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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

艺，包括如下步骤：筒纱→整经→浆纱→穿结经

→织布→后整理。本发明是由纱罗组织构成的织

物，透气性好，结构稳定，表面具有清晰、均匀分

布的纱孔，织物较为轻薄，布面光洁，布身挺爽，

有轻、柔、透的风格特点，主要用作夏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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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筒纱→整经→浆纱→穿

结经→织布→后整理；具体操作如下：

(1)络筒：直接购买色纱，回来后倒筒，选用1332M型络筒机，倒筒速度500m/min，张力垫

圈的重量为9g，为保证纱线质量，采用手持式空气捻接器接头；

(2)整经：地经轴用分批整经机加工，绞经轴用分条整经机加工；

分批整经：选用CGGA114B—SM型分批整经机，本织物地经纱有两种，一种为40S单纱，另

一种为40S/2，两种纱线分开整经，浆纱时合并，整经时采用集体换筒，分段配置张力垫圈，

张力垫圈分成前、中、后三个区域，40S单纱垫圈重量，前区为9g，中区8g，后区7g；40S/2双股

线，垫圈重量前区为13g，中区12g，后区11g，边纱为40S单纱，垫圈重量为11g；整经速度为

670m/min；整经配轴，地经轴40S纱，取8轴，每轴上经纱数546*8；地经轴40S/2股线576根，加

工成一个经轴；

分条整经：分条整经工艺为：绞经轴一，40S/2股线512根，取3条带，1-2条171根，第3条

170根，1-2条条带宽度为54.8cm，第3条条带宽度为55.4cm；绞经轴二40S/2股线根数192根，

取3条带，每个条带64根，条带宽度55.0cm；在生产过程中，绞经轴一、二整经条带数都取三

条，由于条带纱线根数少，没有合适的定幅筘，就用稀筘、空筘的方法确定条带的宽度；

(3)浆纱：选用ASGA365—1—01双浆槽浆纱机；

纱浆料配方如下：PRS—u  5kg；TE—N  1.5kg；变性淀粉75kg；丙烯酸类5kg；蜡2kg，调浆

体积870升；浆液粘度7.5秒～8秒，温度98℃，第一烘房温度120℃，预烘40S单纱；第二烘房

温度115℃，预烘40S/2股线；第三烘房温度105℃，烘合并后的纱线；浆纱速度为50-55m/

min，上浆率8.5％，回潮率7±0.5％，伸长率0.6％；

40S/2不能上浆，否则织造时，40S/2发硬不弯曲而导致沉头，因此使用双浆槽上浆；40S

纱放Ⅰ浆槽，40S/2放Ⅱ浆槽；40S纱浆槽中放浆液，而40S/2浆槽中放入水；

本织物地经轴落轴时要放分层绞线，分开40S纱和40S/2股线，以便穿综，在浆纱的时候，

使用分色分层法，40S/2放入Ⅱ浆槽，在上层，40S纱放在Ⅰ浆槽，在下层；浆纱过后在烘房前放

绞线，把线和纱分开，线在上层，纱在下层；

(4)穿综工艺

穿综：1-4页为绞综；5-10页综，为平纹织物；绞经轴一上的绞经纱穿在半综一的孔内，

共512根；绞经轴二的绞经纱穿在半综二的孔内，共192根；布边穿在第5-6页综内；纱罗绞组

中的地经纱，穿在15-16页综内，纱罗组织中的地经纱为纬二重组织；四枚缎纹组织穿在11-

14页综内；每页综丝数为：绞综第一组：1-2页综，综丝数512根，绞综第二组：3-4页综，综丝

数192根，平纹第5页综528根，第6页综496根，第7页综416根，第8页综384根，第9页综320根，

第10页综320根，四枚缎纹穿在11-14页综，每页综丝数均为124根；

