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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

针织布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

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织布，由多个最小花型循环

组成，最小花型循环包括六个横路，第一横路的

第一和第四编织位为集圈单元，第二和第三编织

位为不编织单元；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的第一和

第二编织位为成圈单元，第三和第四编织位为不

编织单元；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的第一和第二编

织位为不编织单元，第三和第四编织位为成圈单

元；第四横路的第一和第四编织位为不编织单

元，第二和第三编织位为集圈单元。本实用新型

的针织布由莱赛尔、腈纶、丝光羊毛和蚕蛹蛋白

纤维混纺，保暖性好，可避免静电，真丝手感、光

泽自然、手感滑润、透湿性、透气性好，具有舒适

的穿着感，随型自由剪裁，剪裁后不需要锁边，边

缘纱线不会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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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织布，其特征在于，所述针织布由多个

最小花型循环组成，所述最小花型循环沿横向、纵向无限重复延伸，所述最小花型循环包括

六个横路，所述横路由线圈勾搭而成，每个所述横路包括第一编织位、第二编织位、第三编

制位和第四编织位，其中：

所述六个横路中第一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集圈单元，第二编

织位和第三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

所述六个横路中的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二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成

圈单元，第三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

所述六个横路中的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二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

编织单元，第三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成圈单元；

所述六个横路中的第四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第

二编织位和第三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集圈单元，

所述针织布包括面层、中间层和底层，所述底层与面层通过所述中间层相互连接，所述

底层的下表面设有抓毛层，

所述面层由第一纱线和第二纱线同时喂入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编织而成，所述底层由

第三纱线和第四纱线同时喂入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编织而成，所述中间层由第五纱线喂入

第一横路和第四横路编织而成，

所述第二纱线粘接固定于所述第一纱线表面，所述第二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所

述第四纱线粘接固定于第三纱线表面，所述第四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织布，其特征在

于，所述抓毛层的厚度为0.3‑0.6cm，所述抓毛层与底层的厚度比例为1:1.4‑～1:1.8。

3.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织布，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五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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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织布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

型裁针织布。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穿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对服

装面料来说是一种考验。而现有的保暖面料，功能单一，只具备保暖的功能，而且剪裁时纱

线容易从编织线圈中脱落，造成脱线，还需要对布料进行再次锁边操作，不能满足自由剪裁

的随型剪裁要求。

[0003] 针织面料因其柔软性舒适性俱佳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内衣、内裤及T恤等贴皮肤

穿着的服装，这类服装因人体汗液的排放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因而需要满足对抗菌针织面

料的需求。现有的针织面料贴身穿着不够保暖，亲肤性和舒适度较差，不具备抗菌的功能，

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

织布，所述抓毛布由多个最小花型循环组成，所述最小花型循环沿横向、纵向无限重复延

伸，所述最小花型循环包括六个横路，所述横路由线圈勾搭而成，每个所述横路包括第一编

织位、第二编织位、第三编制位和第四编织位，其中：

[0005] 所述六个横路中第一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集圈单元，第

二编织位和第三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

[0006] 所述六个横路中的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二编织位的结构单元

为成圈单元，第三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

[0007] 所述六个横路中的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二编织位的结构单元

为不编织单元，第三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成圈单元；

[0008] 所述六个横路中的第四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

元，第二编织位和第三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集圈单元。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抓毛布包括面层、中间层和底层，底层与面层通过中间层相互

连接，底层的下表面设有抓毛层。底层设有抓毛层，可以使抓毛布保暖效果更好。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面层由第一纱线和第二纱线同时喂入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编

织而成，所述底层由第三纱线和第四纱线同时喂入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编织而成，所述中

间层由第五纱线喂入第一横路和第四横路编织而成。使面料整体具有较好弹性，穿着更加

舒适，不紧绷，减少面料的束缚感。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抓毛层的厚度为0.3‑0.6cm，所述抓毛层与底层的厚度比例为

1:1.4‑～1:1.8。抓毛层的厚度为0.3～0.6cm，既可以保证较好的保暖亲肤性能，又能避免

抓毛层的绒毛因过长而起球、交织在一起。抓毛层与底层的厚度比为1:1.4‑～1:1.8，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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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底层编织结构的稳定，避免因抓毛力度过大而破坏底层的编织结构，从而保证面料整

体的结构稳定。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纱线粘接固定于第一纱线表面，第一纱线为50S/1  60％

莱赛尔30％腈纶10％羊毛混纺纱线，第二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第二纱线为30D可熔

性氨纶纱线，在175℃条件下，30D可熔性氨纶纱线处于熔融状态，第二纱线粘接在第一纱线

表面，50S/1  60％莱赛尔30％腈纶10％羊毛混纺纱线与30D可熔性氨纶纱线成为一体，增强

了50S/1  60％莱赛尔30％腈纶10％羊毛混纺纱线的弹性，同时可以避免剪裁后，纱线从线

圈中脱出，保证剪裁后纱线不脱落，可以进行自由随型剪裁。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纱线中的莱赛尔为A100兰精莱赛尔纤维，第一纱线中的

腈纶为美雅碧纤维，第一纱线中的羊毛为1/90NM丝光羊毛纤维。A100兰精莱赛尔纤维以可

再生的竹、木等捣碎后形成的浆粕为原料，溶剂回收率高达99.7％，不仅节能、环保，而且可

持续发展。使用A100兰精莱赛尔纤维制成的衣物不仅光泽自然、手感滑润、强度高、基本不

缩水，而且透湿性、透气性好。美雅碧纤维是新型腈纶纤维，其保温性能极佳，超细旦纤维，

具备良好的双抗功能。含有负离子，有效克制静电。1/90NM丝光羊毛纤维是羊毛经过纺织品

染整工艺当中的丝光工艺处理，主要特性是防缩水、可机洗、抗起球，避免了做内衣面料有

扎肤感。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四纱线粘接固定于第三纱线表面。在175℃条件下，第四纱

