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60625.7

(22)申请日 2016.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5761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31

(73)专利权人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362000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科技工

业园区

(72)发明人 陈国仲　李伍涛　李洪　欧锦蓥　

史志颖　柳婉瑜　

(51)Int.Cl.

D02G 3/04(2006.01)

D03D 15/00(2006.01)

D06B 3/10(2006.01)

D06C 7/02(2006.01)

D06C 11/00(2006.01)

D06C 13/00(2006.01)

D06C 15/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618993 A,2012.08.01,

CN 103541099 A,2014.01.29,

CN 102719955 A,2012.10.10,

CN 1683622 A,2005.10.19,

CN 102061549 A,2011.05.18,

CN 103882593 A,2014.06.25,

审查员 陈岭

 

(54)发明名称

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及其制备工

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

料及其制备工艺，原料为：澳毛短条、棉羊绒、涤

纶散纤和莫代尔散纤；制备方法为：将原料经过

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开松、和毛、闷毛；然后经梳

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纱经细纱

机纺成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

线成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

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坯布；将步骤坯布放入水中进

行初洗，再在洗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

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刷毛

后定型烘干，将烘干的坯布烫光剪毛，最后经蒸

呢处理得到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本发明采

用半精纺纺纱，结合粗纺面料顺毛工艺，制成了

品质强、柔软、舒适保暖的超薄半精仿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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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原料处理：将40wt％～55wt％的澳毛短条、10wt％～25wt％的棉羊绒、10wt％

～20wt％的涤纶散纤、15wt％～25wt％的莫代尔散纤经过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将染色后的

原料经开松后和毛，和毛后闷毛20h～28h；所述涤纶散纤的纤度为：1D×38mm～2D×38mm；

所述莫代尔散纤的纤度为：1D×38mm～2D×38mm；

步骤S2，织布：将步骤S1处理后的原料经梳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纱储

存6h～10h，经细纱机纺成细度为40S～60S的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线成

捻度为500T/m～700T/m的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克

重为250g/m2～350g/m2的坯布；

步骤S3，坯布后整理：将步骤S2制备的坯布放入40℃～50℃温度的水中进行初洗，再在

洗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沿着顺毛方

向刷毛2遍～4遍，然后在130℃～180℃温度下定型烘干6h～10h，将烘干的坯布放入烫光剪

毛联合机中，在180℃～240℃温度条件下进行烫光剪毛，最后经蒸呢处理得到克重为230g/

m2～330g/m2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澳毛短条的细度为：

70S～90S。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棉羊绒的细度为：70S

～90S。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单纱的捻度为：900T/m～

1000T/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坯布的织物组织为：平

纹组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烫光剪毛联合机的工

作速度为：10m/min～20m/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烫光剪毛联合机剪毛

时刀距为：3mm～4mm。

8.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其特征在于，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制

备工艺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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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品的生产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及其制备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毛纺新型技术的不断涌现、传统技术的不断革新，毛纺面料的应用范围越来

越广泛。除了传统的毛呢大衣、西服、夹克、裤子以外，衬衫和内衣等也都可以使用毛料。薄

型羊毛西裤、薄型羊毛衬衫、羊毛针织内衣等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在挑选毛纺面料时会倾

向于选择纹理清晰、光泽度高、羊毛绒度较厚，立体感比较强的面料。就羊毛产品而言，纱支

密度更高，精细性更强的羊毛面料手感更加细腻、光泽度高、保暖性也更好，是比较期待的

高品质面料。

[0003] 传统的毛纺面料分为两大类：精纺面料和粗纺面料。这两类面料采用不同的加工

工艺进行生产，在外观和厚薄上可以很容易区分。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半精纺技术日益发

展完善。半精仿技术在设备配置上，将棉纺技术与毛纺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型纺纱

工艺。它的前道为粗纺的和毛设备加上棉纺的梳棉、并条、粗纱、细纱机等，后道为精仿的络

筒、并线、倍捻设备，装备和工艺的改变，解决了原来毛纺设备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原料应用

上，半精仿可以实现棉、毛、丝、麻等天然纤维与其它新型人造纤维、化学纤维等各种短纤维

的混纺，其生产纱线无论是应用在精、粗纺面料上还是针织毛衣上，产品风格都独树一帜，

面料手感、垂性、身骨很有新意，有别于传统毛精仿、粗纺产品的风格。

[0004] 中国专利CN201310488617.8公开了一种半精纺保暖花呢及其生产方法，该织物的

经纱是由澳毛和锦纶纤维为原料半精纺制得的纱线与涤纶保暖纤维合股加捻制成，该织物

的纬纱是由澳毛和锦纶纤维为原料半精纺制得的纱线与涤纶保暖纤维和莱卡合股加捻制

成。但是该发明含有较多的化学纤维，使面料的吸湿性能较差。

[0005] 因此，为了满足上述需求，需要提供一种品质强、柔软、舒适保暖的超薄半精仿面

料。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及其制备工艺。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S1，原料处理：将40wt%~55wt%的澳毛短条、10wt%~25wt%的棉羊绒、10wt%~
20wt%的涤纶散纤、15wt%~25wt%的莫代尔散纤经过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将染色后的原料经