插筘：平纹40S纱部分，2入/筘齿，平纹股线部分，1入/筘齿，小菱形效果的纱罗部分，绞

经纱和地经纱得插同一筘齿，4入/筘齿，两组纱罗间空一筘；大菱形效果的纱罗部分，用花

筘工艺，14入/花筘，两组纱罗间空一筘，四枚缎纹处4入/筘齿；

(5)织造；

机型选择：选择GA747织机，车速为180r/min；

三轴织造：地经轴安装在原有的送经机构上，绞经轴一绞经纱较多，装在织机上方，依

靠摩擦力控制绞经纱的退绕张力，退绕方向与地经轴方向相反；绞经轴二安装在织机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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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面上，同样依靠摩擦力送经，绞经轴二的旋转方向与地经轴相反；

花筘的制作：同一组绞经纱和地经纱必须穿在同一筘齿内，本织物为三绞十一的纱罗

组织，一个绞组的纱罗组织中，经纱根数多达14根，必须拨去部分筘齿，本织物拨除筘齿：每

一花中，第36、37以及40、41号筘齿拨掉，每花拨掉4个筘齿，以方便形成纱罗的孔，筘号为

79.5；

绞综的安装：因为绞综梭口不易清晰，绞综要安装在机前综框，绞组中的地经纱放在

15-16页综，用张力杆取代了后综；当织机处于综平位置时，绞组中的地经纱要高于半综顶

部2mm；本织物使用1-4页综，安装绞综，1-2页绞综为第一组，织制小菱形花纹，3-4页综为第

二组，织制大菱形花纹；绞综组数不要超过两组，绞组数多，织造难度会增加很多；

半综回复系统：半综依靠基综提起，半综下端用两根停经条穿在一起，两根综条用铁夹

固定在一起，铁夹下端用弹簧联结在回综箱内；两根综条必须用铁夹固定在一起，否则机器

运行过程中，一旦两根综条运动时发生不同步，绞综会损坏；

绞经张力控制系统：形成绞转梭口时，绞经纱张力很大，很容易引起绞经纱和绞组内地

经纱断头，因此，绞经纱使用强力高的股线；为了减少经纱断头，形成绞转梭口时，绞经纱张

力调节杆向机前运动，以减小绞经纱的张力，当形成普通梭口时，绞经纱张力调节杆向后方

移动，收回形成绞转梭口时所释放的经纱；

张力调节杆安装在双臂杆上，双臂杆固定在左右墙板上，双臂杆一端安装张力调节杆，

另一端由弹簧联接在左右墙板上，双臂杆由多臂机构控制，通过钢丝绳、滑轮将双臂杆和多

臂机构上的提综杆连接在一起，当形成绞转梭口时，提综杆上的钢丝绳，带动张力调节杆向

前运动，放松经纱，绞转梭口结束后，双臂杆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张力调节杆复位；用第1

页综上的提综杆，控制绞经轴一上的绞经纱张力调节杆，用第3页综上的提综杆，控制绞经

轴二上的绞经纱张力调节杆；张力调节杆的放松量，根据具体织造时的状况调节，绞经轴一

上的绞经纱，放松量在5-6cm，绞经轴二上的绞经纱放松量控制在6-7cm；

晚进剑：80°时进剑，纱罗织物织造难度大，梭口不易清晰，选用80°进剑时间，稍晚于常

规品种，有利于降低边部三跳疵点，也有利于减少边部经纱的断头；

早开口：285°开口，本织物织制时，经纱有地经纱、绞经纱一、绞经纱二，而且绞经纱形

成普通梭口时，绞经纱张力较小，因此梭口不易清晰，采用早开口，有利于梭口清晰；

绞综高度：绞综综框高于普通综框1-2cm，绞综综框动程要大一些，将安装绞综的1-4页

综，综框动程调节块，下移两格，使综框动程增加，有利于梭口清晰；

上机张力：给GA747织机两侧的张力重锤杆上，各配置了一只2.5kg的张力重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织物中，经纱有4

