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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

纹丝绒及生产工艺，丝绒面料包括丝绒基布和绒

毛；所述的丝绒基布由地经和地纬交织而成；所

述的绒毛由与丝绒基布相固结的固结部和突出

于丝绒基布的绒头组成；丝绒基布经W固结将绒

毛进行固结。且丝绒基布与绒毛的重量比为1：4-

9。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斜纹丝

绒及其生产工艺，所制备的斜纹丝绒的丝绒基布

和绒面都产生了斜纹基布应有的斜纹纹路，而且

地经地纬占整个丝绒质量比更小，绒头更丰满，

纹路更粗犷，同样的道理，下层丝绒也产生的同

样的效果，因此，本发明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

页斜纹丝绒，比现有的三页斜纹丝绒提高了一个

档次，深受人们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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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由地经、地纬及绒经进行

织造，再经过割绒、染色、后整理；

所述地经包括上层地经和下层地经，所述地纬包括上层地纬和下层地纬；所述上层地

经和上层地纬经过经纬交织形成上层基布，所述下层地经和下层地纬经过经纬交织形成下

层基布；

所述上层地经包括上层第一地经(T上1)、上层第二地经(T上2)、上层第三地经(T上3)，

所述下层地经包括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二地经(T下2)、下层第三地经(T下3)；所述

上层地纬包括上层第一地纬(W上1)、上层第二地纬(W上2)、上层第三地纬(W上3)、上层第四

地纬(W4上)、上层第五地纬(W上5)、上层第六地纬(W上6)；所述下层地纬包括下层第一地纬

(W下1)、下层第二地纬(W下2)、下层第三地纬(W下3)、下层第四地纬(W下4)、下层第五地纬

(W下5)、下层第六地纬(W下6)；所述绒经包括第一绒经(R1)、第二绒经(R2)、第三绒经(R3)、

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

具体织造过程如下：

第一步：整经

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上层第二地经(T上2)、下层第二地经(T

下2)、上层第三地经(T上3)、下层第三地经(T下3)按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

将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第二绒经(R2)、第五经纱(R5)、第三绒经(R3)、第六绒

经(R6)按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

第二步、穿综插筘

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下层第一地经(T下1)、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按顺序穿

综并插入第一筘齿内；

将上层第二地经(T上2)、下层第二地经(T下2)、第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按顺序穿

综并插入第二筘齿内；

将上层第三地经(T上3)、下层每三地经(T下3)、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按顺序穿

综并插入第三筘齿内；

按照上述规律依次顺序穿综插筘；

第三步、提综打纬织造

第一梭、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往上提，将下层第二地经(T下2)、下层第三地经(T下3)

往上提，将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往上提，将第二绒经(R2)、第三绒经(R3)往下沉，将

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一地纬(W上1)、下层第一地纬(W下1)，打

纬织造；

第二梭、将上层第三地经(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二地经(T下2)

往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二绒经(R2)往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往下沉，将

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二地纬(W上2)、下层第二地纬(W下2)，打

纬织造；

第三梭、将上层第二地经(T上2)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三地经(T下3)

往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六绒经(R6)往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三绒经(R3)往下沉，将

第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三地纬(W上3)、下层第三地纬(W下3)，打

纬织造；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334915 A

2



第四梭、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往上提，将下层第二地经(T下2)、下层第三地经(T下3)

往上提，将第二绒经(R2)、第三绒经(R3)往上提，将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往下沉，将

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放中间，投入上层第四地纬(W上4)、下层第四纬(W下4)，打纬

织造；

第五梭、将上层第三地经(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上层第二地经(T下2)

往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往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二绒经(R2)往下沉，将

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五地纬(W上5)、下层第五地纬(W下5)，打

纬织造；

第六梭、将上层第二地经(T上2)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三地(T下3)经

往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三绒经(R3)往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六绒经(R6)往下沉，将

第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放中间，投入上层第六地纬(W上6)、下层第六地纬(W下6)，打