线处于熔融状态，第三纱线粘接在第四纱线表面，第四纱线与第三纱线成为一体。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三纱线为50S/1  40％腈纶40％莫代尔20％蚕蛹蛋白纤维混

纺纱线，第四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在175℃条件下，30D可熔性氨纶纱线处于熔融状

态，第四纱线粘接在第三纱线表面，50S/1  40％腈纶40％莫代尔20％蚕蛹蛋白纤维混纺纱

线与30D可熔性氨纶纱线成为一体，增强了50S/1  40％腈纶40％莫代尔20％蚕蛹蛋白纤维

混纺纱线的弹性，同时可以避免剪裁后，纱线从线圈中脱出，保证剪裁后纱线不脱落，可以

进行自由随型剪裁。蚕蛹蛋白纤维是利用高分子技术、化纤纺丝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将蚕

蛹蛋白与天然纤维素共混后，制成的新型生物质纤维。纤维成形时，蛋白质能富集在纤维的

表面，形成皮芯结构的蛋白质纤维。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五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在175℃条件下，第五纱线处

于熔融状态，将针织布的面层和底层粘接。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针织布以重量百分比计，包括以下：30％聚丙烯腈纤维、26％

莱赛尔纤维、25.5％粘纤和蚕蛹蛋白纤维、14％可熔性氨纶纤维、4.5％丝光羊毛纤维。本针

织布中的可熔性氨纶纤维，使本针织布具有高弹性，穿着舒适感更强。可熔性氨纶纤维粘接

在其他纱线上，避免剪裁时纱线脱出，便于对布料进行剪裁缝制。莱赛尔纤维、丝光羊毛纤

维和蚕蛹蛋白纤维，使本针织布亲肤性好，透气、吸湿性强，保暖性能好，触感柔滑、软糯，具

有抗菌效果，十分适合贴身穿着。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通过合理独特的编织结构，使面层光滑丝

软、纹路清晰，底层设有抓毛层，提高保暖性能。在使用时，剪裁后，布料边缘纱线不会脱出，

适合自由随型剪裁。制成的保暖内衣，具有高弹性、亲肤性好，触感柔滑、软糯，具有抗菌效

果，十分适合贴身穿着。本针织布弹性高、保暖性强、不缩水，不变形，透气性、透湿性好，方

便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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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

织布的三角配制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

织布的编织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

织布的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3] 参考图1至图3，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莱赛尔羊毛面蚕蛹蛋白底双层随型裁针织布，

采用34寸28G大圆机进行织造，由多个最小花型循环组成，最小花型循环沿横向、纵向无限

重复延伸，最小花型循环包括六个横路，每个所述横路包括第一编织位、第二编织位、第三

编制位和第四编织位，具体的：

[0024] 第一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集圈单元，第二编织位和第三

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

[0025] 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二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成圈单元，第三编

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

[0026] 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二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第三

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成圈单元；

[0027] 第四横路的第一编织位和第四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不编织单元，第二编织位和第

三编织位的结构单元为集圈单元。

[0028] 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喂入第一纱线5和第二纱线6，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喂入第三

纱线7和第四纱线8，第一横路和第四横路喂入第五纱线。

[0029] 针织布包括面层1、中间层2和底层3，底层3与面层1通过中间层2相互连接，底层3

的下表面设有抓毛层4。抓毛层4的厚度为0.3～0.6cm，抓毛层4与底层3的厚度比例为1:

1.4‑～1:1.8。

[0030] 面层1由第二横路和第五横路编织而成，底层3由第三横路和第六横路编织而成，

中间层2由第一横路和第四横路编织而成。

[0031] 第二纱线6粘接固定于第一纱线表面，第一纱线5为50S/1  60％莱赛尔30％腈纶

10％羊毛混纺纱线，第二纱线6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第一纱线5中的莱赛尔为A100兰精莱

赛尔纤维，第一纱线5中的腈纶为美雅碧纤维，第一纱线5中的羊毛为1/90NM丝光羊毛纤维。

第四纱线8粘接固定于第三纱线7表面。第三纱线7为50S/1  40％腈纶40％莫代尔20％蚕蛹

蛋白纤维混纺纱线，第四纱线8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第五纱线为30D可熔性氨纶纱线。针

织布以重量百分比计，包括以下：30％聚丙烯腈纤维、26％莱赛尔纤维、25.5％粘纤和蚕蛹

蛋白纤维、14％可熔性氨纶纤维、4.5％丝光羊毛纤维。

[0032] 本实用新型在织造时，选择50S/1  60％莱赛尔30％腈纶10％羊毛混纺纱线和30D

可熔性氨纶纱线作为面层1的纱线，选择50S/1  40％腈纶40％莫代尔20％蚕蛹蛋白纤维混

纺纱线和30D可熔性氨纶纱线作为底层3的纱线，选择30D可熔性氨纶纱线作为中间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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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编织结构编织成针织布后，在175℃下，对针织布进行高温处理，使针织布中的30D可

熔性氨纶纱线处于熔融状态，粘接在其他纱线上。处理后的针织布面料弹性好，可以自由随

型剪裁，剪裁后布料边缘的纱线不会脱出，便于缝制。然后对针织布进行抓毛处理，使底层3

下表面形成抓毛层4，抓毛层4与皮肤直接接触，能提高面料的保暖性能。

[0033]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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