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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高密丝绒，包括基布和

绒毛；基布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绒毛是由绒

经纱经经割绒后形成，包括与基布相固结的绒根

和突出于基布的绒头；经纱以每二根为一组，共

两组为一经向单元；纬纱以六根纬纱为一纬向单

元；经纱包括第一经纱、第二经纱、第三经纱、第

四经纱；第一经纱、第三经纱与纬纱的交织规律

相同，为上下上下上下的交织规律；第二经纱、第

四经纱与纬纱的交织相同，为下上下上下上的交

织规律；每两根纬纱之间均具有一个绒头。本实

用新型所制备的高密丝绒与现有丝绒之相比不

具有横档疵点，使得丝绒面料提高了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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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密丝绒，其特征是，包括基布(TW)和绒毛(R)；所述的基布(TW)由经纱和纬纱

交织而成，所述的绒毛(R)是由绒经纱经割绒后形成，包括与基布相固结的绒根和突出于基

布的绒头；所述经纱以每二根为一组，共两组为一经向单元；所述纬纱以六根纬纱为一纬向

单元；所述的经纱包括第一经纱(T1)、第二经纱(T2)、第三经纱(T3)、第四经纱(T4)，第一经

纱(T1)、第三经纱(T3)与纬纱的交织规律相同，为上下上下上下的交织规律；所述第二经纱

(T2)、第四经纱(T4)与纬纱的交织相同，为下上下上下上的交织规律；每两根纬纱之间均具

有一个绒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密丝绒，其特征是，所述第一经纱(T1)和第三经纱(T3)之间

设置有三根绒经纱割绒后所形成的绒毛(R)。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密丝绒，其特征是，所述第二经纱(T2)和第四经纱(T4)之间

设置有另三根绒经纱割绒后所形成的绒毛(R)。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密丝绒，其特征是，绒经纱与六根纬纱分别以W固结后割绒

形成绒毛(R)，每两纬纱之间都能有绒头，且均匀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密丝绒，其特征是，所述的纬纱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纬纱

(W1)、第二纬纱(W2)、第三纬纱(W3)、第四纬经(W4)、第五纬纱(W5)、第六纬纱(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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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密丝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面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丝绒，特别是一种绒毛密集较难压

倒的高密丝绒。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丝绒高端典雅，深受人们喜爱，特别是用于服装的丝绒，既有丝绸的飘逸感，

又有绒毛特有的光泽肥亮感，更是令人爱不释手。最近比较流行一种“韩国绒”、“不倒绒”，

就是一种典型的服装丝绒品种，他轻盈、飘逸、浮光略影，久盛不衰。但也有美中不足，在组

织结构中，他是每二个筘齿为一个经向单元，每六纬为一个纬向单元，首尾相连织造而成，

而每一个筘齿中在六纬里又只有四个绒头，每二个筘齿是六纬里最基本的单元中共只有八

个绒头。按理论填满应该每一个筘齿中在六纬里可以有六个绒头，每二个筘齿六纬里最基

本的单元中可以有十二个绒头。因此他还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缺陷，有些细微的横档，他是

硬依靠纬密的增加来遮挡，在不断追求完美，在不断追求高品质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希望能

达到绒面无横档无瑕疵，生产出更高档的高密丝绒。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密丝绒，可以做到了每二个筘齿为一经向单元，

每六根纬为一个纬向单元中，每一筘齿每六纬有六个绒头，每二个筘齿每六纬中共有十二

个绒头，做到了每一筘齿每两根纬纱之间均有一个绒头存在，均匀分布，提高了绒毛的密集

程度，绝再无因工艺上而出现横档瑕疵的可能。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一种高密丝绒，包括基布和绒毛；所述的基布由经纱和纬纱

交织而成，所述的绒毛是由绒经纱经割绒后形成，包括与基布相固定的绒根和突出于基布

的绒头；所述经纱以每二根为一组，共两组为一经向单元；所述纬纱以六根纬纱为一纬向单

元；所述的经纱包括第一经纱、第二经纱、第三经纱、第四经纱；第一经纱、第三经纱与纬纱

的交织规律相同，为上下上下上下的交织规律；所述第二经纱、第四经纱与纬纱的交织相

同，为下上下上下上的交织规律；每两根纬纱之间均具有一个绒头。

[000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第一经纱和第三经纱之间设置有三根绒经纱割

绒后所形成的绒毛。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第二经纱和第四经纱之间设置有另三根绒经纱

