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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

织物的生产工艺。本发明中的发热面料，改变了

传统的御寒服厚重臃肿的形态，轻薄的服装就能

御寒，方便了人类的肢体活动。利用发热面料加

工成的保暖服，有长久的保温功能，由于主要成

份为化学纤维，且织物轻薄柔软，保暖服易洗快

干，具有快速排湿功能，没有普通保暖服的闷热

感，冬天穿衣时，不会有寒冷感。这类保暖面料，

正在逐步成为秋冬季服装的最佳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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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设计要点：

(1)经纱选用非发热纱线，棉/涤/竹三种纤维的混纺纱，混纺比为35棉/45涤/20竹，三

种纤维的混纺纱，使得纤维的性能进行优势互补；

(2)纬纱为40S/2T/R发热纤维混纺纱，涤粘的混纺比为55/45；纬纱由两种纤维组成，疏

水性的涤纶纤维，回潮率只有0.4％；亲水性的纤维粘胶，回潮率为13％；

(3)各种纤维的占有比：涤纶纤维占49％，棉纤维占18％，竹纤维占11％，粘胶纤维占

22％；

(4)本织物经纱选用34S/2双股线，纬纱为40S/2双股线，织物厚实，起绒效果好，保暖性

好；

(5)织物的组织：选用2/2斜纹织物作为织物的基础组织，织物比较柔软，亲肤性能好；

本织物经纱捻系数确定为370，纬纱捻系数确定为320；

步骤二、络筒：经、纬纱线均含有较高比例的涤纶纤维，纱线的回潮率较低，容易产生静

电，又选用较低的捻系数，纱线的单强也不高，因此络筒时要选用“低速度、小张力工艺”；使

用1332MD型络筒机，络筒速度控制在550m/min；络筒速度低，纱线不容易起毛羽，对梭口的

清晰有利；络筒张力控制在11cN左右，小张力，能防止纱线的纤维产生滑移，避免纱线的条

干恶化；为保证纱质量，要求使用空气捻接器接头；

步骤三、倍捻：选用RF321型倍捻机，34S/2股线并捻时，捻度确定为610捻/10cm，并捻速

度为39m/min；40S/2，捻度为650捻/10cm，并捻速度为36.6m/min；

步骤四、整经：选用SGA211型高速分批整经机，整经工艺使用“中等速度、中等张力”工

艺，整经速度为550m/min，整经速度比同样线密度的棉纱要低10％-20％，尽管34S/2线的强

力较高，但由于经纱中含有45％的涤纶纤维，为防止整经过程中产生静电，导致纱线毛羽增

加，影响织造时的梭口清晰度，整经工艺选用中等速度；由于整经速度不快，为保证整经质

量，需要对附加张力分段控制，附加张力分成四段，从前到后依次为7档、6档、5档、4档；为保

证片纱张力均匀，要求集体换筒；

整经配轴计算：A纱共计840根，C纱120根，A纱和C纱合计960根，色纱排列时，按照A纱7

根，C纱一根的顺序排列，整经时整成两轴，整经配轴为480*2，B纱1822根，边纱48根，边纱和

B纱一起整经，合计经纱根数为1870根，整成3轴，配轴为623*2+624*1，D纱420根，单独成轴，

E纱660根，单独成轴；

步骤五、并轴：使用XB150型并轴机，并轴速度为100m/min，并轴张力为80kg；

步骤六、穿综：布身穿综顺序为：3，4，5，6顺穿；1-2页综穿绞边，边纱穿综为3和5页综；

步骤七、织造：使用GA747-180型剑杆织机织制，织机转速为195r/min；

双选纬杆织制：纬纱为发热本白纱，尽管只有一种颜色，但为了防止织造时产生色档，

织制时需要两只储纬器按1:1的比例轮流供纬；

剪切时间：纬纱单纱强力高，不容易被剪断，纬纱剪切时间要偏早控制，比正常的棉纱

线要稍微早一点；如果剪切时间和棉纱相同，由于纬纱不容易被剪断，纬纱被带入织口，容

易导致左侧废边纱断头；具体的剪切时间，各机台之间有些差异，需要机修工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中开口：织物的经纱根数较少，组织为2/2斜纹，纬纱容易打紧，不需要太早的开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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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时间确定为295°；