纬织造；

按此顺序循环织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

绒经与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采用W固结的方式进行固结织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所述地

经地纬交织成的丝绒基布与绒毛的质量比为1：4-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所述上

层地经和上层地纬按照二下一上规律交织，所述下层地经和下层地纬按照二上一下规律交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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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丝绒面料及其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

绒及其生产工艺，得到绒头纹路更肥亮更粗犷的斜纹丝绒。

背景技术

[0002] 丝绒由于其特有的手感和视觉，惹人喜爱。丝绒不但柔软，还有一种飘逸垂重感，

丝绒绒毛不但细腻，还有一种光泽明肥感，因而丝绒显得雍荣而华贵，深受市场欢迎，本公

司前期生产的一种三页斜纹丝绒。由于是每单元双层为六地经三绒经,地经地纬占整个丝

绒的质量比较小。因此很有飘逸垂重感，但是总感至丝绒的绒头还太单落，与其他丝绒相比

还不够肥亮，而且丝绒的斜纹纹路太细瘦，还不够粗犷丰满，质量无止境，追求永远有，人们

就是希望在眼花缭乱百花争艳的丝绒中，出现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的三页斜纹丝绒，绒头

更丰满肥亮，斜纹纹路更清晰粗犷，比现有的三页斜纹丝绒更上一个档次的丝绒出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及其生产工艺，所制备的

基布为二下一上斜纹丝绒每单元双层为六地经六绒经,地经地纬占整个丝绒质量比更小，

因此飘逸垂重感更好。而且绒头更丰满，纹路更粗犷，比现有的三页斜纹丝绒提高了一个档

次，深受人们喜爱。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所涉及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由地经、地纬及绒

经采用双梭口剑杆织机进行织造，再经过割绒、染色、后整理；

[0006] 所述地经包括上层地经和下层地经，所述地纬包括上层地纬和下层地纬；所述上

层地经和上层地纬经过经纬交织形成上层基布，所述下层地经和下层地纬经过经纬交织形

成下层基布；

[0007] 所述上层地经包括上层第一地经、上层第二地经、上层第三地经，所述下层地经包

括下层第一地经、下层第二地经、下层第三地经；所述上层地纬包括上层第一地纬、上层第

二地纬、上层第三地纬、上层第四地纬、上层第五地纬、上层第六地纬；所述下层地纬包括下

层第一地纬、下层第二地纬、下层第三地纬、下层第四地纬、下层第五地纬、下层第六地纬；

所述绒经包括第一绒经、第二绒经、第三绒经、第四绒经、第五绒经、第六绒经；

[0008] 具体织造过程如下：

[0009] 第一步：整经

[0010] 将上层第一地经、下层第一地经、上层第二地经、下层第二地经、上层第三地经、下

层第三地经按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

[0011] 将第一绒经、第四绒经、第二绒经、第五经纱、第三绒经、第六绒经按顺序排列整经

在一个织轴上；

[0012] 第二步、穿综插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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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将上层第一地经、下层第一地经、第一绒经、第四绒经按顺序穿综并插入第一筘齿

内；

[0014] 将上层第二地经、下层第二地经、第二绒经、第五绒经按顺序穿综并插入第二筘齿

内；

[0015] 将上层第三地经、下层每三地经、第三绒经、第六绒经按顺序穿综并插入第三筘齿

内；

[0016] 按照上述规律依次顺序穿综插筘；

[0017] 第三步、提综打纬织造

[0018] 第一梭、将上层第一地经往上提，将下层第二地经、下层第三地经往上提，将第五

绒经、第六绒经往上提，将第二绒经、第三绒经往下沉，将第一绒经、第四绒经放中间，投入

上层第一地纬、下层第一地纬，打纬织造；

[0019] 第二梭、将上层第三地经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下层第二地经往上提，将第一

