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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
的制作方法，
所述填充布采用双线双封闭平纹双
层组织织造；
所述填充布包括第一面料层和第二
面料层；
所述填充布的第一面料层的经纱为15D300D普通涤纶纱线 ，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经纱为
15D-300D阳离子改性涤纶纱线；
所述填充布的第
一面料层的纬纱为15D-300D普通涤纶纱线，
所述
第二面料层为15D-300D阳离子改性涤纶纱线；
所
述填充布采用表里换层结构进行上机织造后，
经
染色后整理，
所述填充布的纱线由于对分散染料
的吸色深浅不同 ，
呈现仿色织图案。本发明采用
双层双线双封闭的表里换层方法，
佐以纱线排列
纹织达到制作格子仿色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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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填充布采用双线双
封闭平纹双层组织织造；
所述填充布包括第一面料层和第二面料层；
所述填充布的第一面
料层的经纱为15D-300D普通涤纶纱线，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经纱为15D-300D阳离子改性涤纶
纱线；
所述填充布的第一面料层的纬纱为15D-300D普通涤纶纱线，
所述第二面料层为15D300D阳离子改性涤纶纱线；
所述填充布采用表里换层结构进行上机织造后，
经染色后整理，
所述填充布的纱线由于对分散染料的吸色深浅不同，
呈现仿色织图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1，
整理织造；
整经车速控制为250米/分，
浆丝浆槽温度40摄氏度，
浆车车速200米/
分钟，
采用16片综框上织造；
步骤2，
染色后整理；
在85℃进行平幅退浆，
在120℃进行机缸炼布，
在190℃以40米/分
钟进行预定型，
洗涤，
在120℃进行染色并保温30分钟，
在185℃以45米/分钟进行定型。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
中，
上机织造，
上机纬密控制在120根/CM，
泵体直径24MM ,喷水量控制在10～12MM ,织造车速
控制在470转/分钟，
张力控制在5000N。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填
充布的格纹类型为条宽相等的均匀双层双面格纹、
条宽不等并规律变化的不均匀双层双面
格纹、条宽相等的均匀双层单面格纹、条宽不等并规律变化的不均匀双层单面格纹中的一
种。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填
充布的经用密度为138根/CM，
纬用密度为120根/CM。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
一面料层的经纱为50D/72F低弹阳离子改性涤纶，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经纱为50D/144F半光
低弹涤纶；
所述第一面料层的纬纱为50D/72F低弹阳离子改性涤纶，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纬纱
为50D/144F半光低弹涤纶。
7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
一面料层和第二面料层的单层经纱排列宽度0 .2CM-50CM，
所述第一面料层和第二面料层的
单层纬纱排列宽度0 .2CM-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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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的今天，
消费者对于纺织品的
要求已经从简单的追求其经济性、实用性、坚固性提高到对舒适性、美观性和艺术性的追
求，
更加注重纺织品的文化内涵及其带来的精神享受。充绒布是线密度值较小密度较大的
薄型织物，
由于常用作羽绒服装、羽绒被的面料，
且能防止羽绒向外钻出，
故又称羽绒布、
防
绒布、
防羽布。用于制作无胆直充的羽绒布如雨后春笋，
门类众多，
有无弹无胆充绒布，
有纬
弹无胆充绒布等。
目前被服及羽绒服装，
无内胆双层双封闭直充布使用已经有逐渐抬头的
趋势，
但仿色织应用相对极少。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仿棉弹力双层充绒布的制作方法，
采用
表里换层结构，
辅以普通涤纶和阳离子改性涤纶对分散染料的吸色深浅不同，
结合经、纬纱
线中阳离子改性涤纶和普通涤纶的排列顺序不同来制作视觉格纹，
解决了现有的填充布结
构花纹单一，
无仿色织应用的问题。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
作方法，
所述填充布采用双线双封闭平纹双层组织织造；
所述填充布包括第一面料层和第
二面料层；
所述填充布的第一面料层的经纱为 15D-300D普通涤纶纱线，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
经纱为15D-300D阳离子改性涤纶纱线；
所述填充布的第一面料层的纬纱为15D-300D普通涤
纶纱线，
所述第二面料层为15D-300D阳离子改性涤纶纱线；
所述填充布采用表里换层结构
进行上机织造后，
经染色后整理，
所述填充布的纱线由于对分散染料的吸色深浅不同，
呈现
仿色织图案。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
上述制作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
整理织造；
整经车速控制为250米/分，
浆丝浆槽温度40摄氏 度，
浆车车速
200米/分钟，
采用16片综框上织造；
[0007] 步骤2，
染色后整理；
在85℃进行平幅退浆，
在120℃进行机缸炼布，
在190℃以40
米/分钟进行预定型，
洗涤，
在120℃进行染色并保温30分钟，
在185℃以45米/分钟进行定