晚进剑：经纱中含有较高比例的涤纶纤维，容易产生静电，导致梭口不清晰，选用晚进

剑工艺，进剑时间控制在75°-80°之间；

中后梁：织物组织为斜纹，经纬纱的交织次数比平纹少，不需要高后梁；使用中后梁，后

梁高度为90mm；

大张力：经纬纱线均为股线，纱线强力高，织制时使用较大的上机张力，上机张力大，对

梭口清晰有利；织机两侧的张力重锤杆上各配置一只5kg的张力重锤；

其中，色经排列：经纱有5种，纱线的混纺比均为35C/45T/20竹；A表示深蓝色34/2双股

线，B表示漂白34/2双股线，C表示兰色34/2双股线，D表示浅灰兰色34/2双股线，E表示土黄

色34/2双股线，色经的排列顺序为：24B，4E，24B，3A，3B，6A，2B，2A，2B，2A，7D，6E，2A，6E，2B，

6E，7D，2A，2B，2A，2C，6A，3B，3A；一花中A纱28根，B纱62根，C纱2根，D纱14根，E纱22根，一花

根数为128根，全幅30花，余22根，余纱的颜色为B纱，全幅织物中，A纱共计840根，B纱共计

1822根，C纱共计120根，D纱共计420根，E纱共计660根；另有边纱48根，全幅总经根数为3910

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坯布

规格如下：坯布规格为60英寸，坯布经密为66根/英寸，坯布纬密为61根/英寸，地插入数为2

入，边插入数为2入，使用6页综框，筘号为62号，上机筘幅为63英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纬纱

为40/2T/R混纺发热本白纱，混纺比为T/R/55/45；织物组织为2/2下右斜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成品

规格：成品幅宽为57.5英寸，织物的成品经密为68根/英寸，成品纬密为64根/英寸，经织缩

为5％，纬织缩5.1％，幅缩率3.9％，长缩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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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织物织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秋冬季御寒面料，都为羽绒服、棉衣棉裤一类，保暖机理是通过阻止热量散

发达到保暖目的，这些热量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身体。当人民早上起来穿衣服，衣服与皮肤

接触时，都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只有当衣服的温度与人类的体温相近时，才会不感到寒冷，

而且人类着装后，比较臃肿，对人类肢体的活动影响较大。

[0003] 发热面料的开发，使保暖面料具备了轻薄、柔软、保暖、抗菌的功能。改变了传统的

御寒机理。利用发热面料制作的御寒服装不再臃肿，面料与人体接触时，不再有寒冷的感

觉，方便了人类的肢体活动。发热面料将成为今后人类保暖服的发展趋势，可满足广大消费

者追求新时尚、新品味的需求，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宠儿。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

织物的生产工艺，本发明中的发热面料，改变了传统的御寒服厚重臃肿的形态，轻薄的服装

就能御寒，方便了人类的肢体活动。

[0005] 技术方案：一种棉/涤/竹/粘发热热绒布织物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一、设计要点：

[0007] (1)经纱选用非发热纱线，棉/涤/竹三种纤维的维混纺纱，混纺比为35棉/45涤/20

竹，三种纤维的混纺纱，使得纤维的性能进行优势互补；

[0008] (6)纬纱为40S/2T/R发热纤维混纺纱，涤粘的混纺比为55/45；纬纱由两种纤维组

成，疏水性的涤纶纤维，回潮率只有0.4％；亲水性的纤维粘胶，回潮率为13％；

[0009] (7)各种纤维的占有比：涤纶纤维占49％，棉纤维占18％，竹纤维占11％，粘胶纤维

占22％；

[0010] (8)本织物经纱选用34S/2双股线，纬纱为40S/2双股线，织物厚实，起绒效果好，保

暖性好；

[0011] (9)织物的组织：选用2/2斜纹织物作为织物的基础组织，织物比较柔软，亲肤性能

好；

[0012] 本织物经纱捻系数确定为370，纬纱捻系数确定为320；

[0013] 步骤二、络筒：经、纬纱线均含有较高比例的涤纶纤维，纱线的回潮率较低，容易产

生静电，又选用较低的捻系数，纱线的单强也不高，因此络筒时要选用“低速度、小张力工

艺”；使用1332MD型络筒机，络筒速度控制在550m/min；络筒速度低，纱线不容易起毛羽，对

梭口的清晰有利；络筒张力控制在11cN左右，小张力，能防止纱线的纤维产生滑移，避免纱

线的条干恶化；为保证纱质量，要求使用空气捻接器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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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三、倍捻：选用RF321型倍捻机，34S/2股线并捻时，捻度确定为610捻/10cm，并

