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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
方法，
包括编织准备、梳栉配置和上机编织等步
骤，
利用分离式贾卡梳交替在经编机的前后两针
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图案，
变更图案无需进行
整经、下盘头、上盘头、
穿纱和排列链块等工序，
也不会受到经编机的凸轮和链块数量的限制，
生
产成本相对较低、
图案类型相对较多，
同时利用
分离式贾卡梳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
圈在织物的间隔层上形成镂空，
使得图案获得悬
浮在面层和底层上的视觉效果，
且立体感相对较
好。此外，
本发明还通过在织物的面层和底层上
编织网孔组织，
使得面层和底层具有较好的透视
效果，
进一步烘托出图案的悬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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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
编织准备，
在电脑上设计织物的图案；
S2，
梳栉配置，
选取具有七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编机，
其中七把所述梳栉按其排列位
置依次为GB1、
GB2、
GB3、
GB4、
GB5、
GB6和GB7，
所述GB3和所述GB4共同形成分离式贾卡梳，
所
述GB5为间隔梳；
S3，
上机编织，
所述GB1和所述GB2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
底层，
所述GB6和所述GB7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面层，
所述分
离式贾卡梳在编织步骤S1设计的图案的区域时交替在所述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成圈，
且所述分离式贾卡梳在编织非步骤S1设计的图案的区域时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
床垫纱成圈，
所述GB5交替在所述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成圈，
所述GB3、
所述GB4和所述
GB5共同编制形成织物的间隔层；
所述GB1和所述GB6的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织2-3/2-1/1-0/1-2，
所述GB2和所述GB7的
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织1-0/1-2/2-3/2-1，
所述GB1和所述GB2共同形成网孔组织，
所述GB6
和所述GB7共同形成网孔组织。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S2中，
所述
GB1、所述GB2、所述GB3、所述GB4、所述GB6和所述GB7都以一穿一空的方式进行穿纱，
所述
GB5以满穿的方式进行穿纱。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GB1、
所述GB2、
所述GB6和所述GB7都采用半光涤纶长丝进行穿纱，
所述GB3和所述GB4都采用低弹轻网丝进
行穿纱，
所述GB5采用涤纶单丝进行穿纱。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S3中，
所述
GB3和所述GB4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1-0/1-2，
所述GB5的垫纱组织为特定组织1-0/2-1/
2-3/1-2。
5 .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3完成后，
还进行了染整处理。
6 .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编织织物，
其特征在于，
采用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
述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进行编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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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和织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织物的编织方法和织物，
尤其是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
法和织物。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织物大部分都仅具有平面效果，
部分经编织物虽然能够形成立体效
果，
但是编织时需要根据不同的花型和空穿需求单独进行整经和穿纱的工序，
即每改变一
个花型，
需要重新进行整经、
下盘头、
上盘头、
穿纱和排列链块等工序，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
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0003] 同时，
由于受到经编机的凸轮和链块数量的限制，
现有的经编织物难以形成较大
的花纹循环，
所能够获得的图案类型较为有限。
[0004] 此外，
现有纬编织物的图案通常显示在面层，
立体感相对较差。
[0005] 有鉴于此，
本申请人对纬编织物的编织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遂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图案类型相对较多且立体感相对
较好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和织物。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
编织准备，
在电脑上设计织物的图案；
[0010] S2，
梳栉配置，
选取具有七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编机，
其中七把所述梳栉按其排
列位置依次为GB1、GB2、GB3、GB4、GB5、GB6和GB7，
所述GB3和所述GB4共同形成分离式贾卡
梳，
且都采用半机号配置，
所述GB5为间隔梳；
[0011] S3，
上机编织，
所述GB1和所述GB2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
物的底层，
所述GB6和所述GB7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面层，
所
述分离式贾卡梳在编织步骤S1设计的图案的区域时交替在所述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
成圈，
且所述分离式贾卡梳在编织非步骤S1设计的图案的区域时仅在所述双针床经编机的
前针床垫纱成圈，
所述GB5交替在所述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成圈，
所述GB3、
所述GB4和
所述GB5共同编制形成织物的间隔层。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
在步骤S2中，
所述GB1、
所述GB2、
所述GB3、
所述GB4、
所述
GB6和所述GB7都以一穿一空的方式进行穿纱，
所述GB5以满穿的方式进行穿纱。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
