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44741.9

(22)申请日 2018.10.24

(71)申请人 佛山市立笙纺织有限公司

地址 528211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

百东村沙瀛南便村大塱

(72)发明人 刘锐　

(51)Int.Cl.

D03D 15/00(2006.01)

D03D 15/08(2006.01)

D03D 1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及其

织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

弹牛仔布及其织造方法，所述四面弹牛仔布包括

第一经纱、第二经纱和纬纱，第一经纱与第二经

纱按1:1的比例间隔排列，第一经纱与纬纱交织

形成正面，第二经纱与纬纱交织形成反面；其织

造方法包括：络筒—整经—浆染联合—选择编织

图案—穿综—织造。本发明的采用双织轴织造的

四面弹牛仔布能解决传统四面弹牛仔布经纱染

色不够深、后整理难度大以及经纱露丝、结头明

显的问题，明显改善了布面风格及手感，既具有

传统牛仔布面风格，双向弹力伸展性好，该四面

弹牛仔布经向延伸≥15%，纬向延伸≥25%，质量

可以达到牛仔服装面料的各项检测标准，也能大

批量生产，避免成衣制造困难以及损耗加大而且

成衣洗水过程中出现失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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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包括第一经纱（1）、第二经纱（2）和纬纱（3），

其特征在于，所述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采用双织轴织造，所述双织轴包括一个

棉纱织轴和一个弹力纱织轴，所述棉纱织轴由第一经纱（1）卷绕形成的第一经纱经轴浆染

加工制成，所述弹力纱织轴由第二经纱（2）卷绕形成的第二经纱经轴浆染加工制成，所述第

一经纱（1）与第二经纱（2）按1:1的比例间隔排列，所述第一经纱（1）与纬纱（3）交织形成该

四面弹牛仔布的正面，并提供外观效果，所述第二经纱（2）与纬纱（3）交织隐藏于该四面弹

牛仔布的反面，所述第一经纱（1）采用纯棉纱，所述第二经纱（2）为涤纶包芯纱，涤纶旦数在

在75D~150D之间，颜色可为本白色或者黑色，所述的纬纱（3）为弹性包芯纱，优先为棉包涤

包氨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经纱（1）与纬纱（3）交织形成的正面可采用2/1斜纹、3/1斜纹组织和缎纹组织，

所述第二经纱（2）与纬纱（3）交织形成的反面可采用平纹、2/1斜纹和1/3斜纹组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经纱（1）的特克斯在14~100tex之间，所述第一经纱（1）与第二经纱（2）的特克斯数之比要大

于1.8，所述的第一经纱（1）的密度与第二经纱（2）的密度相同，优先在15~50根/cm之间，所

述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经向紧度在60~130%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经纱（1）也可采用棉纱与其他纤维素类人造纤维的混纺纱、平纱与竹节纱的混纺纱。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纬纱

（3）特克斯数在14~80tex之间，所述纬纱（3）密度优先在15~30根/cm之间，所述纬向紧度在

40~65%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四

面弹牛仔布的每平方米克重在180~500g/m
2之间。

7.一种织造权利要求1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织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络

筒—整经—浆染联合—选择编织图案—穿综—织造，其特征在于：a.络筒：将第一经纱（1）

和第二经纱（2）的筒纱清除纱疵并分别倒成规定长度的筒子；b.整经：将规定的相同根数的

第一经纱（1）平行卷绕在经轴上形成第一经纱经轴，第二经纱（2）平行卷绕在经轴上形成第

二经纱经轴；c.浆染联合：第一经纱经轴经浆染联合机加工制成棉纱织轴，第二经纱经轴经

浆纱机上浆制成弹力纱织轴；d.选择编织图案：选择第一经纱（1）、第二经纱（2）与纬纱（3）

的编织图案；e.穿综：将第一经纱（1）和第二经纱（2）按一定的顺序同时穿过综丝孔和钢筘；

f.织造：将棉纱织轴和弹力纱织轴架上织机织造。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浆染联合步骤中第一经纱经轴经浆染联合机加工后成为棉纱织轴，所述棉纱织轴

优先染靛蓝色，也可以染靛蓝套硫化染料，也可以不经过染槽直接从顶部飞过再上浆保持

本色。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穿综步骤中第二经纱（2）需用续结的夹子固定。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织造步骤中织造成的坯布需要至少经过以下后整理流程后才能用于服装，该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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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流程包括：烧毛退浆→缩水→热水退浆→松式烘干→定型机低温整纬→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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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及其织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面料领域和纺织工艺领域，尤其是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

牛仔布及其织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四面弹牛仔具有双向弹力，穿着非常舒适，近年来越来越受消费者喜爱，生产开发

新型四面弹牛仔也是目前重要方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怎么达到经向弹力，传统的四面弹

