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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弹性梭织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弹性梭织面料，涉及纺

织品技术，旨在解决衣物在拉扯过程中由于弹性

较差而产生变形的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

括表层和里层，所述表层为平纹编织，所述表层

通过第一经纱和第一纬纱经纬编织而成，所述第

一经纱和第一纬纱均包括复合纱线一、复合纱线

二和复合纱线三，所述里层为斜纹编织，所述里

层通过第二经纱和第二纬纱经纬编织而成，所述

第二经纱和第二纬纱均包括复合纱线一、复合纱

线二、复合纱线三和复合纱线四，所述表层与所

述里层的连接点之间形成若干空腔。本实用新型

通过将弹性较好的纤维进行组合提高衣物的弹

性，有利于改善衣物的回弹性，有效防止衣物产

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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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包括表层(1)和里层(2)，所述表层(1)为平纹编织，

所述表层(1)通过第一经纱(3)和第一纬纱(4)经纬编织而成，所述第一经纱(3)和第一纬纱

(4)均包括复合纱线一(5)、复合纱线二(6)和复合纱线三(7)，所述里层(2)为斜纹编织，所

述里层(2)通过第二经纱(8)和第二纬纱(9)经纬编织而成，所述第二经纱(8)和第二纬纱

(9)均包括复合纱线一(5)、复合纱线二(6)、复合纱线三(7)和复合纱线四(20)，所述表层

(1)与所述里层(2)的连接点之间形成若干空腔(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纱线一(5)包括相

互缠绕的氨纶(11)和大豆纤维(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纱线二(6)包括围

绕牛奶纤维(13)互相缠绕的蚕丝(14)、锦纶(15)和莫代尔纤维(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纱线三(7)包括纱

芯一(17)和缠绕在纱芯一(17)外侧的麻纤维(1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纱芯一(17)通过若干中

空异形涤纶纤维(171)加捻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纱线四(20)包括纱

芯二(19)和缠绕在纱芯二(19)外侧的蚕丝(14)，所述纱芯二(19)通过若干三叶形异形涤纶

纤维(191)加捻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层(1)和里层(2)通过

缝合线缝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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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弹性梭织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品技术，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弹性梭织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使用梭织面料裁剪衣物，梭织面料适于各种印染整理方法，

一般来说，在梭织物上印花及提花图案比针织物、编结物和毡类织物更为精细。作为服装面

料，梭织面料耐洗涤性好，可进行翻新，干洗及各种整理。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

衣食住行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衣物面料的要求同样越来越高。

[0003] 公开号为CN210560997U的中国专利公开的铜纤维抗菌面料，其技术要点通过在多

孔偏粗纤维上附着纳米级铜颗粒构成铜纤维，单丝包裹加上交联剂的使用增强铜颗粒的附

着性，铜纤维、聚丙烯腈、聚酰胺三种纤维组合混纺组成面料纺丝纬纱，在保证面料抗菌的

同时保证面料的强度以及面料的耐晒性，纬向缎纹纺织结构保证铜纤维暴露的更多，同时

纬纱与涤纶低弹丝配合使用，两种纬纱交替织造引纬，排列比的设计将面料形成上下层双

层风格。使得铜纤维显露在织物正面，更强力的发挥铜纤维的功效性。

[0004] 但是在穿着过程中，面料的舒适度较差，在正常穿着过程中，面料的弹性较差，穿

着过程中，面料发生拉扯容易让面料产生变形，并且折叠面料容易产生褶皱，影响衣物美观

性。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弹性梭织面料，具有较好

弹性，避免衣物产生变形影响衣物美观。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弹性梭织面

料，包括表层和里层，所述表层为平纹编织，所述表层通过第一经纱和第一纬纱经纬编织而

成，所述第一经纱和第一纬纱均包括复合纱线一、复合纱线二和复合纱线三，所述里层为斜

纹编织，所述里层通过第二经纱和第二纬纱经纬编织而成，所述第二经纱和第二纬纱均包

括复合纱线一、复合纱线二、复合纱线三和复合纱线四，所述表层与所述里层的连接点之间

形成若干空腔。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表层为平纹编织，表层中复合纱线一、复合纱线二和复合

纱线三相互交织，里层中复合纱线一、复合纱线二、复合纱线三和复合纱线四成组循环排

列，两组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在表层与里层的连接点之间形成若干空腔，空腔的形成给表

层的纱线提供弹性空间，面料拉伸时给纱线提供拉伸空间，防止纱线排列过于紧密，造成面

料变形，表层中纱线依次顺序排列可以增强衣物的耐磨性，里层通过将不同两种纱线进行

组合斜纹编织，第二经纱和第二纬纱的交织点减少，交织点减少便于提高里层的弹性，增强

舒适度，空腔给表层的纱线排列组合提供弹性空间配合里层纱线的弹性变化，提高衣物的

弹性，有效降低衣物变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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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复合纱线一包括相互缠绕的氨纶和大豆纤维。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氨纶纤维的弹性较好，同时氨纶的弹性恢复性也很好，大

