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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

包括由针织面料拼接而成的服装本体，针织面料

包括由双面圆机一体编织的面层、里层以及用于

连接面层与里层的绑纱层，面层由面纱交织而

成，里层由底纱交织而成，绑纱层由绑纱交织而

成，面层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一纬平纹区和第一珠

地组织区，里层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二纬平纹区和

第二珠地组织区，第二珠地组织区由100D/36F的

涤纶纱以珠地组织交织而成。本发明在结构上实

现了纬平纹和珠地组织的优势互补，从结构上明

显提升面层、里层的保型性，针织面料又具有较

好的延展性、透气性，穿着体验很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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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包括由针织面料拼接而成的服装本体，所述针织面

料包括由双面圆机一体编织的面层、里层以及用于连接面层与里层的绑纱层，面层由面纱

交织而成，里层由底纱交织而成，绑纱层由绑纱交织而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层包括交替

排布的第一纬平纹区和第一珠地组织区，第一纬平纹区由40S/1的棉纱以纬平纹的编织方

式交织而成，第一珠地组织区由100D/36F的涤纶纱以珠地组织交织而成，绑纱为100D/36F

的涤纶纱，所述里层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二纬平纹区和第二珠地组织区，第二纬平纹区由

32S/1棉纱以纬平纹的编织方式交织而成，第二珠地组织区由100D/36F的涤纶纱以珠地组

织交织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纬平纹区

与所述第一珠地组织区的面积比为3:1，所述第二纬平纹区与所述第二珠地组织区的面积

比为3: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其特征在于：双面圆机以48路为

一个大循环，一个大循环分成四个中循环，每个中循环由12路组成，每个中循环分成四个小

循环，每个小循环由3路组成，第1路至第12路构成第一个中循环，第13路至第24路构成第二

个中循环，第25路至第36路构成第三个中循环，第37路至第48路构成第四个中循环，

在第一个中循环中：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另一路下针

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前三个

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第

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均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在第二个中循环中：前三个小循环，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

织，另一路下针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

纹组织，前三个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100D/

36F的涤纶纱；第四个小循环中，一路下针盘的针织以成圈和集圈方式交替编织面纱，上针

盘不编织，另一路上针盘的针织以成圈和集圈方式交替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再一路，

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第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均

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在第三个中循环中：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另一路下针

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前三个

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第

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均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在第四个中循环中：前三个小循环，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

织，另一路下针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

纹组织，前三个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100D/

36F的涤纶纱；第四个小循环中，一路下针盘的针织以集圈和成圈方式交替编织面纱，上针

盘不编织，另一路上针盘的针织以集圈和成圈方式交替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再一路，

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第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均

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699833 A

2



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属服装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针织面料是通过成圈、集圈和浮线形成的面料。成圈是针织的基本线圈，在纬编过

程中，在一个成圈机构中把一根纱线顺序垫放到各根织针上，各织针依次或同时成圈，在纬

向形成一个线圈横列，且这一横列中各线圈均与上一横列的相应线圈串套，就使横列与横

列之间相互连接，实现的是横向和直向的串套连接。集圈是将纬编机中的一个或前后对角

的两个压针三角推上一定高度，当机头带动三角运行时，织针上升到最高点，然后下降到闭

口阶段即不再下降，线圈关闭针舌后挂在针杆上，此时针勾勾住新垫放的纱线；当机头反向

运行编织下一横列时，针织在三角的作用下可上升到顶点，或下降到最低点，新纱线形成悬

弧退圈后与挂在针杆上的旧线圈合并在一起共同脱圈后形成集圈，线圈被拉长，形成透气

网眼，悬弧实现的是把临近线圈斜向的连接串套。浮线：在纬编时，某些织针经过一路或几

路时不参加编织后，再重新参加编织，这时旧线圈将跨越那些没有参加编织的纱线与新线

圈穿套，这些未成圈的纱线处于旧线圈背后形成了浮线，可以将纬向的横向延伸性减少，尺

寸稳定得到提高，但不能太长，否则易勾丝。

[0003] 针织运动服装，主要包括针织套头卫衣、针织拉链衫和针织长裤，既具有一定的保

暖性又具有良好的透气性，适合在春秋季节、气温大约在10-20℃的情况下穿着，深得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春秋针织运动套装主要采用如下方案来实现：