牛仔是经向采用弹性纱线来达到经向的弹力，这些弹性纱线包括棉包氨纶、棉包涤和棉包

涤包氨。棉包氨纶四面弹牛仔布后整理难度大，经向缩水大；而如果经纱采用棉包涤，那么

经向弹力又不够大而且存在露丝风险；如果经纱采用棉包涤包氨纶，那么整个经纱棉的含

量降低使得染色不够深，手感变差，并且存在大量的结头，染色易出现条花疵点。

[0003] 本发明利用双织轴提供两个经纱系统，一个经纱系统为棉纱系统，另一个经纱系

统为弹力纱系统，棉纱系统提供四面弹牛仔布的正面外观效果，弹力纱系统提供四面弹牛

仔布的经向弹力，纬纱采用棉包氨纶或者棉包涤包氨纶，织造出一种四面弹牛仔布，此布既

具有传统牛仔的布面风格，而且双向弹力伸展性好，手感丰满，穿着舒适，非常符合目前四

面弹牛仔的流行趋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新的四面弹牛仔布及其织造方

法，采用棉纱织轴和弹力纱织轴的双织轴织造，能解决传统四面弹牛仔布经纱染色不够深，

后整理难度大以及经纱露丝、结头明显的问题，并且明显改善了布面风格及手感，利用该发

明生产出的四面弹牛仔布品质良好，深受市场欢迎。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包括第一经纱、第二经纱和纬纱，所述四面弹牛

仔布由双织轴织造，所述双织轴包括一个棉纱织轴和一个弹力纱织轴，所述棉纱织轴由第

一经纱卷绕形成的第一经纱经轴浆染加工制成，所述弹力纱织轴由第二经纱卷绕形成的第

二经纱经轴上浆加工制成，所述第一经纱与第二经纱按1:1的比例间隔排列，所述第一经纱

与纬纱交织形成该四面弹牛仔布的正面，并提供外观效果，所述第二经纱与纬纱交织隐藏

于该四面弹牛仔布的反面。

[0006] 进一步得，所述第一经纱可优先为纯棉纱，也可以为棉纱与其他纤维素类人造纤

维混纺纱，所述第一经纱也可采用按不同比例排列的平纱与竹节纱的混纺纱，所述第二经

纱为涤纶包芯纱，涤纶旦数在在75D~150D之间，颜色可为本白色或者黑色。

[0007] 进一步的，为了使第一经纱显现在该牛仔布的正面而第二经纱隐藏于反面，第一

经纱必须比第二经纱的直径要粗，直径比要大于1.25，优先采用以下几种组合：第一经纱用

10S纯棉纱而第二经纱用75D/40D涤纶气包纱，第一经纱用12S纯棉纱而第二经纱用75D/40D

涤纶气包纱，第一经纱用16S纯棉纱而第二经纱用75D/20D涤纶气包纱，第一经纱用21S纯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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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而第二经纱用75D/20D涤纶气包纱。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纬纱为弹性包芯纱，优先为棉包涤包氨纱。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经纱与纬纱交织形成的正面可采用2/1斜纹、3/1斜纹组织和

缎纹组织，所述第二经纱与纬纱交织形成的反面可采用平纹、2/1斜纹和1/3斜纹组织。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经纱的特克斯在14~100tex之间，所述第一经纱与第二经纱的

特克斯数之比要大于1.8，所述的第一经纱的密度与第二经纱的密度相同，优先在15~50根/

cm之间，所述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经向紧度在60~130%之间。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纬纱特克斯数在14~80tex之间，所述纬纱密度优先在15~30根/cm

之间，所述纬向紧度在40~65%之间。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四面弹牛仔布的每平方米克重在180~500g/m
2之间。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四面弹牛仔布正面可以通过喷砂、手擦、马骝、漂白、印花磨蚀、

涂层中的至少一种处理形成各种外观效果。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织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络

筒—整经—浆染联合—选择编织图案—穿综—织造，其特征在于：a.络筒：将第一经纱和第

二经纱的筒纱清除纱疵并分别倒成规定长度的筒子；b.整经：将规定的相同根数的第一经

纱平行卷绕在经轴上形成第一经纱经轴，第二经纱平行卷绕在经轴上形成第二经纱经轴；

c.浆染联合：第一经纱经轴经浆染联合机加工制成棉纱织轴，第二经纱经轴经浆纱机上浆

制成弹力纱织轴；d.选择编织图案：选择第一经纱、第二经纱与纬纱的编织图案；e.穿综：将

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按一定的顺序同时穿过综丝孔和钢筘；f.织造：将棉纱织轴和弹力纱

织轴架上织机织造。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浆染联合步骤中第一经纱经轴经浆染联合机加工后成为棉纱织

轴，所述棉纱织轴优先染靛蓝色，也可以染靛蓝套硫化染料，也可以不经过染槽直接从顶部

飞过再上浆保持本色。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浆染联合步骤中第二经纱经轴经浆纱机上浆后成为弹力纱织轴，

为了能够正常织造并尽量减少织造疵点，第二经纱松弛状态下芯纱不能外露，并且不发生

回缩。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穿综步骤中第二经纱需用续结的夹子固定，所述的第一经纱或第

