市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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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丝充气布的织造设备，包括剑杆织机本体，所述剑杆织机包括送经装置、开囗

装置、引纬装置，打纬装置，卷取装置及织轴、筒子架、钢筘和前胸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剑杆

织机还包括辅助装置、辅助纬纱、辅助纬纱释放装置和辅助纬纱卷拉装置，

所述辅助装置包括平板和安装在平板下面的电磁阀，所述平板安装在所述剑杆织机的

钢织筘织造织口与织机的前胸梁之间、位于所述剑杆织机的经位置线下面，所述电磁阀呈

纵向及横向的排列，顺纬纱方向的为横列，顺经纱方向的为纵列，所述电磁阀由织机电控箱

控制；

所述辅助纬纱由300D以上纱线经过含有不锈铁粉的浆液中上浆并烘干成筒而成；

所述辅助纬纱释放装置包括织造基布纬纱时接纬剑杆碰撞的基布纬纱释放块和织造

辅助纬纱时接纬剑杆碰撞的辅助纬纱释放块，所述辅助纬纱释放块设于所述基布纬纱释放

块右侧；

所述辅助纬纱卷拉装置包括一对啮合齿轮，其安装在平板的靠近胸梁位置的右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丝充气布的织造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平板的长度等于所

述剑杆织机的钢筘长度，所述平板的宽度等于所述剑杆织机的钢筘织布织口到剑杆织机的

前胸梁的距离，所述平板的上表面为平整光滑的平面。

3.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拉丝充气布的织造设备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拉丝充气布本体，所述拉丝充气布包括上层基布、下层基布以及连结上层基布下层基布

的拉丝，所述上层基布是由上层经纱和上层纬纱交织而成，所述下层基布是由下层经纱和

下层纬纱交织而成，所述上层经纱由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组成，所述下层经纱由下

层第一经纱、下层第二经纱组成，

所述拉丝充气布的织造步骤如下：

步骤1：整经，

a.将上层经纱、下层经纱按顺序排列整在一个织轴上；

b.将拉丝筒子放在筒子架上；

步骤2：整纬，

a.基布纬纱不需处理；

b.辅助纬纱放入含有不锈铁粉的浆液中浸渍烘干成筒；

步骤3：穿综插筘，

将上层第一经纱、下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下层第二经纱、第一拉丝和第二拉丝

按顺序排列穿综插筘；

步骤4：提综打纬，提综均在剑杆织机提综机上提综；

织造上层基布下层基布，其上层基布的上层纬纱、下层基布的下层纬纱都由钢筘打纬；

织造辅助纬纱，打纬先由钢筘按常规打纬，将辅助纬纱打纬打到织口后，由辅助装置接

力打纬：所述辅助装置平板下面设置的横向排列及纵向排列的若干个电磁阀，横向排列的

电磁阀顺着纬纱方向从钢筘织口到前胸梁依次为E1～E10，纵向排列的电磁阀，顺着经纱方

向从织机左到右为F1～F10，当含有不锈铁粉末的辅助纬纱被钢筘打纬打到织口时，横向排

列的E1排通电，产生磁场，吸附着辅助纬纱，此时，E2排电磁阀通电产生磁场，E1排电磁阀断

电失去磁场，辅助纬纱就由织口E1排移动到E2排，紧接着横向排列的E3排通电，产生磁场，

E2排电磁阀断电失去磁场，辅助纬纱就由织口E2排移动到E3排，按次顺序断电通电控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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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阀，辅助纬纱也就被电磁阀吸附打纬打到设定的位置为止；

期间，在织造基布纬纱时，所述基布纬纱释放块位于辅助纬纱释放块左侧，接纬剑杆先

碰到所述基布纬纱释放块而释放基布纬纱，当织造辅助纬纱时，所述基布纬纱释放块移开，

接纬剑杆碰到所述辅助纬纱释放块而释放辅助纬纱，辅助纬纱释放时长大于基布纬纱释放

时长，从而使辅助纬纱的尾纱长度大于基布纬纱的尾纱长度；

步骤5：辅助纬纱卷拉，当固结织造第一拉丝、第二拉丝的上层第三纬上层第四纬、下层

第三纬和下层第四纬度过了织物定型区后，辅助纬纱的纱尾落入了辅助纬纱卷拉装置啮合

齿轮中，旋转的啮合齿轮将辅助纬纱拉出布幅；

同样，当固结织造第一拉丝、第二拉丝的上层第六纬上层下一循环的第一纬和下层第

六纬下层下一循环后的第一纬度过了织物定型区后，辅助纬纱的纱尾落入辅助纬纱卷拉装

置啮合齿轮中，旋转的啮合齿轮将辅助纬纱拉出布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拉丝充气布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纬纱和下层纬

