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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

织造方法，所述织造方法用于织造三色提花织

物，包括A色花纹区、B色花纹区、C色底网区、花纹

轮廓区和弹性区，具体编织方法为：（1）定义贾卡

梳栉在不偏移状态下的基本横移信息；（2）A色花

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

（3）B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

组织组成；（4）C色底网区由贾卡网孔组织和底梳

组织组成网孔结构；（5）花纹轮廓区是A色花纹区

外轮廓或B色花纹区外轮廓的组织，用两把贾卡

梳形成花纹轮廓组织；（6）弹性区由底梳组织组

成，使用1把底梳编织弹性区组织。本发明能够实

现质地细腻薄透的三色装饰性提花图案织物的

生产，并且具备透气、防脱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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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在高机号RSJ系统经编机上生产，RSJ经编

机包括两把做同向垫纱运动的半机号贾卡梳栉，组成1把满机号梳栉，机器梳栉从机前到机

后依次排列为贾卡梳栉JB1.1、JB1 .2、2把成圈梳栉GB2、GB3和1把衬纬梳栉GB4，贾卡梳栉

JB1.1在奇数纵行进行编织，JB1.2在偶数纵行进行编织，贾卡梳栉JB1.1、JB1.2为两把半机

号贾卡梳栉组成一把满机号编织，成圈梳栉GB2、GB3为满机号编织，衬纬梳栉GB4为满机号

编织；其特征是：所述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用于织造三色提花织物，包括A色

花纹区、B色花纹区、C色底网区、花纹轮廓区和弹性区，具体编织方法为：

（1）定义贾卡梳栉在不偏移状态下的基本横移信息，具体垫纱组织和提花针的对应动

作信息为：梳栉JB1.1：1-0/1-2//（HH/HH//），穿A色纱线；梳栉JB1.2：1-0/1-2//（HH/HH//），

穿B色纱线；成圈梳栉GB2、GB3穿C色纱线，弹性梳GB4穿氨纶纱线；

（2）A色花纹区的编织：A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贾卡花纹

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2-3//（HH/TT//），JB1.2：1-0/0-1//（TT/HH//），贾

卡花纹补针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2-3//（HH/TT//），JB1.2：1-0/1-2//

（HH/HH//）；

（3）B色花纹区的编织：B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贾卡花纹

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0-1//（TT/HH//），JB1.2：1-0/2-3//（HH/TT//），贾

卡花纹补针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1-2//（HH/HH//），JB1.2：1-0/2-3//

（HH/TT//）；

（4）C色底网区的编织：C色底网区由贾卡网孔组织和底梳组织组成网孔结构；

（5）花纹轮廓区的编织：花纹轮廓区是A色花纹区外轮廓或B色花纹区外轮廓使用的组

织，用两把贾卡梳形成花纹轮廓组织，A色花纹轮廓组织的垫纱数码为：JB1.1：1-0/1-2//

（HH/HH//），JB1.2：1-0/0-1//（TT/HH//），B色花纹轮廓组织的垫纱数码为：JB1.1：1-0/0-

1//（TT/HH//），JB1.2：1-0/1-2//（HH/HH//）；

（6）弹性区的编织：由底梳组织组成，使用1把底梳编织弹性区组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4）中，

贾卡网孔组织由贾卡编链组织形成，贾卡编链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0-

1//（TT/HH//），JB1.2：1-0/0-1//（TT/HH//）；用两把成圈梳栉GB2、GB3做底梳组织，垫纱数

码为：GB2：2-3/2-1/1-2/1-0/1-2/2-1//，GB3：1-0/1-2/2-1/2-3/2-1/1-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4）中

贾卡网孔组织由贾卡编链组织形成，两把成圈梳栉GB2、GB3做密实组织形成底梳组织，垫纱

数码为：GB2：1-0/0-1//，GB3：0-0/2-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6）中