种，A表示40S纱；B表示40S/2，A、B纱在地经轴上；C表示40S/2，在绞经轴一上，织制小菱形花

纹；D表示40S/2，在绞经轴二上，织制大菱形花纹；绞经纱选择40S/2股线，一方面能突出纱罗

效果，另一方面还能减少绞经纱断头；织物的总经根数为5648根，总筘齿数为2620，边纱96

根，其中A纱4368根，B纱576根，C纱512根，D纱192根，筘幅167.4cm，筘号取79.5#筘；全幅32

花，每花174根，减头16根，减纱颜色为A色，每花81筘；经纱的排列顺序为：6A，(1B，2A)*4，

1B，8A，4C，8A，(1B，2A)*4，6A，4C，15A，6D，15A，4C，8A，(1B，2A)*4，6A，4C，8A，(1B，2A)*4，1B，

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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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织物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纱罗织物表面具有均匀分布的纱孔，花型新颖，结构稳定，透气性良好，但组织结

构复杂，织造难度大，织物织制时，需要对织机进行改造，要安装辅助织轴轴架，需要特殊的

绞综张力调节系统，为使纱罗效果明显，需要制作花筘等。

[0003] 在常规织物中，经纱都是相互平行排列，在纱罗织物中，经纱分成地经和绞经，需

要采用特殊绞综丝、特殊穿综方法，使地经、绞经发生相互扭绞。近年来，纱罗织物的生产花

样不断翻新，往往将几种不同的扭绞方法结合在一起织造，构成花式纱罗织物。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

艺。

[0005] 技术方案：一种花式纱罗织物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筒纱→整经→浆纱→穿

结经→织布→后整理；具体操作如下：

[0006] (1)络筒：直接购买色纱，回来后倒筒，选用1332M型络筒机，倒筒速度500m/min，张

力垫圈的重量为9g，为保证纱线质量，采用手持式空气捻接器接头；

[0007] (2)整经：地轴用分批整经机加工，绞经轴用分条整经机加工；

[0008] 分批整经：选用CGGA114B—SM型分批整经机，本织物地经纱有两种，一种为40S单

纱，另一种为40S/2，两种纱线分开整经，浆纱时合并，整经时采用集体换筒，分段配置张力

垫圈，张力垫圈分成前、中、后三个区域，40S单纱垫圈重量，前区为9g，中区8g，后区7g；40S/2

双股线，垫圈重量前区为13g，中区12g，后区11g，边纱为40S单纱，垫圈重量为11g；整经速度

为670m/min；整经配轴，地轴40S纱，取8轴，每轴上经纱数546*8；地轴40S/2股线576根，加工

成一个经轴；

[0009] 分条整经：分条整经工艺为：绞轴一，40S/2股线512根，取3条带，1-2条171根，第3

条170根，1-2条条带宽度为54.8cm，第3条条带宽度为55.4cm；绞轴二40S/2股线根数192根，

取3条带，每个条带64根，条带宽度55.0cm；在生产过程中，绞经轴一、二整经条带数都取三

条，由于条带纱线根数少，没有合适的定幅筘，就用稀筘、空筘的方法确定条带的宽度；

[0010] (3)浆纱：选用ASGA365—1—01双浆槽浆纱机；

[0011] 浆料配方如下：PRS—u  5kg；TE—N  1.5kg；变性淀粉75kg；丙烯酸类5kg；蜡2kg，调

浆体积870升；浆液粘度7.5秒～8秒，温度98℃，第一烘房温度120℃，预烘40S单纱；第二烘

房温度115℃，预烘40S/2股线；第三烘房温度105℃，烘合并后的纱线；浆纱速度为50-55m/

min，上浆率8.5％，回潮率7±0.5％，伸长率0.6％；

[0012] 40S/2不能上浆，否则织造时，40S/2发硬不弯曲而导致沉头，使用双浆槽上浆；40S

纱放Ⅰ浆槽，40S/2放Ⅱ浆槽；40S纱浆槽中放浆液，而40S/2浆槽中放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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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织物地轴落轴时要放分层绞线，分开40S纱和40S/2股线，以便穿综，在浆纱的时