[0004] (1)第一代夹丝布、空气层：面层、里层皆是纬平纹，一般选用26S-40S的精梳棉，中

间绑纱层一般选用75D-150D的涤纶纱，形成了棉夹涤的结构，或一层选用26S-40S的精梳

棉，另一层选用50-100D涤纶纱，绑纱层选用75-150D的涤纶纱，形成棉涤夹涤的结构，优点

是至少有一面是棉，做面层棉质感档次高，做里层柔软亲肤，成本便宜、厚实、保暖性好、手

感挺括，目前应用最多；面、里层选用50-100D涤纶纱，绑纱层选用75-150D的涤纶纱，形成涤

夹涤结构，优点是面、里层都是涤纶材质，成本便宜、厚实、保暖性好、手感挺括、有型、不起

球，缺点是化纤感档次低，亲肤性不好，贴身穿着不舒服，目前应用较少。

[0005] 上述的这类面料，为实现手感挺括和厚实保暖性，面里层都是纬平纹，绑纱通过较

粗的涤纶纱采用双面罗纹组织连接起来面里层，面层自身、里层自身、绑纱层，都是由成圈

连接起来的，是在横向和直向连接，就如四边形一样，斜向易发生变形，再加上延展性差，恢

复性差，在穿着时易起拱、易变形，在洗涤时易变形，衣服穿着不持久。

[0006] (2)第二代夹丝布、空气层：

[0007] 第二代夹丝布、空气层面料通过改变绑纱和改变组织来提升面料的性能。

[0008] 改变绑纱：面里层可以是26-40S的精梳棉或50-100D涤纶纱，绑纱选用20-70D氨

纶，形成夹氨纶结构，氨纶通过双面罗纹的形式连接面里层，可以获得良好的弹性，在穿着

和洗涤时不变形、不起拱，但通过氨纶的强力收缩，结构非常紧密，绑纱层很薄，蓬松度不

够，不够丰厚，保暖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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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改变组织：由于集圈组织中最有代表的是珠地组织，是由成圈和集圈按一定规律

织造而成的凹凸组织，布面呈现网眼状，与针织纬平纹相比，手感更干爽挺括，穿着更有型，

同时更透气透湿，散热更好，穿着更凉爽，但手感粗糙，亲肤性不佳，因此只能面层由纬平纹

改成珠地组织，里层保持纬平纹，虽然能够改善第一代夹丝布、空气层易起拱、易变形的技

术难题，但面层手感太粗糙，起拱、变形的问题依然在。

[0010] 鉴于此，本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舒适性佳、保暖性和保型性好的针织运动服装。

[0012]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

[0013] 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包括由针织面料拼接而成的服装本体，所述针织

面料包括由双面圆机一体编织的面层、里层以及用于连接面层与里层的绑纱层，面层由面

纱交织而成，里层由底纱交织而成，绑纱层由绑纱交织而成，所述面层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一

纬平纹区和第一珠地组织区，第一纬平纹区由40S/1的棉纱以纬平纹的编织方式交织而成，

第一珠地组织区由100D/36F的涤纶纱以珠地组织交织而成，绑纱为100D/36F的涤纶纱，所

述里层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二纬平纹区和第二珠地组织区，第二纬平纹区由32S/1棉纱以纬

平纹的编织方式交织而成，第二珠地组织区由100D/36F的涤纶纱以珠地组织交织而成。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第一纬平纹区与所述第一珠地组织区的面积比

为3:1，所述第二纬平纹区与所述第二珠地组织区的面积比为3:1。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双面圆机以48路为一个大循环，一个大循环分成四

个中循环，每个中循环由12路组成，每个中循环分成四个小循环，每个小循环由3路组成，第

1路至第12路构成第一个中循环，第13路至第24路构成第二个中循环，第25路至第36路构成

第三个中循环，第37路至第48路构成第四个中循环，

[0016] 在第一个中循环中：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另一路

下针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前

三个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100D/36F的涤纶

纱，第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均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0017] 在第二个中循环中：前三个小循环，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

不编织，另一路下针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

+1罗纹组织，前三个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

100D/36F的涤纶纱；第四个小循环中，一路下针盘的针织以成圈和集圈方式交替编织面纱，

上针盘不编织，另一路上针盘的针织以成圈和集圈方式交替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再一

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第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

均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0018] 在第三个中循环中：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另一路

下针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前

三个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100D/36F的涤纶

纱，第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均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0019] 在第四个中循环中：前三个小循环，每个小循环中，一路上针盘编织底纱，下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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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编织，另一路下针盘编织面纱，上针盘编织，再一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