垫纱数码为：GB4：1-1/0-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梳栉JB1.1

中穿20D锦纶半光长丝，JB1.2中穿20D涤纶半光长丝，GB2和GB3中穿20D锦纶半光长丝，GB4

中穿70D氨纶，梳栉穿纱方式均为满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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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经编针织物编织方法，尤其是一种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

方法，属于纺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RSJ经编贾卡提花织物是指在高机号RSJ系列贾卡拉舍尔经编机上生产的弹性或

非弹性、底网紧密或网眼状的、具有立体或平面贾卡提花的织物，该织物在女性内衣、泳衣、

塑身衣、运动服以及休闲服等领域已有广泛应用。RSJ系列机型机速高、生产率高，生产织物

精致细腻、品质优异、手感滑爽。经编纵向线圈组织结构稳定、不易脱丝，贾卡梳的应用使

RSJ织物既可生产具有丰富花型和网孔效应的装饰织物，又可以生产不同功能区的定位结

构织物。已有织造方法主要用于生产单色织物，目前仅有常规双色织物，实现方法主要是通

过底梳分段穿经实现规律的直条区域的局部双色效果。

[0003] RSJ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是区别于单色织物以及常规双色织物的的特殊三色提

花织物，其对编织原理、组织结构定义以及原料使用均有特殊的要求，常规织物生产所使用

的工艺及原料方式，均不能满足此类用途织物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

织造方法，能够实现质地细腻薄透的三色装饰性提花图案织物的生产，并且具备透气、防脱

散的功能。

[0005]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一种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在高机号

RSJ系统经编机上生产，RSJ经编机包括两把做同向垫纱运动的半机号贾卡梳栉，组成1把满

机号梳栉，机器梳栉从机前到机后依次排列为贾卡梳栉JB1.1、JB1.2、2把成圈梳栉GB2、GB3

和1把衬纬梳栉GB4，贾卡梳栉JB1.1在奇数纵行进行编织，JB1.2在偶数纵行进行编织，贾卡

梳栉JB1.1、JB1.2为两把半机号贾卡梳栉组成一把满机号编织，成圈梳栉GB2、GB3为满机号

编织，衬纬梳栉GB4为满机号编织；其特征是：所述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用于

织造三色提花织物，包括A色花纹区、B色花纹区、C色底网区、花纹轮廓区和弹性区，具体编

织方法为：

[0006] （1）定义贾卡梳栉在不偏移状态下的基本横移信息，具体垫纱组织和提花针的对

应动作信息为：梳栉JB1.1：1-0/1-2//（HH/HH//），穿A色纱线；梳栉JB1.2：1-0/1-2//（HH/

HH//），穿B色纱线；成圈梳栉GB2、GB3穿C色纱线，弹性梳GB4穿氨纶纱线；

[0007] （2）A色花纹区的编织：A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贾卡

花纹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 .1：1-0/2-3//（HH/TT//），JB1 .2：1-0/0-1//（TT/

HH//），贾卡花纹补针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2-3//（HH/TT//），JB1.2：1-

0/1-2//（HH/HH//）；

[0008] （3）B色花纹区的编织：B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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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 .1：1-0/0-1//（TT/HH//），JB1 .2：1-0/2-3//（HH/

TT//），贾卡花纹补针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1-2//（HH/HH//），JB1.2：1-

0/2-3//（HH/TT//）；

[0009] （4）C色底网区的编织：C色底网区由贾卡网孔组织和底梳组织组成网孔结构；

[0010] （5）花纹轮廓区的编织：花纹轮廓区是A色花纹区外轮廓或B色花纹区外轮廓使用

的组织，用两把贾卡梳形成花纹轮廓组织，A色花纹轮廓组织的垫纱数码为：JB1.1：1-0/1-

2//（HH/HH//），JB1.2：1-0/0-1//（TT/HH//），B色花纹轮廓组织的垫纱数码为：JB1.1：1-0/

0-1//（TT/HH//），JB1.2：1-0/1-2//（HH/HH//）；

[0011] （6）弹性区的编织：由底梳组织组成，使用1把底梳编织弹性区组织。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贾卡网孔组织由贾卡编链组织形成，贾卡编链组织垫

