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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

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经编衬衫面料及其生产技术

领域。其包括17～19％涤纶纱，13～75％棉纱，10

～20％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0～35％消光阳离

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纱，通过四梳的经编机进行

编织而成。本发明所得到的经编衬衫面料，通过

棉纱和异形截面的涤纶纱的合理配比，通过经编

组织的优点，使面料在具有吸湿排汗功能的同时

降低了特殊纱线的使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

具有轻薄、穿着舒适、颜色多样、手感滑爽、弹性

适中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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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其特征是按质量百分比计组分如下：17～19％涤纶

纱，13～75％棉纱，10～20％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0～35％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

纱。

2.权利要求1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在四梳的经编机上

进行编织；第一把梳栉穿涤纶纱，走经平组织；第二把梳栉穿棉纱或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

线，走衬纬组织；第三、第四把梳栉通过空穿配合，穿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纱线与

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线或不同颜色的棉纱，走经平组织形成不同的外观效应。

3.如权利要求2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四梳的经编

机具体为四梳的特里科经编机。

4.如权利要求2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二把梳栉

穿棉纱时，第三、第四把梳栉分别穿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纱线与消光异形截面涤

纶。

5.如权利要求2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二把梳栉

穿消光异形截面涤纶时，第三、第四把梳栉穿棉纱。

6.如权利要求3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面料单梳组

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GB1梳：1-0/1-2//，2穿；

GB2梳：1-1/0-0//，2穿；

GB3梳：1-2/1-0//，1穿，1空；

GB4:梳：3-4/1-0//，1空，1穿；

或

GB1梳：1-0/1-2//，2穿；

GB2梳：1-1/0-0//，2穿；

GB3梳：2-3/1-0//，1穿，1空；

GB4:梳：2-3/1-0//，1空，1穿。

7.如权利要求6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单梳组织

结构所用的组分及搭配比例为：

GB1梳：30D涤纶；

GB2梳：75D～150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

GB3梳：40s～60s棉纱；

GB4梳：40s～60s棉纱；

或

GB1梳：30D涤纶；

GB2梳：32s～60s棉纱；

GB3梳：50D～75D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

GB4梳：50D～75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

8.如权利要求2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具体步骤如下：

(1)选料：选择30D涤纶纱，32～60s棉纱，50D～150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和50D～75D消

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为原料进行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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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经：将棉纱和涤纶纱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脑拷贝整经机上按一定头份数进行

整经；

(3)织造：采用特里科经编机进行织造，经过织造后获得具有吸湿排汗性能的棉经编衬

衫面料毛坯布；所述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和GB4梳这四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组织

以及衬纬组织在工艺正面形成不同的衬衫花型，工艺正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4)后整理：

①视情况需要利用阳离子染料单染阳离子可染涤纶；

②定形：用定形机定形，烘箱温度为150～200℃，同时控制布匹要求宽度及克重；

③冷却；

④液氨整理；

(5)检测包装：经过检测包装后得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

9.如权利要求8所述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棉经编吸湿

排汗衬衫面料平方米克重为115～150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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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经编衬衫面料及其

生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建设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舒适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服装的

面料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个性化发展则对面料的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对衬衫面料既

要求简约大方的风格，又要求柔软轻薄、舒适透气好。常规的衬衫面料由于已难以满足形式

多样的消费者的需求。近年来，随着针织技术的快速发展，针织物的结构为衬衫面料的多样

化和舒适性提供了可能。

[0003] 机织面料弹性、延伸性差，穿着舒适性不及针织面料。纬编面料的尺寸稳定性差，

易脱散。且市场上常规的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多为合成纤维或采用双面结构制成，难以保证

穿着舒适性、轻薄性和透气性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该面料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得到的棉经编衬衫面料，通过棉纱和异形截面涤纶纱的合理配比，通过

经编组织的搭配，使面料达到吸湿排汗的效果和优良的身骨及花色效应。通过液氨后整理

后可获得爽滑的手感。所得的面料透气性、吸湿性、抗皱性好，面料轻薄，手感滑爽。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四梳的特里科经编机上，第一把梳栉穿细的普通涤纶纱线，

走经平组织，获得滑爽手感；第二把梳栉穿棉纱或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线，通过走衬纬组织

使棉纱或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在工艺方面靠近皮肤达到吸湿排汗的效果；后两把梳栉通过

空穿配合，穿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纱线与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线或不同颜色的棉

纱，走经平组织形成不同的外观效应；第二把梳栉穿棉纱时，第三、四把梳栉穿消光阳离子

可染异形截面涤纶纱线与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第二把梳栉穿消光异形截面涤纶时，第三、四

把梳栉穿棉色纱，通过梳栉相互间的穿纱配合及经编组织搭配，在工艺正面形成双色效应

同时达到吸湿排汗的效果。消光涤纶纱线防止面料透光；工艺正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08] 本发明的前一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其中，由下述质量

百分比的组分构成：17～19％涤纶纱，13～75％棉纱，10～20％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0～