捻速度为39m/min；40S/2股线并捻时，捻度为650捻/10cm，并捻速度为36.6m/min；

[0015] 步骤四、整经：选用SGA211型高速分批整经机，整经工艺使用“中等速度、中等张

力”工艺。整经速度为550m/min，整经速度比同样线密度的棉纱要低10％-20％。尽管34S/2

线的强力较高，但由于纱线中含有45％的涤纶纤维，为防止整经过程中产生静电，导致纱线

毛羽增加，影响织造时的梭口清晰度，整经工艺选用中等速度；由于整经速度不快，为保证

整经质量，需要对附加张力分段控制，附加张力分成四段，从前到后依次为7档、6档、5档、4

档；为保证片纱张力均匀，要求集体换筒；

[0016] 整经配轴计算：A纱共计840根，C纱120根，A纱和C纱合计960根，色纱排列时，按照A

纱7根，C纱一根的顺序排列，整经时整成两轴，整经配轴为480*2，B纱1822根，边纱48根，边

纱和B纱一起整经，合计经纱根数为1870根，整成3轴，配轴为623*2+624*1，D纱420根，单独

成轴，E纱660根，单独成轴；

[0017] 步骤五、并轴：使用XB150型并轴机，并轴速度为100m/min，并轴张力为80kg；

[0018] 步骤六、穿综：布身穿综顺序为：3，4，5，6顺穿；1-2页综穿绞边，边纱穿综为3和5页

综；

[0019] 步骤七、织造：使用GA747-180型剑杆织机织制，织机转速为195r/min；

[0020] 双选纬杆织制：纬纱为发热本白纱，尽管只有一种颜色，但为了防止织造时产生色

档，织制时需要两只储纬器按1:1的比例轮流供纬；

[0021] 剪切时间：纬纱单纱强力高，不容易被剪断，纬纱剪切时间要偏早控制，比正常的

棉纱线要稍微早一点；如果剪切时间和棉纱相同，由于纬纱不容易被剪断，纬纱被带入织

口，容易导致左侧废边纱断头；具体的剪切时间，各机台之间有些差异，需要机修工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

[0022] 中开口：织物的经纱根数较少，组织为2/2斜纹，纬纱容易打紧，不需要太早的开

口，开口时间确定为295°；

[0023] 晚进剑：经纱中含有较高比例的涤纶纤维，容易产生静电，导致梭口不清晰，选用

晚进剑工艺，进剑时间控制在75°-80°之间；

[0024] 中后梁：织物组织为斜纹，经纬纱的交织次数比平纹少，不需要高后梁；使用中后

梁，后梁高度为90mm；

[0025] 大张力：经纬纱线均为股线，纱线强力高，织制时使用较大的上机张力，上机张力

大，对梭口清晰有利；织机两侧的张力重锤杆上各配置一只5kg的张力重锤。

[0026] 作为优化：坯布规格如下：坯布规格为60英寸，坯布经密为66根/英寸，坯布纬密为

61根/英寸，地插入数为2入，边插入数为2入，使用6页综框，筘号为62号，上机筘幅为63英

寸。

[0027] 作为优化：色经排列：经纱有5种，纱线的混纺比均为35C/45T/20竹；A表示深蓝色

34/2双股线，B表示漂白34/2双股线，C表示兰色34/2双股线，D表示浅灰兰色34/2双股线，E

表示土黄色34/2双股线，色经的排列顺序为：24B，4E，24B，3A，3B，6A，2B，2A，2B，2A，7D，6E，

2A，6E，2B，6E，7D，2A，2B，2A，2C，6A，3B，3A；一花中A纱28根，B纱60根，C纱4根，D纱14根，E纱

22根，一花根数为128根，全幅30花，余22根，余纱的颜色为B纱，全幅织物中，A纱共计840根，

B纱共计1822根，C纱共计120根，D纱共计420根，E纱共计660根；另有边纱48根，全幅总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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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3910根。

[0028] 作为优化：纬纱为40/2T/R混纺发热本白纱，混纺比为T/R/55/45；织物组织，为2/2

下右斜纹。

[0029] 作为优化：成品规格：成品幅宽为57.5英寸，织物的成品经密为68根/英寸，成品纬

密为64根/英寸，经织缩为5％，纬织缩5.1％，幅缩率3.9％，长缩率4.7％。

[0030] 有益效果：利用发热面料加工成的保暖服，有长久的保温功能，由于主要成份为化

学纤维，且织物轻薄柔软，保暖服易洗快干，具有快速排湿功能，没有普通保暖服的闷热感，

冬天穿衣时，不会有寒冷感。这类保暖面料，正在逐步成为秋冬季服装的最佳面料。

[0031] 本发明中的棉/涤/竹/粘四组分纤维发热面料，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通过四种