开松后和毛，和毛后闷毛20h~28h；

[0009] 其中，原料配比上以高品质的澳毛为主，直接定位了面料的档次；短毛条与绵羊绒

的合理搭配，既提高了纱线的可纺性，又为后整理工艺提供了条件；莫代尔纤维的利用，进

一步改善了面料的吸湿性、手感和光泽；半精纺双纱兼具了精纺纱的高支和条干均匀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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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纱线内纤维排列相对比较顺直，但是毛羽较多，纱线特性介于精纺与粗纺之间；

[0010] 步骤S2，织布：将步骤S1处理后的原料经梳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

纱储存6h~10h，经细纱机纺成细度为40S~60S的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线

成捻度为500T/m~700T/m的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克

重为250g/m2~350g/m
2的坯布；

[0011] 步骤S3，坯布后整理：将步骤S2制备的坯布放入40°C~50°C温度的水中进行初洗，

再在洗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沿着顺

毛方向刷毛2遍~4遍，然后在130°C~180°C温度下定型烘干6h~10h，将烘干的坯布放入烫光

剪毛联合机中，在180°C~240°C温度条件下进行烫光剪毛，最后经蒸呢处理得到克重为

230g/m2~330g/m
2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

[0012] 其中，该面料坯布克重低，因此后整理工艺比较特殊；缩呢过程中避免出现条折

痕。

[0013] 进一步地，步骤S1中，澳毛短条的细度为：70S~90S。

[0014] 进一步地，步骤S1中，棉羊绒的细度为：70S~90S。

[0015] 进一步地，步骤S1中，涤纶散纤的纤度为：1D×38mm~2D×38mm。

[0016] 进一步地，步骤S1中，莫代尔散纤的纤度为：1D×38mm~2D×38mm。

[0017] 进一步地，步骤S2中，单纱的捻度为：900T/m~1000T/m。

[0018] 进一步地，步骤S2中，坯布的织物组织为：平纹组织。

[0019] 进一步地，步骤S3中，烫光剪毛联合机的工作速度为：10m/min~20m/min。

[0020] 进一步地，步骤S3中，烫光剪毛联合机剪毛时刀距为：3mm~4mm。

[0021]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根据上述超薄半精

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工艺制备而成。

[0022]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3] 1 .本发明制备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品质强、柔软、舒适保暖；其中，原料配

比上以高品质的澳毛为主，直接定位了面料的档次；短毛条与绵羊绒的合理搭配，既提高了

纱线的可纺性，又为后整理工艺提供了条件；莫代尔纤维的利用，进一步改善了面料的吸湿

性、手感和光泽；

[0024] 2.本发明制备工艺简单，采用新型的纺纱技术，特殊的原料配比，选用短纤维生产

一种即有精纺面料的细腻、轻薄，又具有粗纺羊绒面料特性的特殊面料，突破了粗纺面料不

能做薄，精纺面料风格单一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权利要求限定和覆盖的

多种不同方式实施。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S1，原料处理：将40wt%的澳毛短条、25wt%的棉羊绒、10wt%的涤纶散纤、25wt%

的莫代尔散纤经过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将染色后的原料经开松后和毛，和毛后闷毛20h；其

中，澳毛短条的细度为70S；棉羊绒的细度为70S；涤纶散纤的纤度为1D×38mm；莫代尔散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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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纤度为1D×38mm；

[0029] 步骤S2，织布：将步骤S1处理后的原料经梳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

纱储存6h，经细纱机纺成细度为40S的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线成捻度为

500T/m的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克重为250g/m2的坯

布；其中，单纱的捻度为900T/m；坯布的织物组织为：平纹组织；

[0030] 步骤S3，坯布后整理：将步骤S2制备的坯布放入45°C温度的水中进行初洗，再在洗

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沿着顺毛方向

刷毛3遍，然后在130°C温度下定型烘干6h，将烘干的坯布放入烫光剪毛联合机中，在180°C

温度条件下进行烫光剪毛，最后经蒸呢处理得到克重为230g/m2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

料；其中，烫光剪毛联合机的工作速度为10m/min；烫光剪毛联合机剪毛时刀距为3.5mm。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S1，原料处理：将45wt%的澳毛短条、15wt%的棉羊绒、20wt%的涤纶散纤、20wt%

的莫代尔散纤经过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将染色后的原料经开松后和毛，和毛后闷毛24h；其

中，澳毛短条的细度为80S；棉羊绒的细度为：80S；涤纶散纤的纤度为1.5D×38mm；莫代尔散

纤的纤度为1.5D×38mm；

[0034] 步骤S2，织布：将步骤S1处理后的原料经梳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

