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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

艺，采用具有六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编机进行

编织，其中七把所述梳栉按其在所述双针床经编

机上的排列顺序依次为GB1、JB3、JB4、JB5、JB6和

GB7，编织时，所述GB1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

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正面层，所述GB7在所

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

反面层，所述第一贾卡梳和所述第二贾卡梳分别

按本发明提供的针法中的任意一种方法进行编

织形成织物的提花组织通过让贾卡梳按特定的

针法编织形成织物的提花组织，确保提花组织的

V点清晰度和立体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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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采用具有六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

编机进行编织，其中七把所述梳栉按其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上的排列顺序依次为GB1、JB3、

JB4、JB5、JB6和GB7，所述JB3和所述JB4共同构成半机号贾卡梳，所述JB5和所述JB6共同构

成另一个半机号贾卡梳，以所述JB3和所述JB5为第一梳栉，所述JB4和所述JB6为第二梳栉；

编织时，所述GB1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正面层，所述GB7

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反面层，两套所述半机号贾卡梳分别按

以下针法中的任意一种方法进行编织形成织物的提花组织：

针法A：所述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且所

述第一梳栉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同时所述第二梳栉依

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所述第二梳栉仅在所述双针床

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

针法B：所述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同时

所述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所述第一梳栉

和所述第二梳栉都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

针法C：所述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同时

所述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所述第一梳栉

和所述第二梳栉都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针法B和针法C中，

所述第一梳栉和所述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针法A中，所述第一

梳栉和所述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或都为闭口线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针法A中，所述第一

梳栉垫纱成圈交替形成的闭口线圈和开口线圈，所述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为开

口线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在针法A中，所述第二

梳栉垫纱成圈交替形成的闭口线圈和开口线圈，所述第一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为开

口线圈。

6.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GB1、所述JB3、所述JB4、所述JB5、所述JB6和所述GB7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梳栉有八把，按

其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上的排列顺序依次为所述GB1、GB2、所述JB3、所述JB4、所述JB5、所

述JB6、所述GB7和GB8，所述GB1和所述GB2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

的正面层，所述GB7和所述GB8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反面层。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GB2的垫纱组织

为经平组织，所述GB8的垫纱组织为衬纬组织。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GB2穿纱所采用

的纱线为涤纶单丝。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930299 A

2



一种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料的制作工艺，尤其是一种双贾卡提花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双贾卡提花面料为采用具有两套半机号贾卡的双针床经编机编织形成的经编面

料，其V型提花主要是利用贾卡梳栉在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的V点清晰度和立体感

相对较差，影响面料的美感；同时，利用贾卡梳栉在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的V型提花难以在

面料上连续形成，即两个V型提花之间不可避免会具有间距，花型较为单调。

[0003] 此外，现有的双贾卡提花面料只能给在面料的其中一面上形成V型提花，颜色也不

够丰富。虽然可以利用色纱进行编织以形成多色效果，然而这会增加面料的成本，且色纱由

于需要在编织前进行染色处理，物性相对较低，在编织过程中容易出现断纱，影响面料质

量。

[0004] 有鉴于此，本申请人对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遂有本案

产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V点清晰度和立体感相对较高的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

作工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采用具有六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编机进行编

织，其中七把所述梳栉按其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上的排列顺序依次为GB1、JB3、JB4、JB5、

JB6和GB7，所述JB3和所述JB4共同构成半机号贾卡梳，所述JB5和所述JB6共同构成另一个

半机号贾卡梳，以所述JB3和所述JB5为第一梳栉，所述JB4和所述JB6为第二梳栉；

[0008] 编织时，所述GB1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正面层，所述

GB7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反面层，两套所述半机号贾卡梳分

别按以下针法中的任意一种方法进行编织形成织物的提花组织：

[0009] 针法A：所述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

且所述第一梳栉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同时所述第二梳

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所述第二梳栉仅在所述双

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

[0010] 针法B：所述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

同时所述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所述第一

梳栉和所述第二梳栉都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

[0011] 针法C：所述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

同时所述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所述第一

梳栉和所述第二梳栉都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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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在针法B和针法C中，所述第一梳栉和所述第二梳栉垫纱

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在针法A中，所述第一梳栉和所述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

