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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由以下

步骤织造而成；步骤A经纬纱制备：采用挤出拉丝

机制备高强度丙纶丝；纬纱为圆形截面的丙纶

丝；步骤B整经：采用分段整经的方式制备两个经

轴；步骤C织造：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穿入同一筘

齿内；采用m穿n空的穿筘方式；第二经纱穿入绞

综；m不大于n；步骤D、压光：将布面恒张力、恒温

度、恒速度经过高强压力使经纬纱固定定型并增

强表面光度，使产品在户外使用时UV性能增强，

使其更适合室外环境。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环保

休闲围栏布，采用m穿n空的穿筘方式，并且第一

经纱和第二经纱采用绞织的方式，使得在增加环

保休闲围栏布的有效孔径的前提下，并使得环保

休闲围栏布的经纬纱不会产生滑移，不会脱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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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由以下步骤织造而成；

步骤A、经纬纱的制备：采用拉丝机按7.5的拉伸比制备截面为矩形及圆形的丙纶丝；纬

纱为圆形截面的丙纶丝；

步骤B、整经：采用分段整经的方式制备两个经轴，第一经纱按照整经车速为120米每分

钟、倒轴张力为3.1pa，整经在第一个经轴上；第一经纱按照整经车速为120米每分钟、倒轴

张力为0.45-0.5pa，整经在第二个经轴上；所述的第一经纱是截面为矩形的丙纶丝，第二经

纱为截面为圆形的丙纶丝；

步骤C、织造：采用片梭织机进行织造，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穿入同一筘齿内；第一经纱

和第二经纱采用m穿n空的穿筘方式；第二经纱穿入绞综，第二经纱与第一经纱相绞；m不大

于n；

步骤D、压光：压光温度为80℃，压光压力为9kg。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矩形截面的宽度为88丝、厚度为

25-35丝；圆形的直径为35丝。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E外观检验，将压光后

的环保休闲围栏布进行外观检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的经密为

28-30根每英寸，纬密为14-16根每英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1穿1

空、1穿2空至1穿n空中的一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2穿1

空、2穿2空至2穿n空中的一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3穿1

空、3穿2空至3穿n空中的一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5穿1

空、5穿2空至5穿n空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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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工布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网球场、羽毛球场场地围栏网，在提供场地隔离、保护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

制着风力的大小，保证运动项目的进行不受非标准风力的影响。作为庭院、农场等的护栏

网，既有足够的强力，又能调节光线透光的大小，保持一定遮光率，以满足农作物、家禽家畜

等的生长环境需求。材料本身为可降解聚丙烯，安全环保。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在提高有效孔径以增加土工布的透光

率的前提下，并使得经纬纱不会产生滑移。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由以下步骤织造而成；

[0006] 步骤A、经纬纱的制备：采用拉丝机按7.5的拉伸比制备截面为矩形及圆形的丙纶

丝；纬纱为圆形截面的丙纶丝；

[0007] 步骤B、整经：采用分段整经的方式制备两个经轴，第一经纱按照整经车速为120米

每分钟、倒轴张力为3.1pa，整经在第一个经轴上；第一经纱按照整经车速为120米每分钟、

倒轴张力为0.45-0.5pa，整经在第二个经轴上；所述的第一经纱是截面为矩形的丙纶丝，第

二经纱为截面为圆形的丙纶丝；

[0008] 步骤C、织造：采用片梭织机进行织造，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穿入同一筘齿内；第一

经纱和第二经纱采用m穿n空的穿筘方式；第二经纱穿入绞综，第二经纱与第一经纱相绞；m

不大于n；

[0009] 步骤D、压光：压光温度为80℃，压光压力为9kg。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矩形截面的宽度为88丝、厚度为25-35丝；圆形的直

径为35丝。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还包括步骤E外观检验，将压光后的环保休闲围栏布

进行外观检验。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环保休闲围栏布的经密为28-30根每英寸，纬

密为14-16根每英寸。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1穿1空、1穿2空至1穿n

空中的一种。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2穿1空、2穿2空至2穿n

空中的一种。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3穿1空、2穿3空至3穿n

空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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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5穿1空、5穿2空至5穿n

空中的一种。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采用m穿n空的穿筘

方式，并且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采用绞织的方式，使得在增加环保休闲围栏布的有效孔径

的前提下，并使得环保休闲围栏布的经纬纱不会产生滑移，不会脱丝。并采用可降解的聚丙

烯纤维能够体现环保的功能。同时本围栏布具备较强抗UV紫外线功能，保护生物在暴露光

源下减少甚至免受紫外线损伤。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环保休闲围栏布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标记说明如下：1-第一经纱，2-第二经纱；3-纬纱。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一

[0022] 结合图1，对本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由以

下步骤织造而成；步骤A经纬纱的制备、步骤B整经、步骤C织造、步骤D压光、步骤E外观检验。

[0023] 在步骤A经纬纱的制备中，是采用挤出拉丝机按7.5的拉伸比制备截面为矩形及圆

形的高强度丙纶丝线；纬纱为圆形截面的丙纶丝。经纱包括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第一经纱