纱储存8h，经细纱机纺成细度为48S的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线成捻度为

600T/m的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克重为300g/m2的坯

布；其中，单纱的捻度为：950T/m；坯布的织物组织为：平纹组织；

[0035] 步骤S3，坯布后整理：将步骤S2制备的坯布放入40°C温度的水中进行初洗，再在洗

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沿着顺毛方向

刷毛2遍，然后在150°C温度下定型烘干8h，将烘干的坯布放入烫光剪毛联合机中，在200°C

温度条件下进行烫光剪毛，最后经蒸呢处理得到克重为280g/m2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

料；其中，烫光剪毛联合机的工作速度为15m/min；烫光剪毛联合机剪毛时刀距为3mm。

[0036] 实施例3

[0037] 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8] 步骤S1，原料处理：将50wt%的澳毛短条、10wt%的棉羊绒、15wt%的涤纶散纤、15wt%

的莫代尔散纤经过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将染色后的原料经开松后和毛，和毛后闷毛26h；其

中，澳毛短条的细度为：90S；棉羊绒的细度为：70S~90S；涤纶散纤的纤度为：1.8D×38mm；莫

代尔散纤的纤度为：1.8D×38mm；

[0039] 步骤S2，织布：将步骤S1处理后的原料经梳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

纱储存9h，经细纱机纺成细度为55S的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线成捻度为

650T/m的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克重为325g/m2的坯

布；其中，单纱的捻度为：975T/m；坯布的织物组织为：平纹组织；

[0040] 步骤S3，坯布后整理：将步骤S2制备的坯布放入45°C温度的水中进行初洗，再在洗

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沿着顺毛方向

刷毛3遍，然后在130°C~180°C温度下定型烘干8h，将烘干的坯布放入烫光剪毛联合机中，在

220°C温度条件下进行烫光剪毛，最后经蒸呢处理得到克重为310g/m2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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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料；其中，烫光剪毛联合机的工作速度为18m/min；烫光剪毛联合机剪毛时刀距为

3.5mm。

[0041] 实施例4

[0042] 一种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3] 步骤S1，原料处理：将55wt%的澳毛短条、20wt%的棉羊绒、10wt%的涤纶散纤、15wt%

的莫代尔散纤经过散毛染色工艺染色，将染色后的原料经开松后和毛，和毛后闷毛28h；其

中，澳毛短条的细度为90S；棉羊绒的细度为90S；涤纶散纤的纤度为2D×38mm；莫代尔散纤

的纤度为2D×38mm；

[0044] 步骤S2，织布：将步骤S1处理后的原料经梳毛机梳棉和两道混条后制成粗纱，将粗

纱储存10h，经细纱机纺成细度为60S的单纱；单纱经自动络筒处理后，并线再捻线成捻度为

700T/m的半精纺双纱；采用同经同纬方式，将半精纺双纱在织机上织成克重为350g/m2的坯

布；其中，单纱的捻度为1000T/m；坯布的织物组织为：平纹组织；

[0045] 步骤S3，坯布后整理：将步骤S2制备的坯布放入50°C温度的水中进行初洗，再在洗

缩联合机中进行缩呢，将缩呢后的坯布放入钢丝起毛机中起毛，再经湿刷机沿着顺毛方向

刷毛4遍，然后在180°C温度下定型烘干10h，将烘干的坯布放入烫光剪毛联合机中，在240°C

温度条件下进行烫光剪毛，最后经蒸呢处理得到克重为330g/m2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

料；其中，烫光剪毛联合机的工作速度为20m/min；烫光剪毛联合机剪毛时刀距为4mm。

[0046] 实验例1

[0047] 对实施例1~4制备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进行起毛起球等级、色牢度和断裂

强力性能测试，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0048] 起毛起球等级测试：采用GB/T4802 .1~1997《织物起球试验方法——圆轨迹起球

法》方式对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进行起毛起球测试，摩擦材料为涤纶，压力为0.7Pa，试

样运动速度为60次/min，试样运动次数为1000次。

[0049] 色牢度测试：采用GB/T5713~2013方式测试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耐水色牢

度，按GB/T3920~2008方式测试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耐摩擦色牢度，按GB/T3922~
1995方式测试耐汗渍色牢度。

[0050] 断裂强力性能测试：采用GB／T3923.1~1997方式测试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的

拉伸断裂强度，拉伸速度为20mm/min，试样尺寸为：长200mm、宽50mm，试样数量为5块，结果

取平均值。

[0051] 表1  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性能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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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结果：实施例1~4制备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起毛起球等级为4级，即为优等

品；耐水色牢度为5级，耐摩擦色牢度为4~5级，耐汗渍色牢度为4~5级，断裂强力为174N~
180N。

[0054] 结论：本发明制备的超薄半精纺顺毛单西面料品质强、柔软、舒适保暖；

[005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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