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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

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进

行坯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

床、后针床以及梳栉，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

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包括地梳梳栉GB1、地梳梳

栉GB2、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

GB6、地梳梳栉GB7和地梳梳栉GB8，贾卡梳栉JB1

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 .1和贾卡梳栉

JB1 .2，在编织时，地梳梳栉GB1仅在前针床织造

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

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底层，地梳梳栉

GB2、贾卡梳栉JB1.1、贾卡梳栉JB1.2、地梳梳栉

GB5、地梳梳栉GB6、地梳梳栉GB7均可在前针床和

后针床垫纱进行编织。采用本发明的制作的坯布

具有立体感佳、使用舒适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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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进行坯

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床、后针床以及配合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

工作的梳栉，其特征在于：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包括地梳梳栉

GB1、地梳梳栉GB2、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地梳梳栉GB7和地梳梳栉GB8，

贾卡梳栉JB1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1和贾卡梳栉JB1.2，在编织时，地梳梳栉GB1

仅在前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

布的底层，地梳梳栉GB2、贾卡梳栉JB1.1、贾卡梳栉JB1.2、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地梳

梳栉GB7均可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进行编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梳梳栉GB5、所述地梳梳栉GB6、所述贾卡梳栉JB1.1以及所述贾卡梳栉JB1.2在所述

前针床和所述后针床垫纱，所述地梳梳栉GB5、所述地梳梳栉GB6、所述地梳梳栉GB7和所述

地梳梳栉GB8在所述后针床编织形成所述底层，所述地梳梳栉GB1、所述地梳梳栉GB2、所述

地梳梳栉GB5以及所述地梳梳栉GB6在所述前针床垫纱形成面层，所述贾卡梳栉JB1.1和所

述贾卡梳栉JB1.2用于形成网孔、平布、提花。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梳梳栉GB5、所述地梳梳栉GB6、所述地梳梳栉GB7和所述地梳梳栉GB8在所述后针床

编织形成所述底层，地梳梳栉GB1在所述前针床配合所述贾卡梳栉JB1 .1和所述贾卡梳栉

JB1.2织造,当坯布需要透孔时,地梳梳栉GB1使用编链组织；当坯布无需透孔时,地梳梳栉

GB1使用经绒组织、经斜组织或重经组织，地梳梳栉GB2作为侧偏梳分别在所述前针床、所述

后针床上织造将所述面层和所述底层连接到一起,所述贾卡梳栉JB1 .1与所述贾卡梳栉

JB1.2在所述前针床和所述后针床编织网孔或、平布、提花。

4.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进行坯

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床、后针床以及配合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

工作的梳栉，其特征在于：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包括地梳梳栉

GB1、地梳梳栉GB2、地梳梳栉GB3、地梳梳栉GB4、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7和地梳梳栉GB8，

贾卡梳栉JB1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1和贾卡梳栉JB1.2，在编织时，地梳梳栉GB1

仅在前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

布的底层，所述地梳梳栉GB2、所述地梳梳栉GB3、地梳梳栉GB4、贾卡梳栉JB1.1、贾卡梳栉

JB1.2、地梳梳栉GB7均可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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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传统的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贾卡梳栉与单丝间隔层梳栉在前针床、后针床可

以分别垫纱成圈,贾卡梳栉形成网孔、平布或者“V”点提花,单丝间隔层梳栉应用连接线组

织将坯布正面(面层)、反面(底层)全部连接起来,面地梳梳栉配合贾卡梳栉在前针床织造

形成面布纹路,底地梳梳栉在后针床织造形成底布纹路,再应用脱圈板的开档形成一定的

厚度,这就是传统双针床单贾卡三明冶产品的织造方法。这种织造方法中,面地梳梳栉在面

针平面织造,底地梳梳栉在底针平面织造,然后通过贾卡梳栉或单丝间隔层梳栉进行连接

或增添“V”点,这样的产品在感观上被认定是平面结构,而不是立体结构，飞织鞋面产品能

畅销这些年,获得消费者喜爱,其最大特点还是立体感强烈。但是这种立体感需要添加热熔

丝(热熔胶)并利用热熔丝的熔融和冷却定型来实现产品纹路稳定性,实际上是牺牲了消费

者的舒适性。

[0003] 鉴于此，本案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提升接触舒适性和面料立体感的双针床经编机