纱均由六根纬纱组成，分别为上层第一纬纱、上层第二纬纱、上层第三纬纱、上层第四纬纱、

上层第五纬纱和上层第六纬纱及下层第一纬纱、下层第二纬纱、下层第三纬纱、下层第四纬

纱、下层第五纬纱和下层第六纬纱，所述提综打纬的详细过程如下：

第一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一纬纱，钢筘打纬织

造；

第二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二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三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三纬纱，钢筘打纬织

造；

第四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

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一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五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二经纱、第一拉丝和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

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二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六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

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三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七梭，织第一辅助纬纱，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和第二拉丝往上提，投入第

一辅助纬纱，钢筘打纬至织口，然后由本发明的辅助装置通过电磁阀打纬，将第一辅助纬纱

打到设定的位置；

第八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四纬纱，钢筘打纬织

造；

第九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五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十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六纬纱，钢筘打纬织

造；

第十一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

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四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十二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二经纱、第一拉丝和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

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五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十三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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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六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第十四梭，织第二辅助纬纱，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和第一拉丝往上提，投入

第二辅助纬纱，钢筘打纬至织口，然后由本发明的辅助装置通过电磁阀打纬，将辅助纬纱打

到设定位置，至此，十四梭一循环的提综打纬结束，进入下一轮循环织造。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拉丝充气布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铁粉在浆液中

的浓度在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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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丝充气布的织造设备及织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设备及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织造拉丝充气布的设备及织造方法，

属纺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拉丝充气布的用途越来越广，不单是冲浪板、潜艇、海上平台，就是汽车运输

装卸气垫、体育保护平台以及飞机机翼、风力发电机叶子，甚至休闲垫等等，都可以用拉丝

充气布，由于拉丝充气布可以按需要做成弧形高低和生理弧形高度，极有市场，但由于拉丝

充气布属于三维立体织物，还很少有这样的设备能织出有弧度形高度符合这样要求的拉丝

充气布，人们迫切希望能尽快有这种能织造拉丝充气布的设备及其织造方法，以满足市场

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缺少能够织出具有弧度形高度的拉丝充气布的设备及其织

造方法的问题，本发明一种能够织出具有弧形高度的织造拉丝充气布的设备及其方法就此

幸运而生。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一种织造拉丝充气布的织造

设备，是在普通的丝绒剑杆织机上加上辅助装置及辅助纬纱和辅助纬纱释放装置和辅助纬

纱卷拉装置而成。

[0005] 所述的普通的丝绒剑杆织机，可以双梭口的也可以单梭口的，为扩大应用范围，本

发明在此指单梭口的，不带割绒刀的，可以选纬的普通的丝绒剑杆织机。

[0006] 所述的辅助装置是指安装在剑杆织机钢筘织造的织口到剑杆织机的前胸梁之间，

在剑杆织机所织造的下层经纱的经位置线下面的一块平板，平板的长度相当于剑杆织机的

钢筘长度，平板的宽度相当于剑杆织机钢筘织布的织口到剑杆织机的前胸梁之间，平板的

上面为平整光滑的平面，平板的下面装有若干个能发射磁场的电磁阀，所述的电磁阀成纵

向横向排列，顺纬纱方向的为横列，顺经纱方向的为纵列，所有电磁阀都有织机电控箱控

制，断电消失磁场，通电产生磁场。

[0007] 所述的辅助纬纱是300D以上的纱线经过含有不锈铁粉的浆液中上浆并烘干成筒

而成。

[0008] 所述辅助纬纱释放装置；是在剑杆织机常规的引纬打纬过程中接纬剑杆所碰撞的

纬纱释放块由一个增加到二个，並由机械碰撞改为电子机械控制碰撞。

[0009] 在织造基布纬纱和辅助纬纱时，由电脑控制着基布纬纱释放块和辅助纬纱释放

块，使辅助纬纱释放时长大于基布纬纱释放时长，从而使辅助纬纱的尾纱长度大于基布纬

纱的尾纱长度5cm以上。

[0010] 所述的辅助纬纱卷拉装置是安装在辅助装置平板的位置的右侧的一对啮合齿轮，

由于辅助纬纱尾纱长度较基布纬纱尾纱长度长，长的部分落入卷拉装置中一对啮合的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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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将辅助纬纱拉出布幅。