候，使用分色分层法，40S/2放入Ⅱ浆槽，在上层，40S纱放在Ⅰ浆槽，在下层；浆纱过后在烘房

前放绞线，把线和纱分开，线在上层，纱在下层；

[0014] (4)穿综工艺

[0015] 穿综：1-4页为绞综；5-10页综，为平纹织物；绞轴一上的绞经纱穿在半综一的孔

内，共512根；绞轴二的绞经纱穿在半综2的孔内，共192根；布边穿在第5-6页综内；纱罗绞组

中的地经纱，穿在15-16页综内，纱罗组织中的地经纱为纬二重组织；四枚缎纹组织穿在11-

14页综内。每页综丝数为：绞综第一组：1-2页综，综丝数512根，绞综第二组：3-4页综，综丝

数192根，平纹第5页综528根，第6页综496根，第7页综416根，第8页综384根，第9页综320根，

第10页综320根，四枚缎纹穿在11-14页综，每页综丝数均为124根；

[0016] 插筘：平纹40S纱部分，2入/筘齿，平纹股线部分，1入/筘齿，小菱形效果的纱罗部

分，绞经和地经得插同一筘齿，4入/筘齿，两组纱罗间空一筘；大菱形效果的纱罗部分，用花

筘工艺，14入/花筘。四枚缎纹处4入/筘齿；

[0017] (5)织造；

[0018] 机型选择：选择GA747织机，车速为180-200r/min；

[0019] 三轴织造：地经轴安装在原有的送经机构上，绞轴一绞经纱较多，装在织机上方，

依靠摩擦力控制绞经的退绕张力，退绕方向与地轴方向相反；绞经轴二安装在织机后方的

地面上，同样依靠摩擦力送经，绞轴二的旋转方向与地轴相反；

[0020] 花筘的制作：同一组绞经和地经必须穿在同一筘齿内，本织物为三绞十一的纱罗

组织，一个绞组的纱罗组织中，经纱根数多达14根，必须拨去部分筘齿，本织物拨除筘齿：每

一花中，第36、37以及40、41号筘齿拨掉，每花拨掉4个筘齿，以方便形成纱罗的孔，筘号为了

79.5；

[0021] 绞综的安装：因为绞综梭口不易清晰，绞综要安装在机前综框，绞组中的地经放在

15-16页综，用张力杆取代了后综；当织机处于综平位置时，绞组中的地经纱要高于半综顶

部2mm；本织物使用1-4页综，安装绞综，1-2页绞综为第一组，织制小菱形花纹，3-4页综为第

二组，织制大菱形花纹；绞综组数一般不要超过两组，绞组数多，织造难度会增加很多；

[0022] 半综回复系统：半综依靠基综提起，半综下端用两根停经条穿在一起，两根综条用

铁夹固定在一起，铁夹下端用弹簧联结在回综箱内；两根综条必须用铁夹固定在一起，否则

机器运行过程中，一旦两根综条运动时发生不同步，绞综会损坏；

[0023] 绞经张力控制系统：形成绞转梭口时，绞经张力很大，很容易引起绞经和绞组内地

经纱断头，因此，绞经纱使用强力高的股线；为了减少经纱断头，形成绞转梭口时，绞经张力

调节杆向机前运动，以减小绞经的张力，当形成普通梭口时，绞经张力调节杆向后方移动，

收回形成绞转梭口时所释放的经纱；

[0024] 张力调节杆安装在双臂杆上，双臂杆固定在左右墙板上，双臂杆一端安装张力调

节杆，另一端由弹簧联接在左右墙板上，双臂杆由多臂机构控制，通过钢丝绳、滑轮等将双

臂杆和多臂机构上的提综杆连接在一起，当形成绞转梭口时，提综杆上的钢丝绳，带动张力

调节杆向前运动，放松经纱，绞转梭口结束后，双臂杆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张力调节杆复