纤维的组合，性能上实现了优势互补，面料有较好的舒适性、保暖性、抗菌性，是一款高档的

保暖内衣面料，保暖性、柔软性、抗菌性能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为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利润。

[0032] 生产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由于涤纶含量较高，为避免产生静电，工艺上采

用“低速度、小张力工艺”。(2)面料设计时要注意各种纤维的占有比。疏水性纤维的保暖性

好，防止热量流失的功能好，但舒适性差；纤维素纤维舒适性好，但阻止热量流失功能差。一

般面料保暖性纤维和舒适性纤维各占50％左右为宜。(3)作为贴身穿的保暖面料要厚实，纱

线最好选用较粗的股线，这样不需要经过上浆处理，拉绒效果好。(4)保暖面料要柔软，织物

组织不要选择平纹，平纹组织柔软性差。也不要选择诸如透孔、缎纹组织，这类织物结构松

散，防止热量流失能力差，面料最好选用斜纹组织比较适宜。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使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的界

定。本发明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4] 实施例

[0035] 1.本发明中的面料的发热机理：

[0036] 将纳米级的特殊发热材料，融入到化学纤维的纺丝过程中，所制成的一种特殊的

新型的功能性纤维。这种特殊的发热材料能够吸附人体汗水和湿气，并转变为热能散发出

来，同时还要有阻止热量的流失的功能，由其加工成的保暖服，能够长时间发热保暖。

[0037] 2.织物的设计

[0038] 2.1织物的设计

[0039] 普通的发热面料至少有两个特殊的功能，一是吸收汗水或湿气，并转化成热量；二

是要能阻止热量的流失，达到长时间的保暖。除了上述两个基本功能外，作为服用的发热面

料，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服用性能。本面料设计时主要从保暖性、服用性、抗菌性三个方面考

虑。

[0040] 2.1.1保暖性：保暖性主要是选择何种发热纤维，发热纤维在面料中占有的比例是

多少？本面料发热纤维选择的是涤纶基和粘胶基的发热纤维，将这两种发热纤维混纺，制成

发热纱线。纤维的混纺比对保暖性有较大的影响，粘胶纤维吸湿快，易发热，但粘胶纤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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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性差；涤纶纤维吸湿少，但保暖性好，因此制作服用保暖面料时，一般选用两种发热纤