[0011] 而所述的拉丝充气布，包括上层基布、下层基布以及连结上层基布下层基布的拉

丝。

[0012] 而所述的上层基布是上层经纱上层纬纱交织而成。

[0013] 下层基布是由下层经纱下层纬纱交织而成。

[0014] 上层经纱又是由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组成。

[0015] 上层纬纱是由上层第一纬纱、上层第二纬纱、上层第三纬纱、上层第四纬纱、上层

第五纬纱和上层第六纬纱组成。

[0016] 下层经纱是由下层第一经纱，下层第二经纱组成。

[0017] 下层纬纱是由下层第一纬纱、下层第二纬纱、下层第三纬纱、下层第四纬纱、下层

第五纬纱、下层第六纬纱组成。

[0018] 拉丝由第一拉丝、第二拉丝组成。

[0019] 而辅助纬纱由第一辅助纬纱第二辅助纬纱组成。

[0020] 所述的拉丝充气布在本发明的设备上织造过程如下：

[0021] 1.整经

[0022] a.将上层经纱、下层经纱按顺序排列整在一个织轴上。

[0023] b.如是平坦的充气拉丝布，将拉丝按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

[0024] c.如是有弧度的高低的充气拉丝布，将拉丝筒子放在筒子架上。

[0025] 2.整纬

[0026] a.基布纬纱不需处理。

[0027] b.辅助纬纱放入含有不锈铁粉的浆液中浸渍烘干成筒即可，不锈铁粉在浆液中的

浓度看织物紧密度而投放，一般在1％～2％之间。

[0028] 3.穿综插筘：将上层第一经纱、下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下层第二经纱、第一

拉丝和第二拉丝按顺序排列穿综插筘。

[0029] 4.提综打纬

[0030] 提综均在剑杆织机提综机上提综即可，

[0031] 打纬方法有二种，

[0032] 凡是基布纬纱，不论上层基布的上层纬纱还是下层基布的下层纬纱都有钢筘打纬

打到织口即可。

[0033] 而辅助纬纱，打纬先是由钢筘按常规打纬，将辅助纬纱打纬打到织口时，然后将由

本发明辅助装置开始接力打纬。

[0034] 辅助装置平板下面设置着横向排列纵向排列的若干个磁场发射器电磁阀，横向排

列的电磁阀顺着纬纱方向从钢筘织口到前胸梁依次为E1～E10，纵向排列的电磁阀，顺着经

纱方向从织机左到右为F1～F10，当含有不锈铁粉末的辅助纬纱被钢筘打纬打到织口时，横

向排列的E1排通电，产生磁场，吸附着辅助纬纱，此时，E2排电磁阀通电产生磁场，E1排电磁

阀断电失去磁场，辅助纬纱就由织口E1排移动到E2排，紧接着横向排列的E3排通电，产生磁

场，吸附着辅助纬纱，此时，E2排电磁阀断电失去磁场，辅助纬纱就由织口E2排移动到E3排，

依次顺序断电通电控制电磁阀，辅助纬纱也就被电磁阀吸附打纬打到设定的位置，这就是

辅助纬纱由钢筘打纬到电磁阀打纬到设定位置的全过程，整个提综打纬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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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第一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一纬纱，钢筘打纬

织造。

[0036] 第二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二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37] 第三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三纬纱，钢筘打纬

织造。

[0038] 第四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

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一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39] 第五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二经纱，第一拉丝、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

纱、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二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40] 第六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

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三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41] 第七梭，织第一辅助纬纱，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投入

第一辅助纬纱，钢筘打纬至织口，然后由本发明的辅助装置通过电磁阀打纬，将辅助纬纱打

到设定的位置。

[0042] 第八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四纬纱，钢筘打纬

织造。

[0043] 第九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上次第五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44] 第十梭，织上层，将上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投入上层第六纬纱，钢筘打纬

织造。

[0045] 第十一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

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四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46] 第十二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二经纱、第一拉丝、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

纱、上层第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五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47] 第十三梭，织下层，将下层第一经纱、第二拉丝往上提，并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

二经纱往上提，投入下层第六纬纱，钢筘打纬织造。

[0048] 第十四梭，织第二辅助纬纱，将上层第一经纱，上层第二经纱，第一拉丝往上提，投

入第二辅助纬纱，钢筘打纬至织口，然后由本发明的辅助装置通过电磁阀打纬，将辅助纬纱

打到设定位置，至此，十四梭一循环的提综打纬结束，进入下一轮循环织造。

[0049] 期间，在织造基布纬纱和辅助纬纱时，由电脑控制着基布纬纱释放块和辅助纬纱

释放块，使辅助纬纱释放时长大于基布纬纱释放时长，从而使辅助纬纱的尾纱长度大于基

布纬纱的尾纱长度5cm及以上.