位；用第1页综上的提综杆，控制绞轴一上的绞经张力调节杆，用第3页综上的提综杆，控制

绞轴二上的绞经张力调节杆；张力调节杆的放松量，根据具体织造时的状况调节，绞经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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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绞经，放松量大概在5-6cm，绞经轴二上的绞经放松量大概控制在6-7cm；

[0025] 晚进剑：80°时进剑，纱罗织物织造难度大，梭口不易清晰，选用80°进剑时间，稍晚

于常规品种，有利于降低边部三跳疵点，也有利于减少边部经纱的断头；

[0026] 早开口：285°开口，本织物织制时，经纱有地经、绞经一、绞经二，而且绞经纱形成

普通梭口时，绞经张力较小，因此梭口不易清晰，采用早开口，有利于梭口清晰；

[0027] 绞综高度：绞综综框高于普通综框1-2cm，绞综综框动程要大一些，将安装绞综的

1-4页综，综框动程调节块，下移两格，使综框动程增加，有利于梭口清晰；

[0028] 上机张力：给GA747织机两侧的张力重锤杆上，各配置了一只2.5kg的张力重锤。

[0029] 作为优化：所述织物中，经纱有4种，A表示40S纱；B表示40S/2，A、B纱在地轴上；C表

示40S/2，在绞轴一上，织制小菱形花纹；D表示40S/2，在绞轴二上，织制大菱形花纹；绞经纱

选择40/2股线，一方面能突出纱罗效果，另一方面还能减少绞经纱断头；织物的总经根数为

5648根，总筘齿数为2620，边纱96根，其中A纱4368根，B纱576根，C纱512根，D纱192根，筘幅

167.4cm，筘号取79.5#筘；全幅32花，每花174根，减头16根，减纱颜色为A色，每花81筘；经纱

的排列顺序为：6A，(1B，2A)*4，1B，8A，4C，8A，(1B，2A)*4，6A，4C，15A，6D，15A，4C，8A，(1B，

2A)*4，6A，4C，8A，(1B，2A)*4，1B，22A。

[0030] 有益效果：本发明是由纱罗组织构成的织物，透气性好，结构稳定，表面具有清晰、

均匀分布的纱孔，织物较为轻薄，布面光洁，布身挺爽，有轻、柔、透的风格特点，主要用作夏

衣料。

[0031] 织制纱罗织物时，织造难度很大，需要对织机进行改造，如安装绞轴的轴架，设计

控制绞经张力的特殊张力控制系统、半综回复系统、花筘等；工艺设计时，绞经纱最好使用

股线、空筘、花筘等措施，突出纱罗织物效果；在织造工艺方面，使用低车速、晚引纬、小张力

等工艺。通过一系列措施，使织机的织造效率达到了85％左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0032] 织物的布面以两组三绞十一的纱罗组织，形成大的菱形花纹，采用对称绞、花筘、

空筘等工艺，以突出菱形图案，其中三根40S/2绞经合在一起作绞经，同一绞组中的地经纱

为40S单纱，多达11根，绞组中的地经纱用纬二重组织。在大菱形花纹的两边，以二绞二的纱

罗，形成小的菱形花纹，与大菱形花纹相比，除了花筘工艺外，其他工艺都被使用。小菱形花

纹分布在大菱形花纹的两边，每边各有两组，整个织物组织成对称花型。小菱形花纹之间，

用平纹组织隔开，在每花结束处，用16根纱构成四组四枚缎纹。本织物虽为漂白布，但从视

觉上看，呈现了颜色更替，立体感强，典雅美观，适宜做女士夏季面料。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中的纹板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中的花筘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实施例

[0037] 织物的设计：

[0038] 布面效果，织物的布面以两组三绞十一的纱罗组织，形成大的菱形花纹，采用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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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花筘、空筘等工艺，以突出菱形图案，其中三根40S/2绞经合在一起作绞经，同一绞组中