+1罗纹组织，前三个小循环中，面纱采用40S/1的棉纱，底纱采用32S/1的棉纱，绑纱采用

100D/36F的涤纶纱；第四个小循环中，一路下针盘的针织以集圈和成圈方式交替编织面纱，

上针盘不编织，另一路上针盘的针织以集圈和成圈方式交替编织底纱，下针盘不编织，再一

路，上针盘和下针盘交替编织绑纱形成1+1罗纹组织，第四个小循环中，面纱、底纱以及绑纱

均采用100D/36F的涤纶纱。

[0020]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结构上实现了纬平纹和珠地组织的优势互补，从结构

上明显提升面层、里层的保型性，在正面形成凹凸感存在却不明显的小珠地效果，正面手感

接近纬平纹的柔软细腻，在反面形成凹凸感几乎不存在的小珠地效果，使里层手感达到了

纬平纹的柔软细腻，贴身穿着很亲肤，改善了普通珠地凹凸感很明显、手感太粗糙的技术难

题，实现了纬平纹和珠地的优势互补；在材质上实现了棉和涤纶的优势互补，同时可以拥有

较厚的绑纱层，使面料非常丰厚，可以保留大量空气，具有良好的保暖性；同时手感柔软细

腻，贴身穿着很亲肤；同时针织面料又具有较好的延展性、透气性，穿着体验很舒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中针织面料的结构简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中第一个中循环的编织原理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中第二个中循环的编织原理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中第三个中循环的编织原理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中第四中循环的编织原理示意图。

[0027] 图中：

[0028] 面层10里层20

[0029] 绑纱层30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进行详细阐述。

[0031] 参照图1至图6，一种舒适有型的针织运动服装，包括由针织面料拼接而成的服装

本体，所述针织面料包括由双面圆机一体编织的面层10、里层20以及用于连接面层10与里

层20的绑纱层30，面层10由面纱交织而成，里层20由底纱交织而成，绑纱层30由绑纱交织而

成，所述面层10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一纬平纹区和第一珠地组织区，第一纬平纹区由40S/1的

棉纱以纬平纹的编织方式交织而成，第一珠地组织区由100D/36F的涤纶纱以珠地组织交织

而成，绑纱为100D/36F的涤纶纱，所述里层20包括交替排布的第二纬平纹区和第二珠地组

织区，第二纬平纹区由32S/1棉纱以纬平纹的编织方式交织而成，第二珠地组织区由100D/

36F的涤纶纱以珠地组织交织而成。

[0032] 本发明在材料的选择上，选用涤纶和棉纱，本发明的D，业界称为丹尼尔数，其系指

9000米丝的重量(单位为克)。本发明中的F，是指一根纱线中微细纤维的根数。

[0033] 涤纶挺括、有型，导热系数0.084W/(m·K)，比棉稍高，只有锦纶的三分之一，春秋

贴身穿无锦纶的冰凉感，蓬松度又很高，保留空气的能力较强，拥有和棉相媲美的保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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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手感粗糙，亲肤性不佳，做夹丝布、空气层，最适宜做绑纱层30。