的截面为矩形，第二经纱的截面为圆形，纬纱的截面为圆形。矩形截面的宽度为88丝、厚度

为25-35丝，作为优选，厚度为30丝。圆形的直径为35丝。

[0024] 在步骤B整经中，是采用分段整经的方式制备两个经轴。第一经纱按照整经车速为

120米每分钟、倒轴张力为3.1pa，整经在第一个经轴上。第一经纱按照整经车速为120米每

分钟、倒轴张力为0.45-0.5pa，整经在第二个经轴上。

[0025] 在步骤C织造中，是采用片梭织机进行织造，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穿入同一筘齿

内。第一经纱穿入普通的综丝内，第二经纱穿入绞综。在织造过程中第二经纱与第一经纱相

绞，使得第二经纱交叉捆绑第一经纱。这种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交叉捆绑的结构，可大大提

高环保休闲围栏布的强度，而且不会脱丝。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采用m穿n空的穿筘方式，且

m不大于n。这种m穿n空的空筘方式，可大幅增加环保休闲围栏布的透光率。

[0026] 在此步骤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1穿1空、1穿2空至1穿n空中的一种。所提到的1穿1

空是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穿入一个筘齿内，再空一筘齿。1穿2空为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穿

入一个筘齿内，再空2个筘齿。1穿n空依次类推。在本实施例中，n为5。

[0027] 在本实施例中，至少包括1穿1空、1穿2空、1穿3空、1穿4空及1穿5空。即穿筘方式中

即包括1穿1空、1穿2空、1穿3空、1穿4空还包括1穿5空这五种穿筘方式，可以随机排列，也可

以按顺序排列。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制备的环保休闲围栏布的经密为28-30根每英寸，纬密为14-16根

每英寸。作为优选，经密为28根每英寸，纬密为14.5根每英寸。

[0029] 在步骤D压光中，使用的压光机的压光温度为80℃，压光压力为9kg。压光是对环保

休闲围栏布在恒张力、恒温度、恒速度经过高强压力使经纱纬固定定型，并增加表面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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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产品在户外使用时UV性能增强，使其更适合室外环境。

[0030] 此处还包括步骤E外观检验，将压光后的环保休闲围栏布严格按照品质要求对压

光后的环保休闲围栏布进行外观检验，将检验合格的成品布入库，以待销售。

[0031] 实施例二

[0032]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制备该环保休闲围栏布的过程中，与实

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3穿1空、3穿2空至3穿n空中的一种。

[0033] 所提到的2穿1空为前两个筘齿内分别按顺序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然后空一

个筘齿。2穿2空为前两个筘齿内分别按顺序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再空2个筘齿。2穿n

空为前两个筘齿内分别按顺序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再空n个筘齿。在穿入经纱的筘齿

内均穿入了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

[0034] 在本实施例中n为5，穿筘方式至少包括2穿1空、2穿2空、2穿3空、2穿4空及2穿5空。

即穿筘方式中即包括2穿1空、2穿2空、2穿3空、2穿4空还包括2穿5空这五种穿筘方式，可以

随机排列，也可以按顺序排列。

[0035] 实施例三

[0036]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制备该环保休闲围栏布的过程中，与实

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2穿1空、2穿2空至2穿n空中的一种。

[0037] 所提到的3穿1空为前三个筘齿内分别按顺序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然后空一

个筘齿。3穿2空为前三个筘齿内分别按顺序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再空2个筘齿。3穿n

空为前三个筘齿内分别按顺序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再空n个筘齿。在穿入经纱的筘齿

内均穿入了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

[0038] 在本实施例中n为6，穿筘方式至少包括2穿1空、2穿2空、2穿3空、2穿4空、2穿5空、2

穿6空。即穿筘方式中即包括2穿1空、2穿2空、2穿3空、2穿4空、2穿5空及2穿6空这六种穿筘

方式，可以随机排列，也可以按顺序排列。在本实施例中为按顺序排列。

[0039] 实施例四

[0040]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环保休闲围栏布，制备该环保休闲围栏布的过程中，与实

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步骤C中，穿筘方式至少包括5穿1空、5穿2空至5穿n空中的一种。

[0041] 所提到的5穿1空，即前m个筘齿，每个筘齿内均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然后再

空一个筘齿。5穿2空，即前5个筘齿，每个筘齿内均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然后再空二个

筘齿。5穿n空即前5个筘齿，每个筘齿内均穿入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然后再空n个筘齿。在

本实施例中n为6。

[0042] 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所制备的环保休闲围栏布，与常规经纬按平纹交织的围栏

布，在透光率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其脱丝现象，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经测试均未出现脱

丝现象。采用织物勾丝测试来表征织物的耐用性能。勾丝性测试是先采用勾丝仪，使织物在

一定条件下勾丝，然后再与标准样照对比评级。级别分为1～5级，5级最好，1级最差。实施例

一至实施例四的级别分别为5、5、4、5，而普通经纬平纹交织的土工布的级别分别为4、3、4、

3。可见可以大提高了勾丝性能。

[0043] 对本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所制备的环保休闲围栏布及对比例进行如下测试：10万

勒克斯光照强度下的透光情况、透光率、遮光率、经纬向握持强度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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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由上表可知，对于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所制备的环保休闲围栏布的10万勒克斯光

照强度下的透光、透光率小于对比例的围栏布，遮光率大于对比例的围栏布，可见具有较好

的遮光性能，避免在阳光下直接照射。

[0046] 而且经纬向的握持强力均大于对比例的围栏布的经纬向握持强力。可提高实施例

一至实施例四所制备的环保休闲围栏布的使用寿命。

[004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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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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