的地经纱为40S单纱，多达11根，绞组中的地经纱用纬二重组织。在大菱形花纹的两边，以二

绞二的纱罗，形成小的菱形花纹，与大菱形花纹相比，除了花筘工艺外，其他工艺都被使用。

小菱形花纹分布在大菱形花纹的两边，每边各有两组，整个织物组织成对称花型。小菱形花

纹之间，用平纹组织隔开，在每花结束处，用16根纱构成四组四枚缎纹。本织物虽为漂白布，

但从视觉上看，呈现了颜色更替，立体感强，典雅美观，适宜做女士夏季面料。

[0039] 坯布的设计规格：

[0040] 坯布规格为：63”40+40/2*40  90*54。经纱有4种，A表示40S纱；B表示40S/2，A、B纱在

地轴上；C表示40S/2，在绞轴一上，织制小菱形花纹；D表示40S/2，在绞轴二上，织制大菱形花

纹。绞经纱选择40/2股线，一方面能突出纱罗效果，另一方面还能减少绞经纱断头。织物的

总经根数为5648根，总筘齿数为2620，边纱96根，其中A纱4368根，B纱576根，C纱512根，D纱

192根，筘幅167.4cm，筘号取79.5#筘。全幅32花，每花174根，减头16根，减纱颜色为A色，每

花81筘。经纱的排列顺序为：6A，(1B，2A)*4，1B，8A，4C，8A，(1B，2A)*4，6A，4C，15A，6D，15A，

4C，8A，(1B，2A)*4，6A，4C，8A，(1B，2A)*4，1B，22A。

[0041] 织物纹板图如图1纹板图所示。

[0042] 生产要点：工艺流程：筒纱→整经→浆纱→穿结经→织布→后整理

[0043] 络筒：

[0044] 直接购买色纱，回来后倒筒。选用1332M型络筒机，倒筒速度500m/min，张力垫圈的

重量为9g。为保证纱线质量，采用手持式空气捻接器接头。

[0045] 整经：地轴用分批整经机加工，绞经轴用分条整经机加工。

[0046] 分批整经：选用CGGA114B—SM型分批整经机，本织物地经纱有两种，一种为40S单

纱，另一种为40S/2，两种纱线分开整经，浆纱时合并，整经时采用集体换筒，分段配置张力

垫圈。张力垫圈分成前、中、后三个区域，40S单纱垫圈重量，前区为9g，中区8g，后区7g；40S/2

双股线，垫圈重量前区为13g，中区12g，后区11g，边纱为40S单纱，垫圈重量为11g。

[0047] 整经速度为670m/min，选用适中的速度。纱罗织物织制时，绞经与地经之间的摩擦

比较严重，对前道工序要求较高，为确保整经质量，选用中等速度整经。整经配轴，地轴40S

纱，取8轴，每轴上经纱数546*8；地轴40S/2股线576根，加工成一个经轴。

[0048] 分条整理经：由于绞经上的经纱根数比较少，如用分批整经，需要将少量的经纱进

行倒筒，倒成小筒子，每个筒子上还要有筒脚纱，因此用分批整经，比较麻烦，同时还需要较

多纱线(筒子个数多，筒脚纱就多)。绞经纱本身是股线，为了形成好的纱罗效果，也不能上

浆。选用分条整经，能简化工序，节省成本。分条整经工艺为：绞轴一，40S/2股线512根，取3

条带，1-2条171根，第3条170根，1-2条条带宽度为54.8cm，第3条条带宽度为55.4cm；绞轴二

40S/2股线根数192根，取3条带，每个条带64根，条带宽度55.0cm。

[0049] 在生产过程中，绞经轴一、二整经条带数都取三条，由于条带纱线根数少，没有合

适的定幅筘，就用稀筘、空筘的方法确定条带的宽度。

[0050] 浆纱：选用ASGA365—1—01双浆槽浆纱机

[0051] 纱浆料配方：PRS—u  5kg；TE—N  1.5kg；变性淀粉75kg；丙烯酸类5kg；蜡2kg，调浆

体积870升。浆液粘度7.5秒～8秒，温度98℃，第一烘房温度120℃，预烘40S单纱；第二烘房

温度115℃，预烘40S/2股线；第三烘房温度105℃，烘合并后的纱线。浆纱速度为50-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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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上浆率8.5％，回潮率7±0.5％，伸长率0.6％。