[0034] 棉柔软亲肤性、吸湿无静电、棉质感档次高，导热系数0.071-0.073W/(m·K)，导热

系数比粘胶高，比涤纶低，春秋贴身穿很舒适，蓬松度很高，保留空气的能力较强，具有良好

的保暖性，做夹丝布、空气层的面层10、里层20都比较合适，但存在起皱不易消失，保型性

差，在穿着和洗涤时易起拱、易变形。

[0035] 因此，本发明选用的材质是棉和涤纶，难点是解决棉易变形的难题。

[0036] 本发明的面层10纱线选用JC40S/1，少部分是DTY  SD  100D/36F涤纶纱，里层20纱

线选用JC32S/1，少部分是DTY  SD  100D/36F涤纶纱，，绑纱选用DTY  SD  100D/36F涤纶纱，JC

表示精梳纯棉，DTY为拉伸变形丝，详细说明如下：

[0037] ①面、里层20用棉纤维，328棉花是国标规定的标准品级(第一个数字代表等级，后

两个数字表纤维长度)，等级为3级，纤维长度28mm，可以纺40-60S棉纱，本发明选用的棉花，

3级以上，纤维长度在28mm以上，纤维强度4-5cN/dtex，短纤率12％，纤维长度均匀，含杂率

2.5％，马克隆值3.7-4.2，棉花品质是国内细绒棉当中比较好的，可以使棉纱强力更高、表

面更光洁、色泽更好、条干更均匀、疵点更少、杂质较少，改善布面毛羽多、起毛起球的问题；

[0038] ②纺纱方式选用紧密赛络纺，形成的织物布面平整光滑，手感柔软，透气性好，极

致高档，进一步改善布面毛羽多、起毛起球问题；

[0039] ③面层10选用JC40S/1，纱线较细，使面层10手感更加柔软细腻，品质感更高，且又

有较好的挺括度，二者得到了很好的平衡，纱支再粗会使布面触感变差，品质感下降，纱支

再细会使面层10挺括度明显下降；

[0040] 里层20选用32S/1，纱线较粗使，使里层20在保证柔软亲肤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

提升挺括度，二者得到了很好的平衡，纱支再粗会使里层20亲肤性明显下降，穿着体验不舒

适，纱支再细，会使里层20的挺括度明显下降；

[0041] ④绑纱选用DTY  SD  100D/36F涤纶纱，该丹尼数比较合适，丹尼数再小，即大多使

用75D，也是最常用的绑纱规格，会使绑纱层30变薄，保留空气的能力大大下降，保暖性变

差，且纱线变细，不能很好的支撑面、里层20，挺括度也下降，丹尼数再大，即少数使用150D

的，会粗过面纱，使面层10不能很好的遮盖绑纱线圈；

[0042] 绑纱位于中间层，涤纶材质本身挺括有型，再加上纺纱方式为DTY，属于拉伸变形

纱，像弹簧般卷曲，丹尼数很高，F数很低，一方面纱线挺而硬，使面料挺括有型，另一方面纱

线较粗，使中间层比较厚，可保留大量空气，使面料厚实、保暖性好，其中SD表示半消光；

[0043] 综上所述，面层10的JC40S/1相当于133D，JC32S/1相等于166D，绑纱为100D，面里

层20纱线都比绑纱粗，可以很好的遮盖绑纱线圈，在面、里层20体现的都是棉的特性，而且

面层10棉纱较细有较好挺括度，里层20棉纱最粗有良好的挺括度，绑纱相对最细有最好的

挺括度，面层10受到绑纱层30、里层20的强力支撑，结构更稳定，比大部分夹丝布、空气层

面、里层20选用同等纱支、使用75D涤纶做为绑纱，具有更好的挺括度和保暖性。

[0044] (3)织造

[0045] 本发明的组织结构是空气层组织，面、里层20是细密珠地，详细说明如下：

[0046] 1、5、7、11、13、17、19、23、25、29、31、35、37、41、43、47路是反面线圈,即里层线圈

20；

[0047] 2、4、8、10、14、16、20、22、26、28、32、34、38、40、44、46路是正面线圈，即面层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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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48] 3、6、9、12、15、18、21、24、27、30、33、36、39、42、45、48路是1+1罗纹组织。

