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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

巾及其织造工艺，所述毛巾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

纬缎档的织造方式，将毛经和地经分别分为两

组，两组毛经和地经在径向按照每组12纬循环排

列；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将

第一组毛经和第一组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分别

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将第二组毛经

和第二组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交织成缎档组织；

形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与缎档组织相互交

替穿插的花型，在所述毛巾上形成至少三种高度

的立体花型。本发明至少能体现高毛圈、低毛圈

和缎档三种高度，缎档纬纱巧妙地镶嵌其中，不

仅提高了产品花纹的立体效果，而且使产品外观

更新颖、表现层次更加丰富，形成一种新型毛巾

产品。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9440267 B

2020.12.01

CN
 1
09
44
02
67
 B



1.一种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巾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

的织造方式，由毛经、地经、纬纱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交替

穿插的花型，在所述毛巾上形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所述的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包

括高毛圈花型、低毛圈花型、缎档花型；以及由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组

合而成的高毛圈围绕低毛圈花型、高毛圈围绕缎档花型、低毛圈围绕高毛圈花型、低毛圈围

绕缎档花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其特征在于：所述缎档组织包括缎纹

组织或提花组织；或者二者的结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毛圈组织、低

毛圈组织采用不同颜色的毛经分别来体现高低毛圈高度效果；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加双色翻

毛经来共同体现高低毛圈高度效果。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六纬高低毛的混

毛组织按6的倍数铺入，且铺入起始点选用整体循环的1/2处开始。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的织造工艺，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毛经和地经分别分为两组，两组毛经和地经在径向按照每组12纬循环排列；

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将第一组毛经和第一组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

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将第二组毛经和第二组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交织成

缎档组织；形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与缎档组织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在所述毛巾上形

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的织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巾的

织造过程中，将每一组织循环的第六纬长打纬时钢筘与织口的打纬间距比第三纬时的打纬

间距上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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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及其织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毛巾行业，传统缎档起毛产品一般是采用3纬毛3纬档或3纬毛6纬档的组合形

式，此种缎档起毛方式织出的产品为单纯的平面提花中间夹着缎档纬纱，立体层次感不够

强烈，纬纱颜色效果体现单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采用

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

交替穿插的花型，能体现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高低

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的织造工艺，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织造成能体现

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的毛巾。

[0005] 为解决上述第一个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所述毛巾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

式，由毛经、地经、纬纱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交替穿插的花

型，在所述毛巾上形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

[0007]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的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包括高毛圈花型、低毛圈

花型、缎档花型；以及由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组合而成的高毛圈围绕低

毛圈花型、高毛圈围绕缎档花型、低毛圈围绕高毛圈花型、低毛圈围绕缎档花型。

[0008]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缎档组织包括缎纹组织或提花组织；或者二者的

结合。

[0009]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的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采用不同颜色的毛经

分别来体现高低毛圈高度效果；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加双色翻毛经来共同体现高低毛圈高度

效果。

[0010]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的六纬高低毛的混毛组织铺入方式选用1/6号数

修图，混毛组织按6的倍数铺入，且铺入起始点选用整体循环的1/2处开始。

[0011] 常规高低毛混毛组织铺入方式由作图软件自动设置固定铺入点位置，使用本发明

的六纬高低毛的起毛方式，容易导致高毛混毛部分起毛不整齐、易出现抽毛等质量疵点。本

发明人经过大量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以及反复上机实验，创造性的选用1/6号数修图，混

毛组织按6的倍数铺入，且铺入起始点选用整体循环的1/2处开始，此最佳搭配起始点解决

了以上织造难题。

[0012] 为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13] 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的织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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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将毛经和地经分别分为两组，两组毛经和地经在径向按照每组12纬循环排列；

[0015] 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将第一组毛经和第一组地经与相对应的

纬纱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将第二组毛经和第二组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交

织成缎档组织；形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与缎档组织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在所述毛巾