维的混纺纱，要有合适的混纺比，才能达到较好发热保暖效果。本织物中的发热纱，发热涤

纶纤维占55％，发热粘胶纤维占45％。

[0041] 2.1.2服用性

[0042] 经纱有三种组分的纤维，棉纤维回潮率为8.5％，亲肤性好，穿着舒适，但棉织物的

保形性较差，而且棉织物的牢度、耐磨性能一般，容易磨损。在混纺纱中加入涤纶纤维，涤纶

纤维的强力高，织物挺括，抗皱性能好。竹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独突的结构，

纤维表面有小孔，通过这些小孔，能够快速吸收水份和放湿，而且透气性特别好，有会呼吸

的纤维之称，夏天穿着时凉爽舒适，但在秋冬季织物中，由于其结构蓬松，保暖效果好，因此

有冬暖夏凉的特征，同时竹纤维还有抗菌除臭的功能，又是一种功能性纤维。本面料中含有

11％的竹纤维，在面料中起到抑菌除臭的效果。竹纤维的缺点是保形性差，面料中的竹纤维

的含量也不要太高。纬纱为涤/粘发热纤维。粘胶的亲肤性好，色彩亮丽。通过四种纤维的组

合，织成的织物，既有棉纤维的舒适性、又有涤纶纤维的保形性挺括性、悬垂性，再加上竹纤

维的的抗菌性、保健性，实现了多组分纤维的性能互补。具体设计要点如下：(1)发热纤维的

价格比较高，面料中也没有必要全部用发热纤维，为降低成本，开发本发热面料时，经纱选

用非发热纱线，棉/涤/竹三种纤维的维混纺纱，混纺比为35棉/45涤/20竹，三种纤维的混纺

纱，使得纤维的性能进行优势互补；(2)纬纱为40S/2T/R发热纤维混纺纱，涤粘的混纺比为

55/45；纬纱由两种纤维组成，疏水性的涤纶纤维，回潮率只有0.4％；亲水性的纤维粘胶，回

潮率为13％。涤纶纤维保形性好，制成的服装挺括，抗皱性能好；粘胶纤维柔软，色彩鲜艳，

亲肤性好，但面料的保形性差，这两种纤维的混纺纱，织成的织物，既具有了涤纶纤维的抗

皱性、挺括性，又具有了粘胶纤维的亲肤性、舒适性。(3)各种纤维的占有比：涤纶纤维占

49％，棉纤维占18％，竹纤维占11％，粘胶纤维占22％。涤纶纤维占有的比例，对发热面料的

风格、舒适性、保暖性影响较大，涤纶纤维占有比例高，面料的保暖性好，保形性也好，但面

料的舒适性讯速下降。一般保暖面料中，涤纶纤维的占有量控制在50％左右，本面料中涤纶

纤维的实际占比为49％。面料中的纤维素纤维一般也占50％左右，本面料中占51％。这种比

例的配置，面料的保形性、保暖性、舒适性，均能达到一个较好的水平；(4)作为贴身保暖面

料，面料要柔软厚实，织物的经纬纱不能太细，经纬纱细，织物轻薄，不容易起绒，保暖效果

难以保证。本织物经纱选用34S/2双股线，纬纱为40S/2双股线，织物厚实，起绒效果好，保暖

性好；(5)织物的组织：织物的交织次数多，织物会显得挺括，但柔软性、亲肤性变差，作为贴

身穿的衣服，要柔软舒适。选用2/2斜纹织物作为织物的基础组织，织物比较柔软，亲肤性能

好。(6)不论单纱或者是股线，纱线的捻系数要偏小控制，一般同等情况下的捻系数可比棉

纱小15％左右，纱线的捻系数小，织物柔软，亲肤性好，本织物经纱捻系数确定为370，纬纱

捻系数确定为320。

[0043] 2.1.3面料的其他性能：

[0044] 加入竹纤维，面料具有抑菌和除臭功能，提升了面料的档次。

[0045] 2.2坯布规格：

[0046] 坯布规格为60英寸，坯布经密为66根/英寸，坯布纬密为61根/英寸，地插入数为2

入，边插入数为2入，使用6页综框，筘号为62号，上机筘幅为63英寸。

[0047] 色经排列：经纱有5种，纱线的混纺比均为35C/45T/20竹。A表示深蓝色34/2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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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B表示漂白34/2双股线，C表示兰色34/2双股线，D表示浅灰兰色34/2双股线，E表示土黄