割绒后所形成的绒毛。

[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绒经纱与六根纬纱分别以W固结后割绒形成绒毛，每

两根纬纱之间都能有绒头，且均匀分布。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纬纱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纬纱、第二纬纱、第

三纬纱、第四纬经、第五纬纱、第六纬纱。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一种高密丝绒，无论在第一筘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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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二筘齿内，都有一根绒经纱或从上层基布至下层基布，或从下层基布至上层基布，把上

层基布和下层基布连结起来，最后经割绒而形成绒头，细腻而精密，已无横档。本实用新型

所制备的高密丝绒与己有的“韩国绒”、“不倒绒”相比不具有横档疵点，使得本丝绒面料提

高了一个档次。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高密丝绒的剖视示意图；

[0012] 图2是高密丝绒第一经纱、第三经纱与纬纱、绒毛的交织规律示意图；

[0013] 图3是高密丝绒第二经纱、第四经纱与纬纱、绒毛的交织规律示意图；

[0014] 图4是第一筘齿内经纱与纬纱、绒经纱的交织规律组织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第二筘齿内经纱与纬纱、绒经纱的交织规律组织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标记说明如下：TW-基布；R-绒毛；T1-第一经纱；T2-第二经纱；T3-第三经纱；

T4-第四经纱；W1-第一纬纱；W2-第二纬纱；W3-第三纬纱；W4-第四纬纱；  W5-第五纬纱；W6-

第六纬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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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4-上层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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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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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下4-下层第四经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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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8] 结合图1至图3，对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高密丝绒进行说明。所涉及的高密丝绒包

括基布TW和绒毛R。绒毛R包括被基布TW固结的绒根和突出于基布的绒头组成。基布TW由经

纱和纬纱交织而成，经向以每二根经纱为一组，共二组即四根经纱为一经向单元，纬向以每

六根纬纱为一纬向单元。经纱包括第一经纱T1、第二经纱T2、第三经纱T3、第四经纱T4。纬纱

包括第一纬纱W1、第二纬纱W2、第三纬纱W3、第四纬经W4、第五纬纱W5、第六纬纱W6。在本实

施例所涉及的高密丝绒中经纱与纬纱的交织规律中，第一经纱T1、第三经纱T3  与纬纱的交

织规律相同，第二经纱T2、第四经纱T4与纬经的交织规律相同。第一经纱T1第三经纱T3与六

根纬纱是按照上下上下上下的交织规律进行循环织造，第二经纱T2第四经纱T4与六根纬纱

是按照下上下上下上的交织规律进行循环织造。绒组织是以绒经纱与六根纬纱分别以W固

结后，每两纬纱之间都能有绒头，且均匀分布。

[0019] 更进一步的，第一经纱T1与第三经纱T3中间排列着三根绒经纱，第二经纱T2和第

四经纱T4之间排列着三根绒经纱，使得每两根纬纱之间均具有一个绒头，且均匀分成。此种

结构的丝绒可以呈高密丝绒状态，并且第一经纱与第三经纱会因织造规律而会自动靠拢，

而将第一经纱和第三经纱之间的绒毛夹紧夹牢，而且还会将第二经纱、第四经纱中间排列

绒毛的绒根保护起来，同样的第二经纱、第四经纱因织造规律也会自动靠拢，将第二经纱、

第四经纱中间排列的绒经夹紧夹牢，而且也会对第一经纱、第三经纱中间排列的绒根保护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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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高密丝绒的生产工艺是由经纱、纬纱和绒经纱进行织造，再经

割绒染色后整理而成。

[0021] 所述经纱包括上层经纱和下层经纱，所述纬纱包括上层纬纱和下层纬纱；所述上

层经纱和上层纬纱经纬交织成上层基布，下层经纱和下层纬纱经纬交织成下层基布。而所

述的绒经纱先与上层基布中的上层纬纱进行三纬W固结织造，后再返至下层基布与下层纬

纱进行三纬W固结织造，然后再返至上层基布与上层纬纱三纬W织造，如此反复，不断的往返

织造，最后经割绒刀从上层基布与下层基布之间将绒经纱割断后形成上层丝绒坯布和下层

丝绒坯布。最后染色梳刷后整理而成本实施例的的高密丝绒。

[0022] 上层经纱包括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上层第三经纱T  上3、上层

第四经纱T上4；下层经纱包括下层第一经纱T下1、下层第二经纱  T下2、下层第三经纱T下3、

下层第四经纱T下4。上层纬纱包括上层第一纬纱W上1、上层第二纬纱W上2、上层第三纬纱W

上3、上层第四纬纱W上4、上层第五纬纱W上5、上层第六纬纱W上6；所述下层纬纱包括下层第

一纬纱  W下1、下层第二纬纱W下2、下层第三纬纱W下3、下层第四纬纱W下4、下层第五纬纱W

下5、下层第六纬纱W下6；所述绒经纱包括第一绒经纱R1、第二绒经纱R2、第三绒经纱R3、第

四绒经纱R4、第五绒经纱5、第六绒经纱  R6。

[0023] 具体的织造过程如下：

[0024] 第一步，整经：

[0025] 将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下层第一经纱T下1、上层第三经纱T上3、下层第三经纱T下