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0-1//（TTHH//），JB1.2：1-0/0-1//（TT/HH//）；用两把成

圈梳栉GB2、GB3做底梳梳组织的垫纱数码为：GB2：2-3/2-1/1-2/1-0/1-2/2-1//，GB3：1-0/

1-2/2-1/2-3/2-1/1-2//。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贾卡网孔组织由贾卡编链组织形成，两把成圈梳栉GB2、

GB3做密实组织形成底梳组织，垫纱数码为：GB2：1-0/0-1//，GB3：0-0/2-2//。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6）中垫纱数码为：GB4：1-1/0-0//。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梳栉JB1 .1中穿20D锦纶半光长丝，JB1 .2中穿20D涤纶半光长丝，

GB2和GB3中穿20D锦纶半光长丝，GB4中穿70D氨纶，梳栉穿纱方式均为满穿。

[0016] 本发明所述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能够实现质地细腻薄透的三色装

饰性提花图案织物的生产，并且具备透气、防脱散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所使用RSJ经编机成圈梳栉的侧面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所述RSJ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平面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A色花纹区组织的梳栉垫纱运动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B色花纹区组织的梳栉垫纱运动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C色底网区组织的梳栉垫纱运动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花纹轮廓区d的组织梳栉垫纱运动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在高机号RSJ系统经

编机上生产，RSJ经编机包括两把做同向垫纱运动的半机号贾卡梳栉，组成1把满机号梳栉，

机器梳栉从机前到机后依次排列为贾卡梳栉JB1.1、JB1.2、2把成圈梳栉GB2、GB3和1把衬纬

梳栉GB4，贾卡梳栉JB1.1在奇数纵行进行编织，JB1.2在偶数纵行进行编织，JB1.1和JB1.2

贾卡梳栉的控制信息使用不偏移H和偏移T表示，贾卡梳栉JB1.1、JB1.2为两把半机号贾卡

梳栉组成一把满机号编织，成圈梳栉GB2、GB3为满机号编织，衬纬梳栉GB4为满机号编织；

[0025] 本发明所述经编贾卡三色提花织物的织造方法用于织造三色提花织物，包括A色

花纹区、B色花纹区、C色底网区、花纹轮廓区和弹性区。具体编织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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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1）定义贾卡梳栉在不偏移H状态下的基本横移信息，具体垫纱组织和提花针的对

应动作信息为：梳栉JB1.1：1-0/1-2//（HH/HH//），穿A色纱线；梳栉JB1.2：1-0/1-2//（HH/

HH//），穿B色纱线；成圈梳栉GB2、GB3穿C色纱线，弹性梳GB4穿氨纶纱线；

[0027] （2）A色花纹区的编织：A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贾卡

花纹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 .1：1-0/2-3//（HH/TT//），JB1 .2：1-0/0-1//（TT/

HH//），贾卡花纹补针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2-3//（HH/TT//），JB1.2：1-

0/1-2//（HH/HH//）；

[0028] （3）B色花纹区的编织：B色花纹区由贾卡花纹组织和贾卡花纹补针组织组成，贾卡

花纹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 .1：1-0/0-1//（TT/HH//），JB1 .2：1-0/2-3//（HH/

TT//），贾卡花纹补针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信息为：JB1.1：1-0/1-2//（HH/HH//），JB1.2：1-