[0052] 织制纱罗织物时，绞经与地经摩擦严重，浆纱浆膜的柔韧性、耐磨性要好，浆纱时

最好加入部分PVA浆料；经纱要耐磨，以中等压浆力压浆，以获得较好的被覆；浆纱速度不宜

过快，以防止浆纱断头。

[0053] 浆料配方中选用PRS—u转基因淀粉，在纯棉中取代PVA—1799，TE—N浆料，德国产

纳米浆料，能够取代PVA，选用上述两种浆料后，替代了PVA浆料，因此，浆料配方中没有使用

PVA。

[0054] 40S/2不能上浆，否则织造时，40S/2发硬不弯曲而导致沉头。使用双浆槽上浆；40S

纱放Ⅰ浆槽，40S/2放Ⅱ浆槽；40S纱浆槽中放浆液，而40S/2浆槽中放入水。

[0055] 本品种地轴落轴时要放分层绞线，分开40S纱和40S/2股线，以便穿综。在浆纱的时

候，使用分色分层法，40S/2放入Ⅱ浆槽，在上层，40S纱放在Ⅰ浆槽，在下层。浆纱过后在烘房

前放绞线，把线和纱分开，线在上层，纱在下层。

[0056] 穿综工艺

[0057] 穿综：1-4页为绞综；5-10页综，为平纹织物；绞轴一上的绞经纱穿在半综一的孔

内，共512根；绞轴二的绞经纱穿在半综2的孔内，共192根；布边穿在第5-6页综内；纱罗绞组

中的地经纱，穿在15-16页综内，纱罗组织中的地经纱为纬二重组织；四枚缎纹组织穿在11-

14页综内。每页综丝数为：绞综第一组(1-2页综)综丝数512根，绞综第二组(3-4页综)综丝

数192根，平纹第5页综528根，第6页综496根，第7页综416根，第8页综384根，第9页综320根，

第10页综320根，四枚缎纹穿在11-14页综，每页综丝数均为124根。

[0058] 插筘：平纹40S纱部分，2入/筘齿，平纹股线部分，1入/筘齿，小菱形效果的纱罗部

分，绞经和地经得插同一筘齿，4入/筘齿，两组纱罗间空一筘；大菱形效果的纱罗部分，用花

筘工艺，14入/花筘。

[0059] 织造：

[0060] 机型选择：选择GA747织机。花式纱罗织物组织复杂，经纱之间的织缩率相差很大，

绞经织缩为地经织缩的1.2倍，且绞经纱的张力小，梭口不易清晰，不能选用高速织机生产。

GA747织机，车速只有180-200r/min，价格低，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尤其是织制组织复

杂的织物时，能充分发挥该织机的潜在性能，因此被选中织制本织物。

[0061] 三轴织造：地经轴安装在原有的送经机构上，绞轴一绞经纱较多，装在织机上方，

依靠摩擦力控制绞经的退绕张力，退绕方向与地轴方向相反；绞经轴二安装在织机后方的

地面上，同样依靠摩擦力送经，绞轴二的旋转方向与地轴相反。

[0062] 花筘的制作：同一组绞经和地经必须穿在同一筘齿内，本织物为三绞十一的纱罗

组织，一个绞组的纱罗组织中，经纱根数多达14根，必须拨去部分筘齿。本织物拨除筘齿为：

每一花中，第36、37以及40、41号筘齿拨掉，每花拨掉4个筘齿，以方便形成纱罗的孔，筘号为

了79.5。如图2的花筘图所示。

[0063] 绞综的安装：因为绞综梭口不易清晰，绞综要安装在机前综框。绞组中的地经放在

15-16页综，用张力杆取代了后综。当织机处于综平位置时，绞组中的地经纱要高于半综顶

部2mm左右，距离小，容易产生漏绞，但这个距离也不能大，距离大，纱罗中的地经纱，容易悬

在梭口中，影响梭口清晰。

[0064] 本织物使用1-4页综，安装绞综，1-2页绞综为第一组，织制小菱形花纹，3-4页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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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织制大菱形花纹。绞综组数一般不要超过两组，绞组数多，织造难度会增加很多。

