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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

(57)摘要

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属于

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其特征在于：包括上中下三

层组织结构，上层组织结构为黏胶色纱交织的平

布组织层，中间层组织结构为隔热组织层，隔热

组织层的材质为长丝纱，底层组织结构为黏胶坯

纱构成的组织层；布面分为地组织、花组织和接

结组织，上中下三层组织结构通过花组织和接结

组织相互连接为一体。织造方法：利用大提花织

机进行织造，布面分为地组织，花组织和接结组

织。本发明公开的夏凉被产品薄而透气；手感舒

适，比较干爽，良好的贴肤性；脱羽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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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其特征在于：包括上中下三层组织结构，上层组织结构为黏

胶色纱交织的平布组织层，中间层组织结构为隔热组织层，隔热组织层的材质为长丝纱，底

层组织结构为黏胶坯纱构成的组织层；布面分为地组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上中下三层组

织结构通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相互连接为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其特征在于：夏凉被的幅宽为260  cm 

~270cm。

3.一种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大提花

织机进行织造；

其中地组织交织规律为：第1根经纱与第1、2、3、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4根纬

纱交织形成纬浮点，第2根经纱与第5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1、2、3、4、6根纬纱交织形

成纬浮点，第3根经纱与第2、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1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

点，第4根经纱与第2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1与第1、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

花组织交织规律为：第1根经纱与第1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且与第2、3、4、5、6根纬纱

交织形成纬浮点，第2根经纱与第1、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2根纬纱交织形成

纬浮点，第3根经纱与第4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且与第1、2、3、5、6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

第4根经纱与第1、2、3、4、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5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接结组织

为5枚纬浮点缎纹组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

骤：

1）纺纱：在纺纱过程中结合细纱和倍捻将天丝和水溶性长丝纺成无捻纱，纱线强力500

~600CN；

2）织造：黏胶色纱与经纱交织构成表层，经纱密度330~345根/10cm，中间是以涤纶长丝

为原料组成的填充层；黏胶坯纱与底层经纱交织构成底层，经纱密度330~345根/10cm；交织

后表层纬纱密度范围167~173根/10cm，中间层纬纱密度范围167~173根/10cm，底层纬纱密

度范围167~173根/10cm，织造张力3250N，经向断裂强力630~660N，纬向断裂强力1320~1350 

N；将织机速度设定在450r/min~500r/min；

3）水处理及染色处理即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

的水处理及染色处理具体为首先在95℃~98℃温度条件下处理20min~30min退去无捻纱中

的水溶丝，然后用5g/L~15g/L的NaOH溶液及浓度为1g/L~4g/L的碱减量促进剂进行漂白染

色处理，最后利用亲水性柔软剂进行柔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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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属于生活用品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日常消费中人们对于生活用品的选择，除了注重产品外观的潮品时尚，更是对简

单精致、吸水亲肤性能有了更高的要求希冀体现生活的质感和设计的柔性美。夏凉被作为

夏天必备的“空调拍档”，对夏凉被的装饰感和风格的选择有了更丰富的空间。目前，国内常

用的夏凉被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将纯棉纱、涤棉纱或麻纤维铺在精细弹花机进料帘上，开动

弹花机进行梳理，梳理后的被胎一次成型，再将成型的被胎放到带有尺寸线的揉棉板上定

尺寸、修整边角，然后用揉棉机揉制成型夏凉被胎。因此，夏凉被的原材料也决定了其性能

的优良。麻夏凉被质地较硬，抱合力较差，清洗后容易起毛。常见的聚酯纤维面料易洗涤，但

保暖性、透气性较差。而且，机洗过程后，容易起静电，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存在威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透气性好、手感舒

适、具有良好的贴肤性的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其特征在于：

包括上中下三层组织结构，上层组织结构为黏胶色纱交织的平布组织层，中间层组织结构

为隔热组织层，隔热组织层的材质为长丝纱，底层组织结构为黏胶坯纱构成的组织层；布面

分为地组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上中下三层组织结构通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相互连接为