上形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

[0016]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毛巾的织造过程中，将每一组织循环的第六纬长

打纬时钢筘与织口的打纬间距比第三纬时的打纬间距上调5～8％。

[0017] 使用本发明的六纬高低毛的起毛方式，容易导致低毛毛圈起毛不齐现象。本发明

人经过反复试验，织造过程中将第六纬长打纬时钢筘与织口的打纬间距比第三纬时的打纬

间距上调5-8％，从而解决了低毛毛圈起毛不齐现象。

[0018]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的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包括高毛圈花型、低毛圈

花型、缎档花型；以及由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组合而成的高毛圈围绕低

毛圈花型、高毛圈围绕缎档花型、低毛圈围绕高毛圈花型、低毛圈围绕缎档花型。

[0019]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缎档组织包括缎纹组织或提花组织；或者二者的

结合。

[0020]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的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采用不同颜色的毛经

分别来体现高低毛圈高度效果；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加双色翻毛经来共同体现高低毛圈高度

效果。

[0021] 作为改进的一种技术方案，所述的六纬高低毛的混毛组织铺入方式选用1/6号数

修图，混毛组织按6的倍数铺入，且铺入起始点选用整体循环的1/2处开始。

[0022]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的高低毛隐纬缎档组织毛巾，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由

毛经、地经、纬纱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在

所述毛巾上形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打破了传统缎档起毛只有一种毛圈高度的组织

结构，以及传统的高低毛产品只能体现高低毛两种毛圈高度的结构，本发明至少能体现高

毛圈、低毛圈和缎档三种高度，缎档纬纱巧妙地镶嵌其中，且缎档可以采用不同的底纹组

织，不同特性的纱线，不仅提高了产品花纹的立体效果，而且使产品外观更新颖、表现层次

更加丰富，形成一种新型毛巾产品。

[0024] 本发明毛巾的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可以采用不同颜色的毛经分别来体现高低

毛圈高度效果；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加双色翻毛经来共同体现高低毛圈高度效果，以及采用

不同纱线、不同底纹来体现缎档效果，使得本发明的毛巾产品仅需要变换不同花型的颜色

就能得到款式新颖、样色靓丽和立体感更强的毛巾产品。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上机组织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实物效果图。

[0028] 图1中，A为缎档部分的地经组织交织点；B为缎档部分的毛经组织交织点，C为高低

毛部分的地经组织交织点；D为高低毛部分的毛经组织交织点；其中▲代表引纬缎档处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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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点；×代表起毛部分经组织点；□代表纬组织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范围。

[0030] 如图1和图2共同所示，本发明通过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由毛经、地

经、纬纱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交替穿插的花型，在所述毛巾

上形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

[0031] 实施例1

[0032] 纱线选择：起毛毛经：20s/2棉纱

[0033] 起毛地经：24s/2棉纱

[0034] 缎档毛经：20s/2棉纱

[0035] 缎档地经：24s/2棉纱

[0036] 起毛纬纱：16s/1棉纱

[0037] 缎档纬纱：20s/2棉纱

[0038] 织机选择：G6200织机

[0039] 毛巾织造：

[0040] 采用附图1的上机组织图，将起毛毛经、起毛地经和缎档毛经、缎档地经在径向按

照每组12纬循环排列；混毛组织按6的倍数铺入，且铺入起始点选用整体循环的1/2处开始。

[0041] 采用六纬高低毛夹六纬缎档的织造方式，将起毛毛经、起毛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

分别交织成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将缎档毛经、缎档地经与相对应的纬纱交织成缎档组

织；形成由高毛圈组织、低毛圈组织和缎档组织相互组合而成的高毛圈围绕低毛圈花型、高

毛圈围绕缎档花型、低毛圈围绕高毛圈花型、低毛圈围绕缎档花型中的至少三种，在毛巾上

形成至少三种高度的立体花型。

[0042] 在毛巾的织造过程中，将每一组织循环的第六纬长打纬时钢筘与织口的打纬间距

比第三纬时的打纬间距上调6％。

[0043] 后处理：

[0044] 将织造后的毛巾半成品采用溢流机退浆加软、气流烘干，得到的毛巾产品手感更

柔软、蓬松、外观更平整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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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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