[0065] 半综回复系统：半综依靠基综提起，半综下端用两根停经条穿在一起，两根综条用

铁夹固定在一起，铁夹下端用弹簧联结在回综箱内。两根综条必须用铁夹固定在一起，否则

机器运行过程中，一旦两根综条运动时发生不同步，绞综会损坏。

[0066] 绞经张力控制系统：形成绞转梭口时，绞经张力很大，很容易引起绞经和绞组内地

经纱断头，因此，绞经纱使用强力高的股线。为了减少经纱断头，形成绞转梭口时，绞经张力

调节杆向机前运动，以减小绞经的张力，当形成普通梭口时，绞经张力调节杆向后方移动，

收回形成绞转梭口时所释放的经纱。

[0067] 张力调节杆安装在双臂杆上，双臂杆固定在左右墙板上，双臂杆一端安装张力调

节杆，另一端由弹簧联接在左右墙板上。双臂杆由多臂机构控制，通过钢丝绳、滑轮等将双

臂杆和多臂机构上的提综杆连接在一起，当形成绞转梭口时，提综杆上的钢丝绳，带动张力

调节杆向前运动，放松经纱，绞转梭口结束后，双臂杆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张力调节杆复

位。用第1页综上的提综杆，控制绞轴一上的绞经张力调节杆，用第3页综上的提综杆，控制

绞轴二上的绞经张力调节杆。张力调节杆的放松量，要根据具体织造时的状况调节，绞经轴

一上的绞经，放松量大概在5-6cm，绞经轴二上的绞经放松量大概控制在6-7cm。

[0068] 织机速度：180r/min。织物组织非常复杂，织物组织有平纹、缎纹、纱罗组织，纱罗

组织中，又分成二绞二，三绞十一，经织缩差异非常大，梭口极不易清晰，因此选用较低的车

速，以获取良好的梭口清晰度。

[0069] 晚进剑：80°时进剑。纱罗织物织造难度大，梭口不易清晰，选用80°进剑时间，稍晚

于常规品种，有利于降低边部三跳疵点，也有利于减少边部经纱的断头。

[0070] 早开口：285°开口。本织物织制时，经纱有地经、绞经一、绞经二，而且绞经纱形成

普通梭口时，绞经张力较小，因此梭口不易清晰，采用早开口，有利于梭口清晰。

[0071] 绞综高度：绞综综框高于普通综框1-2cm，绞综综框动程要大一些。将安装绞综的

1-4页综，综框动程调节块，下移两格，使综框动程增加，有利于梭口清晰。

[0072] 上机张力：织制纱罗织物时，上机张力要适中，不能太大。给GA747织机两侧的张力

重锤杆上，各配置了一只2.5kg的张力重锤，因为地经纱张力过大，与绞经绞转时，纱罗的效

果不明显，影响织物的外观。

[0073] 织物的成品规格为：53.5”40+40/2*40  105*54地轴与绞轴送经比为：绞轴一：地轴

为1.08，绞轴二：地轴为1.2。

[0074] 本发明的织造难度很大，需要对织机进行改造，如安装绞轴的轴架，设计控制绞经

张力的特殊张力控制系统、半综回复系统、花筘等；工艺设计时，绞经纱最好使用股线、空

筘、花筘等措施，突出纱罗织物效果；在织造工艺方面，使用低车速、晚引纬、小张力等工艺。

通过一系列措施，使织机的织造效率达到了85％左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0075]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

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

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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