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或都为闭口线圈。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在针法A中，所述第一梳栉垫纱成圈交替形成的闭口线圈

和开口线圈，所述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为开口线圈。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在针法A中，所述第二梳栉垫纱成圈交替形成的闭口线圈

和开口线圈，所述第一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为开口线圈。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GB1、所述JB3、所述JB4、所述JB5、所述JB6和所述GB7

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梳栉有八把，按其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上的排列顺

序依次为所述GB1、GB2、所述JB3、所述JB4、所述JB5、所述JB6、所述GB7和GB8，所述GB1和所

述GB2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正面层，所述GB7和所述GB8在所

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反面层。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GB2的垫纱组织为经平组织，所述GB8的垫纱组织为

衬纬组织。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GB2穿纱所采用的纱线为涤纶单丝。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通过让贾卡梳按特定的针法编织形成织物的提花组织，确保提花组织的V点清

晰度和立体感相对较高。

[0022] 2、利用针法B和针法C可实现连续形成V型提花，极大扩展了花型的设计空间。

[0023] 3、利用针法A可实现面料的双面提花，进而实现一料两用，极大的提高了面料的使

用价值。

[0024] 4、通过不同针法之间的排列组合，可实现单色、双色、杂色等不同颜色的V型提花

组合，且不易出现断纱等现象，面料质量相对较好。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中针法A1的垫纱示意图；

[0026] 图2为实施例中针法A2的垫纱示意图；

[0027] 图3为实施例中针法A3的垫纱示意图；

[0028] 图4为实施例中针法A4的垫纱示意图；

[0029] 图5为实施例中针法B的垫纱示意图；

[0030] 图6为实施例中针法C的垫纱示意图。

[0031] 上述图中，图形上半部分的线条表示第一梳栉的纱线，图形下半部分的线条表示

第二梳栉的纱线，且上述第一梳栉和第二梳栉为同一套半机号贾卡梳，字母A表示双针床经

编机的前针床，字母B表示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当与字母A或B对应的位置的线条为直线

时表示对应的梳栉在前针床或后针床上不成圈，当与字母A或B对应的位置的线条呈半圆形

时表示对应的梳栉在前针床或后针床上编织开口线圈，当与字母A或B对应的位置的线条呈

圆形时表示对应的梳栉在前针床或后针床上编织闭口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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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双贾卡提花面料的制作工艺，采用该工艺获得的面料可以有多

种用途，在本实施例中，以作为鞋面的面料为例进行说明，该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编织准备，在电脑上设计织物的提花图案，具体的提花图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设计。

[0035] S2，梳栉配置，采用具六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编机进行编织，在本实施例中以梳

栉有八把，为例进行说明，各梳栉在单针床经编机上依次排列，按其在双针床经编机上的排

列顺序依次为GB1、GB2、JB3、JB4、JB5、JB6、GB7和GB8，其中，JB3和JB4共同构成一套半机号

贾卡梳，JB5和JB6共同构成另一套半机号贾卡梳，即这两套半机号贾卡梳都为分离式贾卡

梳，为了便于说明，以JB3和JB5为第一梳栉，JB4和JB6为第二梳栉。

[0036] 对各梳栉进行穿纱，各梳栉分别有六个盘头，其中，GB1以满穿的方式进行穿纱，即

每一个位置上都穿插有纱线，每个盘头穿有512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为200D/48F锦纶半

光纱(该纱线以及下文将会提及的各具体纱线都为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获得的纱线)；GB2

也以满穿的方式进行穿纱，其每个盘头穿有516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为整经30D涤纶单

丝纱；JB3以1穿1空的方式进行穿纱，即每穿一根纱线后空出一个位置再继续循环穿纱，其

每个盘头穿有256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为200D/72F半光白低弹预网纱；JB4以1穿1空的

方式进行穿纱，其每个盘头穿有256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也为200D/72F半光白低弹预网

纱；JB5以1穿1空的方式进行穿纱，其每个盘头穿有256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为200D/48F

锦纶半光纱；JB6以1穿1空的方式进行穿纱，其每个盘头穿有256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也