绒经、第二绒经往上提，将第四绒经、第五绒经往下沉，将第三绒经、第六绒经放中间，投入

上层第二地纬、下层第二地纬，打纬织造；

[0020] 第三梭、将上层第二地经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下层第三地经往上提，将第四

绒经、第六绒经往上提，将第一绒经、第三绒经往下沉，将第二绒经、第五绒经放中间，投入

上层第三地纬、下层第三地纬，打纬织造；

[0021] 第四梭、将上层第一地经往上提，将下层第二地经、下层第三地经往上提，将第二

绒经、第三绒经往上提，将第五绒经、第六绒经往下沉，将第一绒经、第四绒经放中间，投入

上层第四地纬、下层第四纬，打纬织造；

[0022] 第五梭、将上层第三地经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上层第二地经往上提，将第四

绒经、第五绒经往上提，将第一绒经、第二绒经往下沉，将第三绒经、第六绒经放中间，投入

上层第五地纬、下层第五地纬，打纬织造；

[0023] 第六梭、将上层第二地经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下层第三地经往上提，将第一

绒经、第三绒经往上提，将第四绒经、第六绒经往下沉，将第二绒经、第五绒经放中间，投入

上层第六地纬、下层第六地纬，打纬织造。

[0024] 至此六梭一循环结束，进入下一轮循环织造。

[002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绒经与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采用W固结的方

式进行固结。而且每筘齿的绒经运动规律刚好都与本筘齿的地经运动规律相反,更起到固

结绒头的作用。

[002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地经地纬交织成的丝绒基布与绒毛的质量比为

1：4-9。

[002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上层地经和上层地纬按照二下一上斜纹规律交

织，所述下层地经和下层地纬按照二上一下斜纹规律交织。

[002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是采用双梭口剑杆织机进行织造。

[0029] 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斜纹丝绒及其生产工

艺，所制备的斜纹丝绒的丝绒基布和绒面都产生了斜纹基布应有的斜纹纹路，而且地经地

纬占整个丝绒质量比更小，绒头更丰满，纹路更粗犷，同样的道理，下层丝绒也产生的同样

的效果，因此，本发明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比现有的三页斜纹丝绒提高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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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档次，深受人们喜爱。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斜纹丝绒的剖视示意图；

[0031] 图2是第一地经、绒毛与地纬的交织示意图；

[0032] 图3是第二地经、绒毛与地纬的交织示意图；

[0033] 图4是第三地经、绒毛与地纬的交织示意图；

[0034] 图5是生产工艺中第一筘齿内的纱线交织规律示意图；

[0035] 图6是生产工艺中第二筘齿内的纱线交织规律示意图；

[0036] 图7是生产工艺中第三筘齿内的纱线交织规律示意图。

[0037] 图中标记说明如下：TW-丝绒基布；R-绒毛；T1-第一地经；T2-第二地经；T3-  第三

地经；W1-第一地纬；W2-第二地纬；W3-第三地纬；W4-第四地纬；W5-  第五地纬；W6-第六地

纬。T上1-上层第一经纱；T上2-上层第二经纱；T上3-  上层第三经纱；T下1-下层第一经纱；T

下2-下层第二经纱；T下3-下层第三经纱；W上1-上层第一纬纱；W上2-上层第二纬纱；W上3-

上层第三纬纱；W  上4-上层第四纬纱；W上5-上层第五纬纱；W上6-上层第六纬纱；W下1-下层

第一纬纱；W下2-下层第二纬纱；W下3-下层第三纬纱；W下4-下层第四纬纱；  W下5-下层第五

纬纱；W下6-下层第六纬纱；R1-第一绒经；R2-第二绒经；R3-  第三绒经；R4-第四绒经；R5-第

五绒经；R6-第六绒经。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9] 结合图1至图4，对所涉及的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进行详细说明。所