型。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
步骤1中，
上机织造，
上机纬密控制在 120根/CM，
泵
体直径24MM ,喷水量控制在10～12MM ,织造车速控制在470 转/分钟，
张力控制在5000N。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
所述填充布的格纹类型为条宽相等的均匀双层双面
格纹、
条宽不等并规律变化的不均匀双层双面格纹、
条宽相等的均匀双层单面格纹、
条宽不
等并规律变化的不均匀双层单面格纹中的一种。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
所述填充布的经用密度为138根/CM，
纬用密度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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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CM。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
所述第一面料层的经纱为50D/72F低弹阳离子改性
涤纶，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经纱为50D/144F半光低弹涤纶；
所述第一面料层的纬纱为50D/72F
低弹阳离子改性涤纶，
所述第二面料层的纬纱为50D/144F半光低弹涤纶。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
所述第一面料层和第二面料层的单层经纱排列宽度
0 .2CM-50CM，
所述第一面料层和第二面料层的单层纬纱排列宽度0 .2CM-50CM。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采用双层双线双封闭
的表里换层方法，
佐以纱线排列纹织达到制作格子仿色织的效果，
采用表里换层结构，
辅以
普通涤纶和阳离子改性涤纶对分散染料的吸色深浅不同，
结合经、纬纱线中阳离子改性涤
纶和普通涤纶的排列顺序不同来制作视觉格纹，
在双层双封闭填充布的染色后整理中强化
吸色视觉美感。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实施例1的组织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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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创造性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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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实施例1
[0018] 一种仿色织双层双线格纹填充布的制作方法
[0019] 经用原料 第一面料层经纱50D/72F低弹阳离子
[0020] 第二面料层经纱50D/144F半光低弹涤纶
[0021]
纬用原料 第一面料层纬纱50D/72F低弹阳离子
[0022] 第二面料层纬纱50D/144F半光低弹涤纶
[0023] 经用密度(以双层计)138根/CM
[0024]
纬用密度(以双层计)120根/CM
[0025] 经纱排列 P区 上下层 100B(上层50B+下层50B)
[0026] Q区 上下层 50A+50B(上层50A+下层50B)
[0027]
(P+Q)顺序循环120次
[0028] 经纱排列 P区 上下层 100B(上层50B+下层50B)
[0029] Q区 上下层 50A+50B(上层50A+下层50B)
[0030]
(P+Q)顺序循环120次
[0031]
纬纱排列 X区 上下层 120B(上层60B+下层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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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区 上下层 60A+60B(上层60A+下层60B)
[0033]
(X+Y)顺序循环12次+16共(120+60+60)*12+16＝1456 根纬向循环。
[0034]
制作明细
[0035] 整理织造；
整经车速控制为250米/分，
浆丝浆槽温度40摄氏度，
浆车车速200米/分
钟，
采用16片综框上织造；
上机织造，
上机纬密控制在 120根/CM，
泵体直径24MM ,喷水量控
制在10～12MM ,织造车速控制在470 转/分钟，
张力控制在5000N。
[0036] 步骤2，
染色后整理；
在85℃进行平幅退浆，
在120℃进行机缸炼布，
在190℃以40
米/分钟进行预定型，
洗涤，
在120℃进行染色并保温30分钟，
在185℃以45米/分钟进行定
型。
[0037] 本实施例采用双线双封闭平纹双层组织织造，
具体组织结构图结合图 1。
[0038] 实施例1成品门幅151CM，
单层均衡格纹纬向格宽0 .65厘米，
经向格长0 .84厘米。
[0039] 通过上述具体实施例，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采用双层双线双封闭的表里
换层方法，
佐以纱线排列纹织达到制作格子仿色织的效果，
采用表里换层结构，
辅以普通涤
纶和阳离子改性涤纶对分散染料的吸色深浅不同，
结合经、纬纱线中阳离子改性涤纶和普
通涤纶的排列顺序不同来制作视觉格纹，
在双层双封闭填充布的染色后整理中强化吸色视
觉美感。
[0040]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
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
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
因此，
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
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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