一体。

[0005] 本发明公开的新型夏凉被上层为黏胶色纱交织的平布组织层，中间层是采用蓬松

度很好的长丝纱作为夏凉被的隔热组织层，底层为黏胶坯纱构成的组织层。产品薄而透气；

手感舒适，比较干爽，良好的贴肤性；脱羽率大大降低。

[0006] 优选的，夏凉被的幅宽为260  cm  ~270cm。

[0007] 一种上述的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大提花织机进行织

造；

其中地组织交织规律为：第1根经纱与第1、2、3、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4根纬

纱交织形成纬浮点，第2根经纱与第5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1、2、3、4、6根纬纱交织形

成纬浮点，第3根经纱与第2、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1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

点，第4根经纱与第2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1与第1、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

花组织交织规律为：第1根经纱与第1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且与第2、3、4、5、6根纬纱

交织形成纬浮点，第2根经纱与第1、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2根纬纱交织形成

纬浮点，第3根经纱与第4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且与第1、2、3、5、6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

第4根经纱与第1、2、3、4、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5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接结组织

为5枚纬浮点缎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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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上述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生产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1）纺纱：在纺纱过程中结合细纱和倍捻将天丝和水溶性长丝纺成无捻纱，纱线强力达

到500~600  CN；

2）织造：黏胶色纱与经纱交织构成表层，经纱密度330~345根/10cm，中间是以涤纶长丝

为原料组成的填充层；黏胶坯纱与底层经纱交织构成底层，经纱密度330~345根/10cm；交织

后表层纬纱密度范围167~173根/10cm，中间层纬纱密度范围167~173根/10cm，底层纬纱密

度范围167~173根/10cm，织造张力3250N，经向断裂强力630~660  N，纬向断裂强力1320~
1350  N；将织机速度设定在450r/min~500r/min；

3）水处理及染色处理即得。

[0009] 本发明的夏凉被的生产工艺与织造方法，克服了以往夏凉被生产过程中二次加

工，且中间填充物容易漏出来浮到表层的弊端，本夏凉被整体纺织成型，使用的周期性更为

持久。同时兼具提花花型的美感和时尚感，增添一份舒适的居家感，实现生活的精致化和追

求感。

[0010] 纺纱中在纺纱过程中结合细纱和倍捻将天丝和水溶性长丝纺成无捻纱，纱线强力

达到500-600，满足织机的制造要求；织造时经纱需承受由张力和各种摩擦力引起的复合应

力，为减少经纱断头，提高制造效率，要求经纱的断裂强度、单纱强力CV、条干CV、毛羽、棉

结、粗细节等主要质量指标要达到相应的水平。

[0011] 优选的，步骤3）所述的水处理及染色处理具体为首先在95℃~98℃温度条件下处

理20min~30min退去无捻纱中的水溶丝，然后用5g/L~15g/L的NaOH溶液及浓度为1g/L~4g/L

的碱减量促进剂进行漂白染色处理，最后利用亲水性柔软剂进行柔软处理。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所具有的有益效

果是：本发明公开的新型夏凉被上层为黏胶色纱交织的平布组织层，中间层是采用蓬松度

很好的长丝纱作为夏凉被的隔热组织层，底层为黏胶坯纱构成的组织层。产品薄而透气；手

感舒适，比较干爽，良好的贴肤性；脱羽率大大降低。本发明的夏凉被的生产工艺与织造方

法，克服了以往夏凉被生产过程中二次加工，且中间填充物容易漏出来浮到表层的弊端，是

险恶的了夏凉被的整体纺织成型，使用的周期性更为持久。同时兼具提花花型的美感和时

尚感，增添一份舒适的居家感，实现生活的精致化和追求感。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发明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地组织示意截面图。

[0014] 图2为发明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花组织示意截面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地组织规律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的花组织规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一种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及其生产方法做进一步说明。

[0018] 参照附图1、2：纺织成型的夏凉被，包括上中下三层组织结构，上层组织结构为黏

胶色纱交织的平布组织层，中间层组织结构为隔热组织层，隔热组织层的材质为长丝纱，底

层组织结构为黏胶坯纱构成的组织层；布面分为地组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上中下三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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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通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相互连接为一体；夏凉被的幅宽为260  cm  ~270cm。