为200D/48F锦纶半光纱；GB7以满穿的方式进行穿纱，其每个盘头穿有512根纱线，穿纱采用

的纱线为整经0.10/1F有光(100D/1F)单丝纱；GB8以满穿的方式进行穿纱，其每个盘头穿有

512根纱线，穿纱采用的纱线为整经150D/48F  CD有光白低弹轻网纱。

[0037] S3，上机编织，根据步骤S1获得的提花图案制作出工艺线圈结构图，并将该工艺线

圈结构图导入双针床经编机，同时启动双针床经编机进行编织。

[0038] 编织时，GB1和GB2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正面层，GB7和所

述GB8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反面层，其中，GB2的作用主要是为了

利用涤纶单丝纱增强面料的物性和面料的硬挺度以及面料的毛高，同时可以提高正面层和

反面层之间的结合度，避免气泡和两面层局部不存在V型提花的位置脱层。需要说明的是，

也可以不设置GB2和GB8，此时，GB1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正面层，

GB7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面料的反面层。

[0039] 两套半机号贾卡梳共同编织形成用于连接正面层和反面层的中间层，且第一贾卡

梳和第二贾卡梳分别按以下针法中的任意一种方法进行编织形成织物的提花组织：

[0040] 针法A：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织，且第一梳

栉仅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同时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双针床经

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第二梳栉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

成V型提花。优选的，针法A还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种针法，第一种针法A1如图1所示，其第一梳

栉和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第二种针法A2如图2所示，其第一梳栉

和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闭口线圈；第三种针法A3如图3所示，其第一梳栉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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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成圈交替形成的闭口线圈和开口线圈，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为开口线圈；第

四种针法如图4所示，其第二梳栉垫纱成圈交替形成的闭口线圈和开口线圈，第一梳栉垫纱

成圈所形成的线圈为开口线圈。

[0041] 针法B：如图5所示，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行编

织，同时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第一梳栉

和所述第二梳栉都仅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此外，第一梳栉和第

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

[0042] 针法C：如图6所示，第一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和前针床进

行编织，同时第二梳栉依次交替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且第一

梳栉和第二梳栉都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V型提花；此外，第一梳栉

和第二梳栉垫纱成圈所形成的线圈都为开口线圈。

[0043]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针法可以自由排列组合，例如第一贾卡梳采用针法A3，第二贾

卡梳采用针法B，则可以在面料的正面层形成双色叠压双层纯V型提花效果的花型，又如例

如第一贾卡梳采用针法A3，第二贾卡梳采用针法C，则可以在面料的正面层形成左右间隔变

化的V型提花效果的花型等，当然，也可以在编织一段面料后变更第一贾卡梳和/或第二贾

卡梳所采用的针法。

[0044] 此外，在本实施例中，GB1、GB2、JB3、JB4、JB5、JB6和GB7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

GB8的垫纱组织为衬纬组织。具体的，GB1的垫纱组织为2针经平组织组织2-3/2-2/1-0/1-

1//，且GB1的送经量为2500mm/腊克；GB2的垫纱组织为2针经平组织组织1-1/1-0/2-1/2-

3//，且GB2的送经量为4750mm/腊克；JB3的垫纱组织为经平组织1-0/1-1/1-2/1-1//，且JB3

的送经量为2700mm/腊克；JB4的垫纱组织为经平组织1-0/1-1/1-2/1-1//，且JB4的送经量

为2700mm/腊克；JB5和JB6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1-0/1-1/1-2/1-1//，且JB5和JB6的送

经量都为2730mm/腊克；GB7的垫纱组织为2针经平组织组织1-1/2-3/1-1/1-0//，且GB7的送

经量为2600mm/腊克；GB8的垫纱组织为衬纬组织组织0-0/0-0/3-3/3-3//，且GB8的送经量

为1300mm/腊克。

[0045] 编织完成后获得坯布。

[0046] S4，染色定型，编织完成后对坯布进行染色定型处理，染色定型处理的温度为180

℃以上，这样可使得织物的纱线在高温下高速收缩，立体效果更佳明显。具体的染色定型处

理工艺为常规的工艺，此处不再详述。染色定型后获得多色双贾卡提花面料。

[0047]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仅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可以对本发明做出各种变形，如变更上述实施例

中的纱线的具体类型等，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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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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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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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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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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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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