3、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下层第二经纱T下2、上层第四经纱T  上4、下层第四经纱T下4按顺序

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作为地经轴。

[0026] 将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绒经纱R5R第二绒经纱2、、第四绒经纱R4、第

六绒经纱R6按顺序排列整经在一个织轴上，作为绒经织轴。

[0027] 第二步、穿综插筘：

[0028] 将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下层第一经纱T下1、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  R3、第五绒

经纱R5、上层第三经纱T上3、下层第三经纱T下3，按顺序穿综并插入第一筘齿内。

[0029] 将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下层第二经纱T下2、第二绒经纱R2、第四绒经纱  R4、第六绒

经纱R6、上层第四经纱T上4、下层第四经纱T下4，按顺序穿综并插入第二筘齿内。

[0030] 按此顺序循环穿综插筘。

[0031] 第三步、提综打纬织造：

[0032] 采用双梭口剑杆织机进行织造。具体的引纬打纬步骤如下：

[0033] 第一梭：将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上层第四经纱T上4往上提，将下层第二经纱T下2、

下层第四经纱T下4往上提，将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绒经纱R5往上提，将第四绒经纱R4、第六

绒经纱R6往下沉，将第一绒经纱R1、第二绒经纱R2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一纬纱W上1、下层第

一纬纱W下1，打纬织造。

[0034] 第二梭：将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上层第三经纱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经纱T下1、

下层第三经纱T下3往上提，将第二绒经纱R2、第六绒经纱R6往上提，将第一绒经纱R1、第五

绒经纱R5往下沉，将第三绒经纱R3、第四绒经纱R4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二纬纱W上2、下层第

二纬纱W下2，打纬织造。

[0035] 第三梭：将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上层第四经纱T上4、往上提，将下层第二经纱T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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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第四经纱T下4往上提，将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  往上提，将第二绒经纱R2、第四

绒经纱R4往下沉，将第五绒经纱R5、第六绒经纱R6放中间，投入上层第三纬纱W上3、下层第

三纬纱W下3，打纬织造。

[0036] 第四梭：将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上层第三经纱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经纱T下1、

下层第三经纱T下3往上提，将第四绒经纱R4、第六绒经纱R6往上提，将第三绒经纱R3、第五

绒经纱R5往下沉，将第一绒经纱R1、第二绒经纱R2放中间，投入上层第四纬纱W上4、下层第

四纬纱W下4，打纬织造。

[0037] 第五梭：将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上层第四经纱T上4入上提，将下层第二经纱T下2、

下层第四经纱T下4往上提，将第一绒经纱R1、第五绒经纱R5往上提，将第二绒经纱R2、第六

绒经纱R6往下沉，将第三绒经纱R3、第四绒经纱R4放中间，引入上层第五纬纱W上5、下层第

五纬纱W下5，打纬织造。

[0038] 第六梭：将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上层第三经纱T上3往上提，将下层第一经纱T下1、

下层第三经纱T下3往上提，将第二绒经纱R2、第四绒经纱R4往上提，将第一绒经纱R1、第三

绒经纱R3往下沉，将第五绒经纱R5、第六绒经纱R6放中间，投入上层第六纬纱W上6、下层第

六纬纱W下6，打纬织造。

[0039] 按此顺序循环织造。

[0040] 第四步：割绒后整理

[0041] 用割绒刀在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中间将连接上层基布和下层基布的绒经纱割断，

形成上层丝绒坯布和下层丝绒坯布。

[0042] 最后经染色、梳刷形成本实用新型的高密丝绒，检验入库。

[0043] 在第一筘齿和第二筘齿内纱线的交织规律见附图4和5。

[0044] 由图4和图5中第一筘齿和第二筘齿内的纱线交织规律可以看出，无论在第一筘齿

或第二筘齿内，都一根绒经纱或从上层基布至下层基布，或从下层基布至上层基布，把上层

基布和下层基布连结起来，最后经割绒而形成绒头，细腻而精密，已无横档。

[0045] 以上层丝绒为例，上层第一纬纱W上1与上层第二纬纱W上2之间，第一筘齿内有一

第六绒经纱R6从下层基布返到上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第二筘齿內有一第五绒经纱R5