涉及的斜纹丝绒包括丝绒基布TW和绒毛R。丝绒基布TW由地经和地纬交织而成。绒毛R由与

丝绒基布TW相固结的绒根和突出于丝绒基布TW的绒头组成。地经包括第一地经T1、第二地

经T2、第三地经T3，地纬包括第一地纬W1、第二地纬W2、第三地纬W3、第四地纬W4、第五地纬

W5、第六地纬W6。

[0040] 由图2、3、4中纱线的交织规律可以看出，基布是采二下一上的组织结构。图2中，第

二地纬W2和第三地纬W3之间所具有的两根绒头。图3中，第四地纬W4和第五地纬W5之间所具

有的两根绒头。图4中，第六地纬W6与下一循环第一地纬W1之间所具有的两根绒头。这三处

的绒头形成斜纹。

[0041] 绒毛为绒经纱经割绒后形成，绒经纱包括第一绒经纱R1、第二绒经纱R2、第三绒经

R3、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地经与绒经分为三组，第一地经T1、第一绒经纱

R1、第四绒经纱R4为第一组，第二地经T2、第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为第二组，第三地经T3、

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为第三组；所述的绒头形成斜纹纹路。

[0042] 第一绒经纱R1、第二绒经纱R2、第三绒经R3、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

与第一地纬W1、第二地纬W2、第三地纬W3、第四地纬W4、第五地纬W5、第六地纬W6进行三纬W

分别进行相对应的固结织造。

[0043] 在第三组的上一循环单元的第六纬纱W6与本循环单元的第一纬纱W1之间有第三

绒经R3、第六绒经R6经割绒所形成的绒头；在第二组中第一纬纱W1与第二纬纱W2之间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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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经割绒后所形成的绒头；在第一组的第二纬纱W2与第三纬纱W3之间

有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经割绒所形成的绒头；再继续，在第三组的第三纬纱W3、第四纬

纱W4之间有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经割绒所形成的绒头；在第二组第四纬纱W4、第五纬纱

W5之间有第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经割绒后所形成的绒头；在第一组第五纬纱W5、第六纬纱

W6之间有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经割绒所形成的绒头；如此绒头形成斜纹纹路。

[0044] 结合图5、6、7，对所涉及的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在织造时是采用双

梭口剑杆织机进行织造，再经过割绒、染色、后整理所得到。

[0045] 在织造时，地经包括上层地经和下层地经，地纬包括上层地纬和下层地纬。上层地

经和上层地纬经过经纬交织形成上层基布，下层地经和下层地纬经过经纬交织形成下层基

布。

[0046] 绒经在上层基布进行了三纬W固结织造后，返到下层基布进行三纬W固结织造后，

然后再返到上层基布再返至下层基布进行同样的织造。

[0047] 采用割绒刀在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的中间将连接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的绒经割

断剖开形成上层丝基坯布和下层丝基坯布。

[0048] 然后再经过后整理、染色、梳毛和刷毛检验入库，最终形成本发明的基布为二下一

上斜纹丝绒。

[0049] 进一步的，在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的生产工艺中，上层地经包括上层第

一地经T上1、上层第二地经T上2、上层第三地经T上3，下层地经包括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

层第二地经T下2、下层第三地经T下3。

[0050] 上层地纬包括上层第一地纬W上1、上层第二地纬W上2、上层第三地纬  W上3、上层

第四地纬W上4、上层第五地纬W上5、上层第六地纬W上6；下层地纬包括下层第一地纬W下1、

下层第二地纬W下2、下层第三地纬W下  3、下层第四地纬W下4、下层第五地纬W下5、下层第六

地纬W下6。

[0051] 绒经包括第一绒经R1、第二绒经R2、第三绒经R3、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5、第六绒

经R6。

[0052] 将这些地经、地纬和绒经织造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具体过程如下：

[0053] 第一步：整经

[0054] 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上层第二地经T上2、下层第二地经T下

2、上层第三地经T上3、下层第三地经T下3按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

[0055] 将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第二绒经R2、第五经纱R5、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按

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

[0056] 第二步、穿综插筘

[0057] 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下层第一地经T下1、第一绒经R1、第四绒经R4  按顺序穿综