单贾卡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进行

坯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床、后针床以及配合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

织工作的梳栉，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包括地梳梳栉GB1、地梳梳

栉GB2、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地梳梳栉GB7和地梳梳栉GB8，贾卡梳栉

JB1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1和贾卡梳栉JB1.2，在编织时，地梳梳栉GB1仅在前针

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底层，

地梳梳栉GB2、贾卡梳栉JB1.1、贾卡梳栉JB1.2、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地梳梳栉GB7均

可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进行编织。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地梳梳栉GB5、所述地梳梳栉GB6、所述贾卡梳栉

JB1.1以及所述贾卡梳栉JB1.2在所述前针床和所述后针床垫纱，所述地梳梳栉GB5、所述地

梳梳栉GB6、所述地梳梳栉GB7和所述地梳梳栉GB8在所述后针床编织形成所述底层，所述地

梳梳栉GB1、所述地梳梳栉GB2、所述地梳梳栉GB5以及所述地梳梳栉GB6在所述前针床垫纱

形成面层，所述贾卡梳栉JB1.1和所述贾卡梳栉JB1.2用于形成网孔、平布、提花。

[0008]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地梳梳栉GB5、所述地梳梳栉GB6、所述地梳梳

栉GB7和所述地梳梳栉GB8在所述后针床编织形成所述底层，地梳梳栉GB1在所述前针床配

合所述贾卡梳栉JB1.1和所述贾卡梳栉JB1.2织造,当坯布需要透孔时,地梳梳栉GB1使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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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组织；当坯布无需透孔时,地梳梳栉GB1使用经绒组织、经斜组织或重经组织，地梳梳栉

GB2作为侧偏梳分别在所述前针床、所述后针床上织造将所述面层和所述底层连接到一起,

所述贾卡梳栉JB1.1与所述贾卡梳栉JB1.2在所述前针床和所述后针床编织网孔或、平布、

提花。

[0009] 本发明还提出另一种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双针

床单贾卡经编机进行坯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床、后针床以及配合前

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工作的梳栉，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包括

地梳梳栉GB1、地梳梳栉GB2、地梳梳栉GB3、地梳梳栉GB4、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7和地梳

梳栉GB8，贾卡梳栉JB1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1和贾卡梳栉JB1.2，在编织时，地梳

梳栉GB1仅在前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针床织造用于形成

所述坯布的底层，所述地梳梳栉GB2、所述地梳梳栉GB3、地梳梳栉GB4、贾卡梳栉JB1.1、贾卡

梳栉JB1.2、地梳梳栉GB7均可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

[0010]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后，除地梳梳栉GB1、地梳梳栉GB8外，其余梳栉均可以在前针床

和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水平方向织造的,其形成的布层在织造张力的作用下,内收缩将坯

布的面层和底层紧密的连接到了一起，形成4个线圈层的坯布，具有立体感佳、使用舒适的

优点。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中梳栉的排布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梳栉的排布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中地梳梳栉GB1至地梳梳栉GB7在前针床垫纱的结构

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中地梳梳栉GB2至地梳梳栉GB8在后针床垫纱的结构

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中地梳梳栉GB2至地梳梳栉GB7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

纱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形成的一种产品的实物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

[0018] 参照图1至图6，本发明的一种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

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进行坯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床、后针床以及配

合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编织工作的梳栉，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

包括地梳梳栉GB1、地梳梳栉GB2、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地梳梳栉GB7和

地梳梳栉GB8，贾卡梳栉JB1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1和贾卡梳栉JB1.2，在编织时，