[0050] 5.辅助纬纱卷拉

[0051] 当织造固结第一拉丝、第二拉丝的上层第三纬上层第四纬和下层第三纬下层第四

纬度过了织物定型区后，由于辅助纬纱的尾纱较基布纬纱尾纱长5cm以上，所从辅助纬纱的

尾纱将落入早已安装在辅助装置平台的右侧靠近织机前梁位置的一对旋转的啮合齿轮中。

旋转的啮合齿轮将辅助纬纱卷着拉出布幅。

[0052] 同样，当织造固结第一拉丝、第二拉丝的上层第六纬上层下一循环的第一纬和下

层第六纬下层下一循环后的第一纬度过了织物定型区后，由于辅助纬纱的纱尾较基布纬纱

长5cm以上，将落入早已安装在辅助装置平台的右侧靠近织机前梁位置的一对旋转的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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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中。旋转的啮合齿轮将辅助纬纱卷着拉出布幅。

[0053] 至此，织造全部结束。

[0054] 为了保持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的平整，不急于将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拉开，而是

将坯布进入下一道工序涂胶后才分开。

[0055] 由于辅助纬纱被卷拉出了布幅，第一拉丝、第二拉丝与辅助纬纱失去了交织点，其

实际长度将扩大了一倍。例如第一拉丝在上层基布与第一纬纱第二纬纱第三纬纱进行了上

下上三纬的固结织造返到下层与下层的第四纬纱第五纬纱第六纬纱进行下上下的三纬固

结织造，而这其中第一拉丝还被第一辅助纬纱牵引至设定位置，这样，第一拉丝从上层第三

纬纱到下层第四纬纱的实际长度将是上层第三纬纱至辅助纬纱的所在的设定位置的距离

再加上辅助纬纱所在的设定位置到下层基布的第四纬纱的距离。整个一个来回之和。同理，

第二拉丝长度也为整个一个来回之和,即从固结点到设定位置的距离的2倍。

[0056] 若辅助纬纱所在的设定距离如一直不变，那第一拉丝第二拉丝将一直是统一长

度，最终涂胶后将上层下层分开，将是平坦的充气布材料，而当辅助纬纱所设定的距离可变

时，因为含不锈铁粉的辅助纬纱是辅助装置平台下面若干个电磁阀通电产生磁场吸附着

的，可以让辅助纬纱依次呈弯曲状，因而最终可以使第一拉丝第二拉丝呈有次序的长短，而

涂胶分层后，将是波浪形有弧度的高低的充气布材料。

[005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织造设备采用了辅助纬纱装置，使用浸渍过不锈

铁粉溶液的辅助纬纱，通过辅助纬纱装置中的电磁阀通电产生的磁场吸附辅助纬纱，使辅

助纬纱到达设定位置，同时又通过辅助纬纱释放装置使辅助纬纱的尾纱较基布纬纱长5cm

以上落入了辅助纬纱的卷拉装置，将辅助纬纱拉出布幅，由于拉丝失去了与辅助纬纱的交

织点，由于辅助纬纱弯曲使拉丝按设计要求有长有短，因此所织造的拉丝充气布可以具有

波浪形的弧形高度，符合了人们的需求，深受市场欢迎。

附图说明

[005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平坦的充气布的示意图。

[005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波浪形的高度的充气布示意图。

[006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本发明织造充气布的辅助设备装置。

[006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充气布织造时的结构示意图。

[006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波浪形高度充气布制作原理图。

[006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织造顺序表。

[0064] 图中，J上为充气布的上层基布，J下为充气布的下层基布，R为充气布上层基布下层

基布中间的拉丝，G为钢筘，L为织机前胸梁，Z为织造的织口，M为辅助设备装置主平台，E为

辅助装置主平台下横列格子，F为辅助装置主平台下纵列格子，A、B为辅助纬纱释放装置,其

中A为辅助纬纱释放装置中基布纬纱释放块，B为辅助纬纱释放装置中辅助纬纱释放块，N为

辅助纬纱卷拉装置，T上1、T上2为上层基布的经纱W上1～W上6为上层基布的纬纱，T下1、T下2为下层

基布的经纱，W下1～W下6为下层基布的纬纱，R1、R2为第一拉丝和第二拉丝。Q1、Q2为第一辅助

纬纱和第二辅助纬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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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66] 本发明实施例中，