色34/2双股线，色经的排列顺序为：24B，4E，24B，3A，3B，6A，2B，2A，2B，2A，7D，6E，2A，6E，2B，

6E，7D，2A，2B，2A，2C，6A，3B，3A。一花中A纱28根，B纱60根，C纱4根，D纱14根，E纱22根，一花

根数为128根，全幅30花，余22根，余纱的颜色为B纱，全幅织物中，A纱共计840根，B纱共计

1822根，C纱共计120根，D纱共计420根，E纱共计660根。另有边纱48根，全幅总经根数为3910

根。

[0048] 纬纱只有一种，为40/2T/R混纺发热本白纱，混纺比为T/R/55/45。织物组织，为2/2

下右斜纹。

[0049] 3.生产要点：

[0050] 3.1络筒：

[0051] 经、纬纱线均含有较高比例的涤纶纤维，纱线的回潮率较低，容易产生静电，又选

用较低的捻系数，纱线的单强也不高，因此络筒时要选用“低速度、小张力工艺”。使用

1332MD型络筒机，络筒速度控制在550m/min。络筒速度低，纱线不容易起毛羽，对梭口的清

晰有利。络筒张力控制在11cN左右，小张力，能防止纱线的纤维产生滑移，避免纱线的条干

恶化。为保证纱质量，要求使用空气捻接器接头。

[0052] 3.2倍捻：

[0053] 选用RF321型倍捻机，34S/2股线并捻时，捻度确定为610捻/10cm，并捻速度为39m/

min。40S/2股线并捻时，捻度为650捻/10cm，并捻速度为36.6m/min。

[0054] 3.3整经：

[0055] 选用SGA211型高速分批整经机，筒子架的容量为720只。整经工艺使用“中等速度、

中等张力”工艺。整经速度为550m/min，整经速度比同样线密度的棉纱要低10％-20％，尽管

34S/2线的强力较高，但由于纱线中含有45％的涤纶纤维，为防止整经过程中产生静电，导

致纱线毛羽增加，影响织造时的梭口清晰度，整经工艺选用中等速度。由于整经速度不快，

为保证整经质量，需要对附加张力分段控制，附加张力分成四段，从前到后依次为7档、6档、

5档、4档。为保证片纱张力均匀，要求集体换筒。

[0056] 整经配轴计算：A纱共计840根，C纱120根，A纱和C纱合计960根，色纱排列时，按照A

纱7根，C纱一根的顺序排列，整经时整成两轴，整经配轴为480*2，B纱1822根，边纱48根，边

纱和B纱一起整经，合计经纱根数为1870根，整成3轴，配轴为623*2+624*1，D纱420根，单独

成轴，E纱660根，单独成轴。

[0057] 3.4并轴：

[0058] 使用XB150型并轴机，并轴速度为100m/min，并轴张力为80kg。

[0059] 3.5穿综：

[0060] 布身穿综顺序为：3，4，5，6顺穿。1-2页综穿绞边，边纱穿综为3和5页综。

[0061] 3.6织造：

[0062] 使用GA747-180型剑杆织机织制，织机转速为195r/min。

[0063] 3.6.1双选纬杆织制：纬纱为发热本白纱，尽管只有一种颜色，但为了防止织造时

产生色档，织制时需要两只储纬器按1:1的比例轮流供纬。

[0064] 3.6.2剪切时间：纬纱单纱强力高，不容易被剪断，纬纱剪切时间要偏早控制，比正

常的棉纱线要稍微早一点。如果剪切时间和棉纱相同，由于纬纱不容易被剪断，纬纱被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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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口，容易导致左侧废边纱断头。具体的剪切时间，各机台之间有些差异，需要机修工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0065] 3.6.3中开口：织物的经纱根数较少，组织为2/2斜纹，纬纱容易打紧，不需要太早

的开口，开口时间确定为295°。

[0066] 3.6.4晚进剑：经纱中含有较高比例的涤纶纤维，容易产生静电，导致梭口不清晰，

选用晚进剑工艺，进剑时间控制在75°-80°之间。

[0067] 3.6.5中后梁：织物组织为斜纹，经纬纱的交织次数比平纹少，不需要高后梁。使用

中后梁，后梁高度为90mm。

[0068] 3.6.6大张力：经纬纱线均为股线，纱线强力高，织制时使用较大的上机张力，上机

张力大，对梭口清晰有利。织机两侧的张力重锤杆上各配置一只5kg的张力重锤。

[0069] 4.成品规格

[0070] 本发明的成品规格：成品幅宽为57.5英寸，织物的成品经密为68根/英寸，成品纬

密为64根/英寸，经织缩为5％，纬织缩5.1％，幅缩率3.9％，长缩率4.7％。

[0071] 本发明中的发热面料，改变了传统的御寒服厚重臃肿的形态，轻薄的服装就能御

寒，方便了人类的肢体活动。利用发热面料加工成的保暖服，有长久的保温功能，由于主要

成份为化学纤维，且织物轻薄柔软，保暖服易洗快干，具有快速排湿功能，没有普通保暖服

的闷热感，冬天穿衣时，不会有寒冷感。这类保暖面料，正在逐步成为秋冬季服装的最佳面

料。

[0072] 本发明中的棉/涤/竹/粘四组分纤维发热面料，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通过四种

纤维的组合，性能上实现了优势互补，面料有较好的舒适性、保暖性、抗菌性，是一款高档的

保暖内衣面料，保暖性、柔软性、抗菌性能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为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利润。

[0073] 生产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由于涤纶含量较高，为避免产生静电，工艺上采

用“低速度、小张力工艺”。(2)面料设计时要注意各种纤维的占有比。疏水性纤维的保暖性

好，防止热量流失的功能好，但舒适性差；纤维素纤维舒适性好，但阻止热量流失功能差。一

般面料保暖性纤维和舒适性纤维各占50％左右为宜。(3)作为贴身穿的保暖面料要厚实，纱

线最好选用较粗的股线，这样不需要经过上浆处理，拉绒效果好。(4)保暖面料要柔软，织物

组织不要选择平纹，平纹组织柔软性差。也不要选择诸如透孔、缎纹组织，这类织物结构松

散，防止热量流失能力差，面料最好选用斜纹组织比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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