所述GB1、
所述GB2、
所述GB6和所述GB7都采用半光涤纶长
丝进行穿纱，
所述GB3和所述GB4都采用低弹轻网丝进行穿纱，
所述GB5采用涤纶单丝进行穿
纱。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
在步骤S3中，
所述GB1和所述GB6的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
织2-3/2-1/1-0/1-2，
所述GB2和所述GB7的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织1-0/1-2/2-3/2-1，
所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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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和所述GB2共同形成网孔组织，
所述GB6和所述GB7共同形成网孔组织，
所述GB3和所述
GB4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1-0/1-2，
所述GB5的垫纱组织为特定组织1-0/2-1/2-3/1-2。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
步骤S3完成后，
还进行了染整处理。
[0016] 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编织织物，
其特征在于，
采用上述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
织方法进行编织获得。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
本发明利用分离式贾卡梳交替在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图
案，
变更图案无需进行整经、
下盘头、
上盘头、
穿纱和排列链块等工序，
也不会受到经编机的
凸轮和链块数量的限制，
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图案类型相对较多，
同时利用分离式贾卡梳在
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在织物的间隔层上形成镂空，
使得图案获得悬浮在面层和
底层上的视觉效果，
且立体感相对较好。
[0019] 2、
通过在织物的面层和底层上编织网孔组织，
使得面层和底层具有较好的透视效
果，
进一步烘托出图案的悬浮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本实施例提供的具有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2] S1，
编织准备，
在电脑上设计织物的图案，
该图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并非本
实施例的重点，
此处不再详述。
[0023] S2，
梳栉配置，
选取具有七把以上梳栉的双针床经编机，
其中七把梳栉按其排列位
置依次为GB1、
GB2、
GB3、
GB4、
GB5、
GB6和GB7，
在这七把梳栉中，
GB3和GB4共同形成一把分离
式贾卡梳，
GB5为间隔梳。
[0024] GB1、
GB2、
GB6和GB7都采用半光涤纶长丝进行穿纱，
其具体规格为P-FDY150D/96F
(167dTEX/96F) ，
GB3和GB4都采用低弹轻网丝进行穿纱 ，其具体规格为P-FDY150D/48F
(167dTEX/48F) ，
GB5采用涤纶单丝进行穿纱，
其具体规格为P-DT30D/1F。需要说明的是，
半
光涤纶长丝、低弹轻网丝和涤纶单丝都是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获得的纱线，
此外，
各梳栉穿
纱时所使用的纱线都是单根纱线，
这样可充分利于不同材料的染色特性，
色彩较为鲜明，
更
富立体感。
[0025] 各梳栉分别有六个盘头，
其中GB5的每个盘头分别穿有496根纱线，
且GB5以满穿的
方式进行穿纱；
GB1、
GB2、
GB3、
GB4、
GB6和GB7的每个盘头分别穿有248根纱线，
且都以一穿一
空的方式进行穿纱，
即每穿一根纱线后空出一个位置再继续循环穿纱。
[0026] S3，
上机编织，
GB1和GB2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底层；
GB6
和GB7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面层；
GB3、
GB4和GB5共同编织形成织
物的间隔层，
用于连接面层和底层，
其中，
分离式贾卡梳(即GB3和GB4)在编织步骤S1设计的
图案的区域时交替在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成圈形成密实的区域，
同时分离式贾卡梳在
编织非步骤S1设计的图案的区域时仅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形成镂空的区域，
GB5交替在经编机的前后两针床垫纱成圈。这样，
利用分离式贾卡梳交替在经编机的前后两
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织物的图案，
变更图案无需进行整经、
下盘头、
上盘头、穿纱和排列链块
等工序，
也不会受到经编机的凸轮和链块数量的限制，
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图案类型相对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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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同时利用分离式贾卡梳在双针床经编机的前针床垫纱成圈在织物的间隔层上形成镂
空，
使得图案获得悬浮在面层和底层上的视觉效果，
且立体感相对较好。
[0027] 优选的，
在本实施例中，
GB1、
GB2、
GB6和GB7的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织，
其中GB1和
GB2以及GB6和GB7分别反向垫纱，
即GB1和GB6的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织2-3/2-1/1-0/1-2，
GB2和GB7的垫纱组织都为网孔组织1-0/1-2/2-3/2-1，
GB1和GB2共同形成网孔组织，
GB6和
GB7共同形成网孔组织，
GB3和GB4的垫纱组织都为经平组织1-0/1-2，
GB5的垫纱组织为特定
组织1-0/2-1/2-3/1-2。通过在织物的面层和底层上编织网孔组织，
使得面层和底层具有较
好的透视效果，
进一步烘托出图案的悬浮效果。
[0028] S4：
染整，
对编织获得的坯布进行染整处理，
具体的染整方式为常规的方式，
并非
本实施例的重点，
此处也不再详述。
[0029] 此外，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具有悬浮效果的编织织物，
该织物采用上述的具有
悬浮效果的织物编织方法进行编织获得。
[0030] 上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了详细的说明，
但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仅限
于上述实施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可以对本发明做出各种变形，
如变更上述
实施例中的纱线的具体类型等，
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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