地梳梳栉GB1仅在前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针床织造用于

形成所述坯布的底层，地梳梳栉GB2、贾卡梳栉JB1.1、贾卡梳栉JB1.2、地梳梳栉GB5、地梳梳

栉GB6、地梳梳栉GB7均可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进行编织。

[0019] 在该种实施方式中，如图3所示，从右向左，地梳梳栉GB1至地梳梳栉GB7在前针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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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纱成圈,形成的单层坯布在前针床的针平面内；如图4所示，从右向左，地梳梳栉GB2至地

梳梳栉GB8在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的单层坯布在后针床的针平面内；如图5所示，从右向

左，地梳梳栉GB2至地梳梳栉GB7梳栉分别在前针床、后针床垫纱成圈,形成的双层坯布将前

针床、后针床的坯布紧密的连接到了一起。这样前针床选取梳栉做面布花纹,后针床选取梳

栉做底布花纹,其形成的坯布在针平面位置,而选取多把共用梳栉分别在前针床、后针床织

造,是水平方向织造的,其形成的坯布在织造张力的作用下,内收缩将正反两面坯布紧密的

连接到了一起，由于针平面织造与水平方向织造的坯布是两种间隔厚度,所以其产品实为4

个线圈层。单独在前针床、后针床织造(针平面织造) ,形成的线圈在织造张力的作用下,是

向外作用力；而分别在前针床、后针床织造(水平方向织造),是向内的作用力,这样选取梳

栉时而在前针床、后针床织造,时而又分别在前针床、后针床织造,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变

化、花宽变化、原料变化等,使产品凹凸有致,层次清晰。

[0020] 本发明的方法中，编机可编织的所有原材料.常用的原料为:35D-300D阳离子单

丝、有光或阳离子低弹；30D-280D锦纶单丝、半光、有光丝；30D-300D涤纶单丝、半光、有光或

低弹丝；以及氨纶、TPU、TPEE、并纱、单包、双包、空变、包芯、花式、段染、七彩、热熔、功能性

纱线等等。

[0021] 在第一种实施方式中，地梳梳栉GB1、地梳梳栉GB2和地梳梳栉GB7、地梳梳栉GB8分

别在前针床、后针床上织造,而与之组合的共用梳栉地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分别与地梳