并插入第一筘齿内；

[0058] 将上层第二地经T上2、下层第二地经T下2、第二绒经R2、第五绒经R5  按顺序穿综

并插入第二筘齿内；

[0059] 将上层第三地经T上3、下层每三地经T下3、第三绒经R3、第六绒经R6  按顺序穿综

并插入第三筘齿内；

[0060] 按照上述规律依次顺序穿综插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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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第三步、提综打纬织造

[0062] 采用双梭口剑杆织机进行织造，具体的提综打纬织造规律见下表：

[0063]

[0064] 第一梭、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往上提，将下层第二地经T下2、下层第三地经T下3往

上提，将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往上提，将第二绒经R2、第三绒经R3往下沉，将第一绒经

R1、第四绒经R4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一地纬W 上1、下层第一地纬W下1，打纬织造。

[0065] 第二梭、将上层第三地经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二地经T下2往

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二绒经R2往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往下沉，将第三绒经

R3、第六绒经R6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二地纬W 上2、下层第二地纬W下2，打纬织造。

[0066] 第三梭、将上层第二地经T上2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三地经T下3往

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六绒经R6往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三绒经R3往下沉，将第二绒经

R2、第五绒经R5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三地纬W 上3、下层第三地纬W下3，打纬织造。

[0067] 第四梭、将上层第一地经T上1往上提，将下层第二地经T下2、下层第三地经T下3往

上提，将第二绒经R2、第三绒经R3往上提，将第五绒经R5、第六绒经R6往下沉，将第一绒经

R1、第四绒经R4放中间，投入上层第四地纬W 上4、下层第四纬W下4，打纬织造。

[0068] 第五梭、将上层第三地经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上层第二地经T下2往

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五绒经R5往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二绒经R2往下沉，将第三绒经

R3、第六绒经R6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五地纬W 上5、下层第五地纬W下5，打纬织造。

[0069] 第六梭、将上层第二地经T上2往上提，将下层第一地经T下1、下层第三地T下3经往

上提，将第一绒经R1、第三绒经R3往上提，将第四绒经R4、第六绒经R6往下沉，将第二绒经

R2、第五绒经R5放中间，投入上层第六地纬W 上6、下层第六地纬W下6，打纬织造。

[0070] 六梭一循环织造结束,进入下一轮循环.

[0071] 第四步、割绒后整理

[0072] 用割绒刀在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中间把连接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的绒经纱割断

剖开形成上层丝绒坯布和下层丝绒坯布。

[0073] 最后经染色梳刷剪毛等后整理，形成本发明一种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

[0074] 由该生产工艺所制备的基布为二下一上三页斜纹丝绒中，一个单元上下层地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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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绒经为六根,地经和地纬交织而成的丝绒基布与绒毛的重量比为1：  4-9，进一步的可

以是1：9。

[0075] 以上步骤所制备的双层斜纹丝绒坯布，例如以上层丝绒为例,上层第一地经、上层

第二地经、上层第三地经和上层第一纬纱上层第二纬纱上层第三纬纱上层第四纬纱上层第

五纬纱上层第六纬纱组成了上层二下一上斜纹丝绒基布。而经割绒后的绒经纱绒头之中，

第一筘齿中第二地纬与第三地纬之间产生的绒头，第二筘齿内第四地纬和第五地纬之间所

产生的绒头，第三筘齿内的第六地纬和下一循环的第一地纬之间产生的绒头，形成了斜纹

的效果。同样的，第一筘齿中的第五地纬和第六地纬之间产生的绒头，第二筘齿内的下一循

环的第一地纬、第二地纬之间产生的绒头，第三筘齿内下一循环中的第三地纬和第四地纬

之间产生的绒头，也又形成了斜纹的效果.因此绒头更丰滿肥亮,斜纹纹路更清晰粗犷,可

比现有的三页丝绒更上了一个档次。

[0076]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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