[0049] ①每3路组成1个小循环：首先，第3路编织第1个成圈系统，使用DTY  SD  100D/36F

涤纶纱编织一个1+1罗纹横列作为绑纱；其次，第2路编织第2个成圈系统，上针盘不编织，下

针盘编织，下针盘编织的是面层10，自身编织的正面线圈和已经形成的第3路1+1罗纹的正

面罗纹线圈串套在一起；其次，第1路编织第3个成圈系统，下针盘不编织，上针盘编织平针，

上针盘编织的是里层20，自身形成的反面线圈和已经形成的第3路1+1罗纹的反面罗纹线圈

串套在一起。

[0050] 通过三路的配合，形成了由面层10、中间层(即绑纱层30)、里层20组成的空气层组

织结构，绑纱挺而硬，能够更好的支撑面、里层20，使面料挺括有型，且比较粗，使中间层比

较厚，可保留大量空气，使面料比75D涤纶做为绑纱更加厚实、更加保暖。

[0051] ②每4个小循环12路组成一个中循环，4个中循环共48路组成一个完整的大循环：

[0052] 首先，一个中循环中的前3个小循环，面层10纱线使用JC40S/1，编织的是纬平纹，

相当于133D，比中间层绑纱100D要粗较多，可以很好的遮盖中间层绑纱100D形成的1+1罗纹

的正面罗纹线圈，在面层10体现的是JC40S/1的全棉特性。

[0053] 其次，一个中循环中的前3个小循环，里层20纱线使用JC32S/1，编织的是纬平纹，

相当于166D，比中间层绑纱100D要粗很多，可以很好的遮盖中间层绑纱100D形成的1+1罗纹

的反面罗纹线圈，在里层20体现的是JC32S/1的全棉特性。

[0054] 然后，一个中循环中的第4个小循环，面层10纱线使用的是100D，在第一个中循环

中，编织的是纬平纹，就是成圈(KKKKKKKK)；第二个中循环编织的是成圈+集圈(KTKTKTKT)，

K表示成圈，T表示集圈；第三个中循环编织的是纬平纹，就是成圈(KKKKKKKK)，第四个中循

环编织的是集圈+成圈(TKTKTKTK)，从而形成4模单珠地，确保面层10在成圈横向、直向连接

的基础上，新增集圈的斜向连接，使面层10由第一代夹丝布、空气层类似于四边形连接，变

成三角形连接，使面层10连接更稳定，在面层10上出现暗斜纹，从结构上明显改善第一代夹

丝布、空气层易起拱、易变形的技术难题，而且与中间层绑纱100D粗细一样，可以较好的遮

盖中间层绑纱100D形成的1+1罗纹的正面罗纹线圈，即使有一定漏出也没问题，这个部位用

纱一样，体现的是100D的涤纶特性，更重要的是，每16路正面线圈才有一个完整的4模单珠

地循环，珠地组织占比只有25％，其余12路是纬平纹，占比75％，排列是3路纬平纹+1路4模

单珠地组织，珠地组织被分散，珠地组织用纱100D涤纶纱比纬平纹用纱JC40S/1细很多，形

成凹凸感存在却不明显的小珠地效果，使面层10手感细腻柔软，改善了普通珠地凹凸感很

明显、手感太粗糙的技术难题。

[0055] 最后，一个中循环中的第四个小循环，里层20纱线使用的是100D，在第一个中循环

编织的是纬平纹，就是成圈(KKKKKKKK)，第二个中循环编织的是成圈+集圈(KTKTKTKT)，第

三个中循环编织的是纬平纹，就是成圈(KKKKKKKK)，第四个中循环编织的是集圈+成圈

(TKTKTKTK)，从而形成4模单珠地，确保里层20在成圈横向、直向连接的基础上，新增集圈的

斜向连接，使里层20由第一代夹丝布、空气层类似于四边形连接，变成三角形连接，使里层

20连接更稳定，在里层20上出现暗斜纹，从结构上明显改善第一代夹丝布、空气层易起拱、

易变形的技术难题，而且与中间层绑纱100D粗细一样，可以较好的遮盖中间层绑纱100D形

成的1+1罗纹的反面罗纹线圈，就是有一定漏出也没问题，这个部位用纱一样，体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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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D的涤纶特性，更重要的是，每16路反面线圈才有一个完整的4模单珠地循环，珠地组织