梳栉GB1、地梳梳栉GB2和地梳梳栉GB7、地梳梳栉GB8形成在前针床、后针床的完整花型,地

梳梳栉GB5、地梳梳栉GB6既是前针床、后针床的花纹组织,又是前针床、后针床的连接线组

织,将前针床、后针床的花纹结构紧密的连接起来,使产品形成一个整体,在共用梳栉GB5、

GB6水平方向编织的作用下,前针床、后针床的脱圈板间距是可调整的,因此可以获得非常

立体的花纹结构,并与贾卡梳栉花纹完美的结合起来,形成非常独特的立体结构产品。

[0022] 本发明公开了其中一种产品的织造工艺，首先，进行织物组织设计，所述地梳梳栉

GB1的垫纱组织为：

[0023] 1-0-2-2/3-4-5-5/6-7-6-6/4-3-5-5/6-7-6-6/4-3-5-5/6-7-6-6/4-3-2-2/1-0-

2-2/3-4-3-3/1-0-2-2/3-4-3-3//；

[0024] 所述地梳梳栉GB2的垫纱组织为：

[0025] 6-7-6-6/4-3-2-2/1-0-2-2/3-4-3-3/1-0-2-2/3-4-3-3/1-0-2-2/3-4-5-5/6-7-

6-6/4-3-5-5/6-7-6-6/4-3-5-5//；

[0026] 所述贾卡梳栉JB1.1的垫纱组织为：1-0-1-1/1-2-1-1//；

[0027] 所述贾卡梳栉JB1.2的垫纱组织为：1-0-1-1/1-2-1-1//；

[0028] 所述地梳梳栉GB5的垫纱组织为：

[0029] 3-4-2-1/3-4-2-1/3-4-2-1/3-4-2-1/3-4-2-1/3-4-2-1/1-0-1-2/1-0-1-2/1-0-

1-2/1-0-1-2/1-0-1-2/1-0-1-2//；

[0030] 所述地梳梳栉GB6的垫纱组织为：

[0031] 1-0-2-3/1-0-2-3/1-0-2-3/1-0-2-3/1-0-2-3/1-0-2-3/3-4-3-2/3-4-3-2/3-4-

3-2/3-4-3-2/3-4-3-2/3-4-3-2//；

[0032] 所述地梳梳栉GB7的垫纱组织为：

[0033] 6-6-4-3/5-5-6-7/6-6-4-3/2-2-1-0/2-2-3-4/3-3-1-0/2-2-3-4/3-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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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5-6-7/6-6-4-3/5-5-6-7/；

[0034] 所述地梳梳栉GB8的垫纱组织为：

[0035] 2-2-3-4/3-3-1-0/2-2-3-4/5-5-6-7/6-6-4-3/5-5-6-7/6-6-4-3/5-5-6-7/6-6-

4-3/2-2-1-0/2-2-3-4/3-3-1-0//。

[0036] 其中各梳栉的穿纱方式为：GB1:1空1有4空；GB2:3空1有2空；

[0037] JB1.1:1有1空；JB1.2:1有1空；GB5:1空1有1空；GB6:1有2空GB7:1空1有4空；GB8:3

空1有2空。

[0038] 其次，对织造原料应用进行设计:GB1:DTY200D/96F涤纶半光白低弹轻网GB2:

DTY200D/96F涤纶半光白低弹轻网；JB1.1:FDY280D/72F锦纶半光；JB1.2:FDY280D/72F锦纶

半光；GB5:DTY200D/96F涤纶半光白低弹轻网；GB6:DTY200D/96F涤纶半光白低弹轻网；GB7:

DTY200D/96F涤纶半光白低弹轻网；GB8:DTY200D/96F涤纶半光白低弹轻网。DTY为拉伸变形

丝；FDY为全拉伸丝。

[0039] 各梳栉对应的整经条数为:GB1:82条/盘头×6个；GB2:82条/盘头×6个；JB1 .1:

246条/盘头×6个；JB1.2:246条/盘头×6个；GB5:164条/盘头×6个；GB6:164条/盘头×6

个；GB7:82条/盘头×6个；GB8:82条/盘头×6个。

[0040] 接着对其它重要的工艺参数进行设定：生产上机密度12.5眼/厘米；脱圈板开档2

毫米。

[0041] 然后，按照设定的参数在经编机上编织，编织好进行后处理。

[0042] 参照图2，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梳栉的排列顺序与第一种实施方式不同。

该实施方式中，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地梳配贾卡的织造方法，采用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进

行坯布的编织，该双针床单贾卡经编机设有前针床、后针床以及配合前针床和后针床进行

编织工作的梳栉，从所述前针床至所述后针床方向，所述梳栉依次包括地梳梳栉GB1、地梳

梳栉GB2、地梳梳栉GB3、地梳梳栉GB4、贾卡梳栉JB1、地梳梳栉GB7和地梳梳栉GB8，贾卡梳栉

JB1分成两个半机号的贾卡梳栉JB1.1和贾卡梳栉JB1.2，在编织时，地梳梳栉GB1仅在前针

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面层，地梳梳栉GB8仅在后针床织造用于形成所述坯布的底层，

所述地梳梳栉GB2、所述地梳梳栉GB3、地梳梳栉GB4、贾卡梳栉JB1.1、贾卡梳栉JB1.2、地梳

梳栉GB7均可在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

[0043]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提出了除地梳梳栉GB1、地梳梳栉GB8外，其余梳栉均可以在

前针床和后针床垫纱成圈大胆创想，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根据梳栉的运动需求对经编机

的结构进行相应的改动。

[0044] 本发明的产品形式并非限于本案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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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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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