35％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纱。

[0009] 上述的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其中，所述的面料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10] GB1梳：1-0/1-2//，2穿；

[0011] GB2梳：1-1/0-0//，2穿；

[0012] GB3梳：1-2/1-0//，1穿，1空；

[0013] GB4:梳：3-4/1-0//，1空，1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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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或

[0015] GB1梳：1-0/1-2//，2穿；

[0016] GB2梳：1-1/0-0//，2穿；

[0017] GB3梳：2-3/1-0//，1穿，1空；

[0018] GB4:梳：2-3/1-0//，1空，1穿；

[0019] 进一步的，上述的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其中，所述的单梳组织结构所用的组分

及搭配比例为：

[0020] GB1梳：30D涤纶FDY；

[0021] GB2梳：75D～150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DTY；

[0022] GB3梳：40s～60s蓝色棉纱；

[0023] GB4梳：40s～60s白色棉纱；

[0024] 或

[0025] GB1梳：30D涤纶FDY；

[0026] GB2梳：32s～60s本色棉纱；

[0027] GB3梳：50D～75D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DTY；

[0028] GB4梳：50D～75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DTY；

[0029] 本发明的后一技术方案是这样的：该棉经编仿吸湿排汗衬衫面料的制备工艺，包

括如下工艺步骤：

[0030] (1)选料：选择30D涤纶纱FDY，32～60s棉纱，50D～150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DTY，

50D～75D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DTY为原料；

[0031] (2)整经：将棉纱和涤纶纱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脑拷贝整经机上按一定头份数

进行整经；

[0032] (3)织造：采用特里科经编机进行织造，经过织造后获得具有吸湿排汗性能的棉经

编衬衫面料毛坯布；所述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GB4梳这四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

组织以及衬纬组织在工艺正面形成不同的衬衫花型，工艺正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33] (4)后整理：①视情况需要利用阳离子染料单染阳离子可染涤纶；②定形：用定形

机定形，烘箱温度为150～200℃，同时控制布匹要求宽度及克重；③冷却；④液氨整理；

[0034] (5)检测，包装。

[0035] 对经编机运动过程进行优化，通过调整机速，提高了机器的织造平稳性，调整机速

为800～1100r/min，过高机速会导致机器不稳定，纱线断头增加，过低会影响生产效率，这

个机速范围是实践中得出的。

[0036] 经编用棉纱需要定纺，纱支数在9.7tex～18.2tex，纱线的断裂强度、断裂伸长、弯

曲刚度以及毛羽量配置合理，同时注重涤纶的比例，并且价格适中，本发明中所用的棉纱

32s～60s均做这样的要求。

[0037] 对细纱机进行相应改造，改变加捻三角区的大小，使纱线更加集聚，从而减少棉纱

毛羽，提高纱线质量。

[0038] 棉纱做前处理，具体为，在常规整经的基础上，对棉纱加一个预热上液蜡工艺，使

毛羽贴伏，提高纱线的耐磨性及光洁度。预热上液蜡工艺是经纱在浆槽上液蜡之前，先进行

预热处理的上液蜡方法。预热处理是指在浆纱机的经轴架与浆槽之间加装一对预热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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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纱通过时受热，以提高后续浆槽中液蜡对经纱的浸润能力及均匀性，使液蜡膜完整、均

匀，并有助于贴伏毛羽，从而浆纱的断裂强力、耐磨能力乃至可织性得到提高，本发明中，经

纱用棉纱，采取这样的工艺；

[0039] 在整经机上应用匀张力整经技术，即在整经机上设置长弹簧补偿张力器，补偿经

编生产对纱线强力的要求。

[0040] 上述的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成品平方米克重为115～150g/m2。

[004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面料穿着轻薄舒适，具有优良的弹性和延伸性：由于经

编结构的线圈圈柱与圈弧之间在受纵向外力拉伸时可发生转移，故经编面料的延伸性优于

机织产品；由于经编结构线圈纵行之间通过延展线连接，不同于纬编结构的沉降弧连接，在

受横向外力拉伸时经编结构无纬编结构的沉降弧长度释放，故经编面料的尺寸稳定性优于

纬编产品；

[0042] 本发明面料舒适度和保形性佳、克重适中，利用涤棉纱线的合理配比，利用四把梳

栉穿的纱线走经平或衬纬组织在工艺正面形成不同的衬衫花型，面料柔软舒适，有身骨；使

面料兼具舒适性、美观性和保形性，通过纱线细度的选择，结合涤棉混纺的优势，以及组织

选择，布料可实现轻量化；通过减少特殊纱线的使用，可节约成本。

[0043] 本发明通过在特里科经编机上利用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穿纱变化，以及采用色纱或

阳离子涤纶纱，可获得不同风格和外观效应的适用于不同市场需求的高档经编时尚衬衫面

料。并实现不同品种、不同花型的舒适免烫经编衬衫面料的应用，实现多种纱线原料在经编

上的创新应用，对行业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0044] 本发明面料具有优异的吸湿排汗功能，通过棉纱和异形截面的涤纶纱的合理配