[0067] 图一所示为平坦的充气布示意图，J上为上层基布，J下为下层基布，R为拉丝，只要拉

丝长度全部统一，即可达到平坦的目的。

[0068] 图二所示为波浪型高度的充气布示意图，J上为上层基布，J下为下层基布，R为连结

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的拉丝，拉丝R长度需对应的长短，在织造时需设定好即可。

[0069] 图三即为本发明的辅助装置，其中，G为钢筘，L为织机前胸梁，本发明辅助装置主

平台M安装在织造织口Z与织机前胸梁L之间在织造的下层经纱经位置线的下面，平台M上表

面为一块平坦的平面，平台M的下面设置有若干个电磁阀，E1～E10为顺着纬纱方向从钢筘至

前胸梁方向的横向排列的小方格内的电磁阀

[0070] F1～F10为顺着经纱方向的纵向排列的从左至右小方格内的电磁阀。

[0071] 所有电磁阀由织机主电脑控制，电磁阀通电则产生磁场，对含有不锈铁粉的辅助

纬纱有吸附作用，而断电则失去磁场，对辅助纬纱不再有吸附作用。

[0072] 电磁阀E1排通电，则辅助纬纱为纬向平直型，如E1断电，E2通电，则辅助纬纱向E2方

向前进一格，依次继续，辅助纬纱可以在E10位置成为向平直，这样的充气拉丝布将是平坦

的。

[0073] 而电磁阀通过对应的纬纱方向E1至E10和经纱方向的F1至F12的各个对应点通电断

电，可以将辅助纬纱对应的弯弯曲曲，被辅助纬纱牵引的拉丝也相应的长长短短，这样的充

气拉丝布将是弧度波浪型的高度的充气拉丝布，详见图五，只要对应的E9F1，E7F2，E7F3，E7F4，

E8F5，E9F6，E9F7，E9F8，E8F9，E7F10通电产生磁场就可对辅助纬纱吸附成如图五所示的弯曲状，

最后，充气拉丝布就可成为图五上所示的具有波浪型弧度高度的拉丝充气布。

[0074] 图三所示的A、B分别为辅助纬纱释放装置中的基布纬纱释放块和辅助纬纱释放

块。基布纬纱释放块A为织造基布纬纱时接纬剑杆碰撞的释放块，这个碰撞块由电脑控制，

当接纬剑杆织造基布纬纱时弹出设定位置被接纬剑杆碰撞到而使接纬剑头释放，基布纬纱

达到设定的长度要求，而当接纬剑杆在织造辅助纬纱时，这个A的基布纬纱释放块接到电脑

指令没有弹出设定位置，因此接纬剑杆接着辅助纬纱经过A处时没有碰到A的释放块，稍迟

接纬剑杆即碰到了设放在A基布纬纱释放块右侧一定距离的B辅助纬纱释放块，接纬剑杆碰

到了B辅助纬纱释放块后随即就释放了辅助纬纱，这时辅助纬纱尾纱长度要比基布纬纱尾

纱长，而长多少的距离由A和B的距离决定，A和B距离由人工可调，一般调至辅助纬纱尾纱长

度比基布纬纱尾纱长5cm左右即可。

[0075] 图三所示的N为辅助纬纱卷拉装置，是由一对啮合齿轮安装在辅助装置大平台的

右侧胸梁位置，由于辅助纬纱尾纱相对较基布纬纱尾纱长，所以辅助纬纱就相对较容易落

入旋转的一对啮合齿轮的中间，经过旋转，辅助纬纱的卷拉装置就将辅助纬纱拉出布幅，从

而使拉丝R失去与辅助纬纱的交织点。使拉丝R的长度达到所需要求。

[0076] 图四为本发明充气拉丝布结合设备和辅助装置，辅助纬纱的织造结构如图六所示

的织造顺序表所示，其中，“X”表示将经纱往上提，“·”表示织下层时上层经纱也往上提。

[0077] 而图五即介绍了本发明辅助纬纱弯曲可使充气布波浪形高低的制作原理图。

[0078] 各位技术人员须知：虽然本发明已按照上述具体实施方式做了描述，但是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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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明思想并不仅限于此发明，任何运用本发明思想的改装，都将纳入本专利专利权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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