从上层基布返到下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上层第二纬纱W上2与上层第三纬纱W上3之

间，第一筘齿内有一第一R1绒经纱从下层基布返到上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第二筘齿

內有一第二R2绒经从上层基布返到下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上层第三纬纱W上3与上层

第四纬纱W上4之间，第一筘齿内有一第三绒经纱R3从上层基布返到下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

绒头，第二筘齿內有一第四绒经纱R4从下层基布返到上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上层第

四纬W上4纱与上层第五纬纱W上5之间，第一筘齿内有一第五绒经纱R5从下层基布返到上层

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第二筘齿內有一第六绒经纱R6从上层基布返到下层基布经割绒形

成的绒头。上层第五纬纱W上5与上层第六纬纱W上6之间，第一筘齿内有一第一绒经纱R1从

上层基布返到下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第二筘齿內有一第二绒经纱R2从下层基布返到

上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上层第六纬纱W上6与上层下一循环的第一纬纱W上1  之间，第

一筘齿内有一第三绒经纱R3从下层基布返到上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第二筘齿內有一

第四绒经纱R4从上层基布返到下层基布经割绒形成的绒头。下层丝绒也同样的每二纬之间

都有一个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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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而现有的“不倒绒”、“韩国绒”面料中，其中有二处二纬之间无绒头，极易起工艺横

档。本实用新型所制备的高密丝绒与之相比不再有横档疵点，使得丝绒面料提高了一个档

次。

[0047] 由于本实用新型的织造方法能使每二纬之间都可以有一个绒头，因此就可以使丝

绒真正能达到了高密。深受客户喜爱。

[0048]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的“不倒绒”、“韩国绒”每一筘齿里由二根绒经增加一根绒经

变成三根绒经,另一筘齿里同样的也由二根绒经增加一根绒经变成三根绒经,但第二筘齿

的绒经固结纬纱要比第一筘齿内的绒经固结纬纱要错后一纬,这样二个筘齿里的绒经都被

左右二根相邻的地经夹持着增加了W固结牢度,并且也同样的被另外二根地经保护着绒经

绒根,因此,虽然只是每筘齿里增加了一根绒经,但这种恰到好处的增加，能使每二根纬纱

之间都可以有一个绒头，并可以使丝绒真正能达到了高密。我们以上层丝绒为例,上层丝绒

的第一筘齿里的上层第一经纱T上1和上层第三经纱T上3与纬纱W为同上同下的交织运动,

而且T上1和T上3中间的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绒经纱  R5织造张力根据丝绒织

造常识其张力肯定比上层第一经纱T上1和上层第三经纱T上3小,因此,上层第一经纱T上1

和上层第三经纱T上3会相互靠拢,将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经纱纱R5夹持夹

紧。同样上层丝绒的第二筘齿里的上层第二经纱T上2和上层第四经纱T上4与纬纱W为同下

同上的交织运动,而且上层第二经纱T上2和上层第四经纱T上4中间的第二绒经纱  R2、第四

绒经纱R4、第六绒经纱R6织造张力根据丝绒织造常识其张力肯定比上层第二经纱T上2和上

层第四经纱T上4小,因此,上层第二经纱T上2和上层第四经纱T上4会相互靠拢,将第二绒经

纱R2、第四绒经纱R4、第六绒经纱R6  夹持夹紧,进一步的,由于上层第一经纱T上1、上层第

三经纱T上3和上层第二经纱T上2、上层第四经纱T上4之间分别为同上同下和同下同上之间

相差一纬的运动规律,而恰巧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经纱纱R5与第二绒经纱

R2、第四绒经纱R4、第六绒经纱R6与纬纱W固结也因此而相差一纬,这样,上层第一经纱T上

1、上层第三经纱T上3不但夹紧了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经纱纱R5,还保护了第

二绒经纱R2、第四绒经纱R4、第六绒经纱R6所形成的绒根减少与外界的接触而造成的摩损,

一样上层第二经纱T上  2、上层第四经纱T上4不但夹紧了第二绒经纱R2、第四绒经纱R4、第

六绒经纱R6,还保护了第一绒经纱R1、第三绒经纱R3、第五经纱纱R5绒根，减少与外界的接

触而造成的摩损,因此更是受到用户喜爰和欢迎。

[0049]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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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

域中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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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