占比只有25％，其余12路是纬平纹，占比75％，排列是3路纬平纹+1路4模单珠地组织，珠地

组织被分散，珠地组织用纱100涤纶纱比纬平纹用纱JC32S细很多，形成凹凸感几乎不存在

的小珠地效果，使里层20手感细腻柔软，改善了普通珠地凹凸感很明显、手感太粗糙的技术

难题，贴身穿着很亲肤。

[0056] 总之，面层10、里层20各25％的编织路改成了珠地组织，实现了面、里层20三角连

接，从结构上明显提升面里层20的保型性，实现了纬平纹和珠地组织的优势互补，且面层

10、里层20各25％的材质改成了涤纶，纱线较粗，比棉纱更加挺而硬，进一步提升面、里层20

的保型性，面层10、里层20各75％棉材质的存在，使整体视觉、触感还都是棉材质，实现了涤

纶材质和棉材质的优势互补。

[0057] ③在织造时，面层10的JC40S/1占比(质量比)25％，面层10100D涤纶丝占比8.4％，

共占比33.4％，里层20的JC32S/1占比30％，里层20100D涤纶纱占比10％，共占比40％，中间

层100D涤纶纱占比26.6％，由面层10JC40S/1、里层20JC32S/1形成的纬平纹线圈，由面层

10100D、里层20100D涤纶纱形成的4模单珠线圈，中间层绑纱100D涤纶纱形成的1+1罗纹线

圈，从各个纱支的配比、到各个纱支线圈长度的设定，都是紧密设定，使面层10自身、里层20

自身、中间层与面、里层20实现了极致紧密相连，进一步提升面料的保型性。

[0058] (4)染整：

[0059] ①蚀毛：用生物酶对棉织物表面进行处理以达到提高布面光洁度，提高面料抗起

毛起球性能。

[0060] ②去油：为保证后续面料染色效果及成品面料手感，坯布需要经过两道工序去除

坯布上的油剂，先经过除油机除油，再落缸煮布除油。

[0061] ③预定：染色前，对坯布进行预定型，让布面充分回缩。

[0062] ④染涤：预定型结束后，进入染缸先用分散染料染涤纶。

[0063] ⑤中定：染涤结束立即进行中定型，来消除染色造成的折皱问题，并再回缩布面。

[0064] ⑥染棉：再使用活性染料染棉，3路棉+1路涤纶排列，棉涤的上色有差异，棉比较

暗，涤纶比较亮，经染色后形成了若隐若现的暗珠地效果。

[0065] ⑦成定：在染棉结束，使用低温定型，并添加弹力助剂。

[0066] 正常的是1次定型，本发明改成了三次，得到面料成品，使面料得到充分收缩，平整

光洁不失丰厚，保暖性好，极致紧密，挺括有型，手感柔软细腻，形成若隐若现的暗小珠地风

格并带暗斜纹，风格时尚新颖，成份55％棉45％聚酯纤维，克重为310g/m2，幅宽74英寸，纱

支JC40S/1  25％+

[0067] DTY100D/36F  45％+JC32S/1  30％。

[0068] 本发明具有如下特点：

[0069] (1)在结构上实现了纬平纹和珠地组织的优势互补：面、里层20各25％的编织路改

成了珠地组织，确保面、里层20在成圈横向、直向连接的基础上，新增集圈的斜向连接，从原

来的四边形连接变成三角形连接，使面、里层20连接更稳定，从结构上明显提升面、里层20

的保型性，而且排列是3路纬平纹+1路4模单珠地组织，珠地组织被分散，珠地组织用纱100D

涤纶纱比纬平纹面层10用纱JC40S/1(133D)细33D，在正面形成凹凸感存在却不明显的小珠

地效果，正面手感接近纬平纹的柔软细腻，比纬平纹里层20用纱JC32S/1(166D)细66D，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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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成凹凸感几乎不存在的小珠地效果，使里层20手感达到了纬平纹的柔软细腻，贴身穿

着很亲肤，改善了普通珠地凹凸感很明显、手感太粗糙的技术难题，实现了纬平纹和珠地的

优势互补。

[0070] (2)在材质上实现了棉和涤纶的优势互补：面层10、里层20各25％的材质改成了涤

纶，纱线较粗，比棉纱更加挺而硬，进一步提升面、里层20的保型性，面层10、里层20各75％

棉材质的存在，使整体视觉、触感还都是棉材质，实现了涤纶材质和棉材质的优势互补。

[0071] (3)在外观上，布面平整光洁，具有若隐若现的暗小珠地效果，带暗斜纹，肌理感新

颖时尚，比纬平纹更能满足90后个性化、时尚化的需求。

[0072] (4)卓越的保型性：面、里层20各25％的编织路改成了珠地组织，实现了三角形连

接，且是改成了涤纶材质，织造时紧密设置纱支占比、线圈长度，染整时分三次定型使面料

充分回缩，分别从结构上、材质上、密度上提升面料的保型性，使面料挺括有型，在穿着和洗

涤时不起拱、不变形。

[0073] (5)卓越的舒适性：拥有较厚的绑纱层30，使面料非常丰厚，可以保留大量空气，具

有良好的保暖性；同时手感柔软细腻，贴身穿着很亲肤；同时针织面料又具有较好的延展

性、透气性，穿着体验很舒适。

[0074] (6)科学合理的丰厚度：该面料克重为310g/m2，与春秋常用的针织卫衣布、加丝

布、空气层250-300g/m2的克重区间契合。

[0075] (7)超高的性价比：平均售价为300-400元，非常亲民。

[0076] 本发明中针织面料的检测数据如下：

[0077]

[0078] 本发明的产品形式并非限于本案图示和实施例，任何人对其进行类似思路的适当

变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发明的专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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