比，可以达到吸湿排汗的效果。对面料进行液氨后整理，可以使面料获得滑爽的手感。

附图说明

[0045]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4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GB1和GB3的组织示意图，也是实施例3中GB1的

组织示意图；

[0047] 图2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中GB2的组织示意图；

[0048] 图3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GB4的组织示意图；

[0049] 图4为本发明中实施例3中GB3和GB4的组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在说明书基础上，针对两种不同的选材方式，做出如下实施例1和实施例2。图1为

本发明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GB1和GB3的组织示意图，也是实施例3中GB1的组织示意图；图2

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中GB2的组织示意图；图3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和实

施例2中GB4的组织示意图；图4为本发明中实施例3中GB3和GB4的组织示意图。

[0051] 以下实施例中消光异形截面涤纶纱DTY和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DTY均购

自洪泽联合化纤有限公司。

[0052] 实施例1

[0053] 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所述面料中包含如下原料及质量百分比：A：10.4％的3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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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FDY，B：9.9％的75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DTY；C：13.3％的60s蓝色棉纱；D：58.4％的60s白

色棉纱。

[0054] 纺丝工艺流程：加入2％-3％消光剂、冷却切粒、干燥共混、纺丝组件过滤、异形纺

丝(采用所需的H型或四叶型的喷丝孔)、冷却上油、一辊二辊和卷绕成型，最终得到所需经

线。

[0055] 所述面料的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56] GB1梳：1-0/1-2//，12A；

[0057] GB2梳：1-1/0-0//，12B；

[0058] GB3梳：1-2/1-0//，(1C,1空)×3,(1D,1空)×3；

[0059] GB4梳：3-4/1-0//，(1空,1D)×6

[0060] 即GB1梳：30D涤纶FDY；GB2梳：75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DTY；GB3梳：60s蓝色棉纱和

60s白色棉纱；GB4梳：60s白色棉纱。

[0061] 上述的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其中，所述的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GB4

梳这四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或衬纬组织在工艺正面形成芝麻点及竖条纹，工艺正面作为

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62] 实施例2

[0063] 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所述面料中包含如下原料及质量百分比：A：18.4％的

30D涤纶FDY，B：9.9％的75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DTY；C：35.8％的60s蓝色棉纱；D：35.8％的

60s白色棉纱。

[0064] 纺丝工艺流程：加入2％-3％消光剂、冷却切粒、干燥共混、纺丝组件过滤、异形纺

丝(采用所需的H型或四叶型的喷丝孔)、冷却上油、一辊二辊和卷绕成型，最终得到所需经

线。

[0065] 所述面料的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66] GB1梳：1-0/1-2//，2A；

[0067] GB2梳：1-1/0-0//，2B；

[0068] GB3梳：1-2/1-0//，1C,1空；

[0069] GB4:梳：3-4/1-0//，1空,1D；

[0070] 即GB1梳：30D涤纶FDY；GB2梳：75D半光吸湿排汗异形截面涤纶DTY；GB3梳：60s棉蓝

色；GB4梳：60s棉白色。

[0071] 上述的舒适免烫棉经编衬衫面料，其中，所述的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GB4

梳这四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或衬纬组织在工艺正面形成芝麻点，类似机织牛津纺面料的

外观效应，工艺正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72] 实施例3

[0073] 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所述面料中包含如下原料及质量百分比：A：18.9％的

30D涤纶FDY，B：17.7％的40s本色棉纱；C：31.7％的75D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DTY；

D：31.7％的75D消光异形截面涤纶DTY。

[0074] 纺丝工艺流程：加入2％-3％消光剂、冷却切粒、干燥共混、纺丝组件过滤、异形纺

丝(采用所需的H型或四叶型的喷丝孔)、冷却上油、一辊二辊和卷绕成型，最终得到所需经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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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所述面料的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76] GB1梳：1-0/1-2//，2A；

[0077] GB2梳：1-1/0-0//，2B；

[0078] GB3梳：2-3/1-0//，1C,1空；

[0079] GB4:梳：2-3/1-0//，1空,1D；

[0080] 即GB1梳：30D涤纶FDY；GB2梳：40s棉纱；GB3梳：75D消光阳离子可染异形截面涤纶

DTY；GB4梳：75D消光吸湿排汗异形截面涤纶DTY。

[0081] 上述的棉经编吸湿排汗衬衫面料，其中，所述的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GB4

梳这四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或衬纬组织在工艺正面形成细竖条的外观效应，工艺正面作

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82] 上述各工艺参数中所给出的数据范围均为通过具体实践所得到的数据范围，均具

有一定之可行性。

[0083] 通过采用棉纱和异形截面的涤纶纱线，通过不同的经编组织，使面料达到吸湿排

汗的效果和优良的身骨及花色效应。通过液氨后整理后可获得爽滑的手感。所得的面料透

气性、吸湿性、抗皱性好，面料轻薄，手感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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