豆纤维的亲和性和柔软性较好，氨纶与大豆纤维配合使用增加表层的弹性，保证面料的舒

适度。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复合纱线二包括围绕牛奶纤维互相缠绕的蚕丝、

锦纶和莫代尔纤维。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蚕丝、锦纶和莫代尔纤维围绕牛奶纤维进行缠绕，减少牛

奶纤维的使用，节约材料。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复合纱线三包括纱芯一和缠绕在纱芯一外侧的麻

纤维。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麻纤维表面平滑，不易变形，围绕纱芯缠绕保证复合纱线

三的舒适度，有效防止复合纱线三变形。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纱芯一通过若干中空异形涤纶纤维加捻而成。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若干中空异形涤纶纤维进行加捻形成纱芯一，保证纱芯

结构的蓬松性，提高纱芯的弹性。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复合纱线四包括纱芯二和缠绕在纱芯二外侧的蚕

丝，所述纱芯二通过若干三叶形异形涤纶纤维加捻而成。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纱芯二通过三叶形异形涤纶纤维加捻而成，三叶形异形

涤纶纤维通过本身的特性，在加捻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间隙，保证纱芯二的弹性，缠绕在纱

芯二外侧的蚕丝有利于提高复合纱线四的舒适度。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表层和里层通过缝合线缝合连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表层和里层通过缝合线缝合有利于保持衣物的柔软，便

于保持衣物穿着的舒适度。

[002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设置经纱和纬纱不同的排列顺序

给表层与里层带来不同的弹性效果，当衣物拉扯过程中导致衣物产生变形，通过表层和里

层本身良好的弹性，可以有效防止衣物产生变形，复合纱线二和复合纱线四均包括蚕丝，便

于提高衣物穿着的舒适度。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表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里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复合纱线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复合纱线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复合纱线三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复合纱线四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1、表层；2、里层；3、第一经纱；4、第一纬纱；5、复合纱线一；6、复合纱线

二；7、复合纱线三；8、第二经纱；9、第二纬纱；10、空腔；11、氨纶；12、大豆纤维；13、牛奶纤

维；14、蚕丝；15、锦纶；16、莫代尔纤维；17、纱芯一；171、中空异形涤纶纤维；18、麻纤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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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芯二；191、三叶形异形涤纶纤维；20、复合纱线四。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弹性梭织面料，表层1通过第一经纱3和第一纬纱4交织而成，第一

经纱3和第一纬纱4均按照一根复合纱线一5、一根复合纱线二6、一根复合纱线三7的顺序循

环排列，便于保证面料材质的均匀分布，里层2通过第二经纱8和第二纬纱9交织而成，第二

经纱8和第二纬纱9按照将四种纱线中任意两种分为一组，将两组纱线循环排列，减少第二

经纱8和第二纬纱9的交织点，便于提高里层2面料的舒适度，表层1与里层2通过不同的编制

方式，经纱和纬纱产生不同的交织点，表层1和里层2的交织点位置不同，相互抵压触碰产生

若干空腔10，在衣物拉扯或者洗涤过程中，衣物的纱线会产生弹性变化，空腔10给纱线提供

弹性形变的空间。

[0032] 如图2和图3所示，复合纱线一5、复合纱线二6、复合纱线三7和复合纱线四20按不

同顺序排列进行组合，保证表层1与里纱线层材质分布均匀，便于均衡面料的整体弹性效

果，复合纱线通过加捻机加捻而成，如图4所示，复合纱线一5通过氨纶11和大豆纤维12加捻

而成，氨纶11有较好的弹性功能配合手感柔软的大豆纤维12加捻为复合纱线一5，既保证复

合纱线一5具备较好的弹性，又可以保证舒适度。

[0033] 如图5所示，复合纱线二6通过锦纶15、蚕丝14、莫代尔纤维16和牛奶纤维13加捻而

成，锦纶15、蚕丝14和莫代尔纤维16缠绕在牛奶纤维13外侧，便于节省牛奶纤维13材料，复

合纱线二6的纤维组合具有较强的抗菌效果，弹性较好，莫代尔纤维16可以迅速将汗水迁移

至织物表面并发散，便于提高衣物穿着的舒适度。

[0034] 如图6所示，通过加捻机将若干中空异形涤纶纤维171加捻形成纱芯一17，中空异

形涤纶纤维171保证纱芯一17的弹性，便于适应其余复合纱线，麻纤维18缠绕在纱芯一17外

侧，有利于增强复合纱线三7的舒适度，更加亲肤。

[0035] 如图7所示，纱芯二19通过若干三叶形异形涤纶纤维191加捻而成，三叶形异形涤

纶纤维191可以改善回弹性，纱线二外侧缠绕蚕丝14，便于提高复合纱线四20的舒适度。

[0036] 在具体调节过程中，衣物发生拉扯，表层1和里层2通过弹性较好的纱线组合能保

证良好的回弹性，里层2面料的复合纱线中均设置有相对较为柔软的纤维，在保证里层2的

舒适度同时，在各种复合纱线中增加有较强弹性的纤维配合使用保证衣物弹性，有效防止

衣物产生变形，表层1与里层2通过缝合线缝合，缝合线材质较为柔软便于适应衣物的各种

状态。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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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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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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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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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9

CN 213172771 U

9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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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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