二经纱在织造穿筘时不能两根同时穿过一个筘齿，在一个组织循环内，同一个筘齿中，当第

一经纱和纬纱的交织并处于纬纱之下时，这根纬纱必须处于第二经纱之上。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织造步骤中织造成的坯布需要至少经过以下后整理流程后才能用

于服装，该后整理流程包括：烧毛退浆→缩水→热水退浆→松式烘干→定型机低温整纬→

缩水。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棉纱织轴和弹力纱织轴的双织轴织造，解决了

传统四面弹牛仔布经纱染色不够深，后整理难度大以及经纱露丝、结头明显的问题，并且明

显改善了布面风格及手感，既具有传统牛仔的布面风格，而且双向弹力伸展性好，该四面弹

牛仔布经向延伸≥15%，纬向延伸≥25%，质量可以达到牛仔服装面料的各项检测标准，且能

大批量生产，避免成衣制造困难以及损耗加大而且成衣洗水过程中出现失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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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的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一组织结构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二组织结构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三组织结构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四组织结构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五组织结构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六组织结构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的实施案例中的第七组织结构图。

[0028] 图中，1、第一经纱；2、第二经纱；3、纬纱。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对本发明的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能有更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现举一较佳实

施例，并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图1所示，一种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包括第一经纱1、第二经纱2和纬纱

3，所述四面弹牛仔布由双织轴织造，所述双织轴包括一个棉纱织轴和一个弹力纱织轴，所

述棉纱织轴由第一经纱1卷绕形成的第一经纱经轴浆染加工制成，所述弹力纱织轴由第二

经纱2卷绕形成的第二经纱经轴上浆加工制成，所述第一经纱1与第二经纱2按1:1的比例间

隔排列，为了使经纱棉纱显现在布的正面而经纱弹力纱隐藏于布的底面，棉纱用12S纯棉

纱，弹力纱用75D/40D涤纶气包纱，所述采用双织轴织造的四面弹牛仔布的织造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络筒—整经—浆染联合—选择编织图案—穿综—织造，棉纱经轴和弹力纱经轴

需分别整经，棉纱经轴经过浆染联合机上染特深蓝靛蓝色，弹力纱经轴经浆纱机上浆，因弹

力纱无张力时会回缩且氨纶外露，因此上浆时浆膜覆盖率设定为22-25%，上浆率设定为15-

20%。

[0030] 如图2所示，弹力纱在织造穿综时用续结的夹子固定，12S棉纱与75D/40D涤纶气包

纱按1:1间隔穿入综丝孔，采用第一组织结构图，第1、3、5、7为12S棉纱，第2、4、6、8为75D/

40D气包纱，穿筘时1和2穿入1筘，3和4穿入1筘，5和6穿入1筘，7和8穿入1筘，这样弹力纱就

不会在织造时移动到旁边位置造成布面疵点，纬纱采用C21S/75D涤纶+40氨纶，12S棉纱与

纬纱交织规律为三上一下，形成牛仔布的正面外观纹路效果，75D/40D涤纶气包纱与纬纱交

织规律为平纹，提供了经向的弹性，而且由于其形成的浮长线比棉纱要短，直径又小，故布

面是看不到75D/40D涤纶气包纱的。织造时采用双织轴的织机，棉纱织轴张力设定为4-5KN,

弹力纱织轴张力设定为18-20KN，后梁高度+7，后梁前后位置3，停经架高度-2，停经架前后

位置0，综平时间315度。由于该四面弹牛仔布经纬向弹力大，为了控制经纬向的缩水，后整

理流程为烧毛退浆→缩水→热水退浆→松式烘干→定型机低温整纬→缩水。依据美标标准

测试弹性伸长率及回复率，该四面弹牛仔布经向伸长率为20~25%，回复率90-95%；纬向伸长

率为35~-40%，回复率为90-95%。

[0031] 如图3-8所示，选择第一经纱1与纬纱3的编织图案时可采用第二组织结构图、第三

组织结构图和第四组织结构图，和同时选择第二经纱2与纬纱3的编织图案时可采用第五组

织结构图、第六组织结构图和第七组织结构图，这些都可以达到四面弹牛仔布的各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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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需采用双织轴织造，以上组织结构图纵列代表经纱，横列代表纬纱3，黑框代表此交织

点经纱在纬纱3之上，白框代表此交织点经纱在纬纱3之下。

[0032] 本发明采用棉纱织轴和弹力纱织轴的双织轴织造，解决了传统四面弹牛仔布经纱

染色不够深，后整理难度大以及经纱露丝、结头明显的问题，并且明显改善了布面风格及手

感，既具有传统牛仔的布面风格，而且双向弹力伸展性好，该四面弹牛仔布经向延伸≥15%，

纬向延伸≥25%，质量可以达到牛仔服装面料的各项检测标准，且能大批量生产，避免成衣

制造困难以及损耗加大而且成衣洗水过程中出现失弹现象。

[003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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