[0019] 参照附图1，①和②标示的经纱与纬纱交织，构成地组织表层；Ⅰ和Ⅱ标示的经纱与

纬纱交织，构成地组织里层。

[0020] 参照附图2，①和②标示的经纱与纬纱交织，构成花组织的表层；Ⅰ和Ⅱ标示的经纱

与纬纱交织，构成里层花组织。

[0021] 织造方法：利用大提花织机进行织造，布面分为地组织，花组织和接结组织；

参照附图3：地组织交织规律为：第1根经纱与第1、2、3、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

第4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第2根经纱与第5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1、2、3、4、6根纬

纱交织形成纬浮点，第3根经纱与第2、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1根纬纱交织形

成纬浮点，第4根经纱与第2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1与第1、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

点；

参照附图4：花组织交织规律为：第1根经纱与第1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且与第2、3、4、

5、6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点，第2根经纱与第1、3、4、5、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2根纬

纱交织形成纬浮点，第3根经纱与第4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且与第1、2、3、5、6根纬纱交织

形成纬浮点，第4根经纱与第1、2、3、4、6根纬纱交织形成经浮点，与第5根纬纱交织形成纬浮

点；接结组织为5枚纬浮点缎纹组织。

[0022] 夏凉被的生产工艺

实施例1

1）纺纱：在纺纱过程中结合细纱和倍捻将天丝和水溶性长丝纺成无捻纱，纱线强力为

600  CN；

2）织造：黏胶色纱与经纱交织构成表层，经纱密度340根/10cm，中间是以涤纶长丝为原

料组成的填充层；黏胶坯纱与底层经纱交织构成底层，经纱密度340根/10cm；交织后表层纬

纱密度范围170根/10cm，中间层纬纱密度范围170根/10cm，底层纬纱密度范围170根/10cm，

织造张力3250N，经向断裂强力645  N，纬向断裂强力1335  N；将织机速度设定在467r/min；

3）水处理及染色处理：首先在97℃温度条件下处理25min退去无捻纱中的水溶丝，然后

用10g/L的NaOH溶液及浓度为2g/L的碱减量促进剂进行漂白染色处理，最后利用亲水性柔

软剂进行柔软处理。

[0023] 实施例2

1）纺纱：在纺纱过程中结合细纱和倍捻将天丝和水溶性长丝纺成无捻纱，纱线强力达

到580  CN；

2）织造：黏胶色纱与经纱交织构成表层，经纱密度330根/10cm，中间是以涤纶长丝为原

料组成的填充层；黏胶坯纱与底层经纱交织构成底层，经纱密度330根/10cm；交织后表层纬

纱密度范围167根/10cm，中间层纬纱密度范围167根/10cm，底层纬纱密度范围167根/10cm，

织造张力3250N，经向断裂强力630  N，纬向断裂强力1320  N；将织机速度设定在450r/min；

3）水处理及染色处理：首先在95℃温度条件下处理30min退去无捻纱中的水溶丝，然后

用5g/L的NaOH溶液及浓度为1g/L的碱减量促进剂进行漂白染色处理，最后利用亲水性柔软

剂进行柔软处理。

[0024] 实施例3

1）纺纱：在纺纱过程中结合细纱和倍捻将天丝和水溶性长丝纺成无捻纱，纱线强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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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00  CN；

2）织造：黏胶色纱与经纱交织构成表层，经纱密度345根/10cm，中间是以涤纶长丝为原

料组成的填充层；黏胶坯纱与底层经纱交织构成底层，经纱密度345根/10cm；交织后表层纬

纱密度范围173根/10cm，中间层纬纱密度范围173根/10cm，底层纬纱密度范围173根/10cm，

织造张力3250N，经向断裂强力660  N，纬向断裂强力1350  N；将织机速度设定在500r/min；

3）水处理及染色处理：首先在95℃~98℃温度条件下处理20min~30min退去无捻纱中的

水溶丝，然后用5g/L~15g/L的NaOH溶液及浓度为1g/L~4g/L的碱减量促进剂进行漂白染色

处理，最后利用亲水性柔软剂进行柔软处理。

[002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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