0/2-3//（HH/TT//）；

[0029] （4）C色底网区的编织：C色底网区由贾卡网孔组织和底梳组织组成，主要采用两种

方式：

[0030] 第一种方式，贾卡网孔组织由贾卡编链组织形成，贾卡编链组织垫纱数码和偏移

信息为：JB1.1：1-0/0-1//（TTHH//），JB1.2：1-0/0-1//（TT/HH//）；用两把成圈梳栉GB2、GB3

做底梳梳组织的垫纱数码为：GB2：2-3/2-1/1-2/1-0/1-2/2-1//，GB3：1-0/1-2/2-1/2-3/2-

1/1-2//；

[0031] 第二种方式，贾卡网孔组织由贾卡编链组织形成，两把成圈梳栉GB2、GB3做密实组

织形成底梳组织，垫纱数码为：GB2：1-0/0-1//，GB3：0-0/2-2//；

[0032] C色底网区的网孔组织结构可根据需要灵活制定规律的组织结构；

[0033] （5）花纹轮廓区d的编织：花纹轮廓区d是A色花纹区外轮廓或B色花纹区外轮廓使

用的组织，用两把贾卡梳形成花纹轮廓组织，A色花纹轮廓组织的垫纱数码为：JB1.1：1-0/

1-2//（HH/HH//），JB1.2：1-0/0-1//（TT/HH//），B色花纹轮廓组织的垫纱数码为：JB1.1：1-

0/0-1//（TT/HH//），JB1.2：1-0/1-2//（HH/HH//）；

[0034] （6）弹性区的编织：由底梳组织组成，使用1把底梳编织弹性区组织，垫纱数码为：

GB4：1-1/0-0//，弹性区组织结构可根据织物弹性需要灵活制定规律的组织结构。

[0035] 实施例1：一种RSJ经编贾卡双色提花织物在机号为E28（每英寸28针）的RSJ系列贾

卡拉舍尔经编机上生产，机型为RSJ4/1，共有4把梳栉；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生产过程中

使用4把梳栉，从机前到机后梳栉的排列顺序依次为2把半机号贾卡梳栉JB1.1、JB1.2组成1

把满机号梳栉，三把成圈型底梳梳栉GB2、GB3、GB4；RSJ经编机针床上的织针在机前位置自

机头方向到机尾方向对相邻织针的针隙进行编号，织针针隙依次编号为0、1、2、3……，在本

发明实施例中采用该编号表示导纱针垫纱运动轨迹；

[0036] 具体编织过程为：

[0037] 选定原料：JB1.1：20D锦纶半光长丝，JB1.2：20D涤纶半光长丝，GB2、GB3：20D锦纶

半光长丝，GB4：70D氨纶，梳栉穿纱方式均为满穿。

[0038] 定制横移花盘或设置梳栉电子横移参数：JB1.1：1-0/1-2//（HH/HH//），JB1.2：1-

0/1-2//（HH/HH//），GB2：2-3/2-1/1-2/1-0/1-2/2-1//，GB3：1-0/1-2/2-1/2-3/2-1/1-2//，

GB4：1-1/0-0//；

[0039] 设计花型，定义每个序列中各枚贾卡提花针的动作信息：使用经编针织物CAD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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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花型，以纵行数作为花宽，横列数的一半作为花高，不同的效应单元使用不同的颜色表

示，从而形成花型的提花效应位图（意匠图），本实施例花宽为170，花高为330。A色花纹区a、

B色花纹区b、花纹轮廓区c、底网区d、弹性区e的具体垫纱运动和相应提花针动作信息为：

[0040] 如图3所示，A色花纹区a的偏移组织和动作信息为：a色花纹组织：JB1 .1：1-0/2-

3//（HH/TT//），JB1 .2：1-0/0-1//（TT/HH//），a色花纹补针组织：JB1 .1：1-0/2-3//（HH/

TT//），JB1.2：1-0/1-2//（HH/HH//）；

[0041] 如图4所示，B色花纹区b的偏移组织和动作信息为：b色花纹组织：JB1 .1：1-0/0-

1//（TT/HH//），JB1 .2：1-0/2-3//（HH/TT//），b色花纹补针组织：JB1 .1：1-0/1-2//（HH/

HH//），JB1.2：1-0/2-3//（HH/TT//）；

[0042] 如图5所示，C色底网区c的偏移组织垫纱数码和动作信息为：贾卡编链组织：

JB1.1：1-0/0-1//（TT/HH//），JB1.2：1-0/0-1//（TT/HH//），2把底梳网孔组织的垫纱数码：

GB2：2-3/2-1/1-2/1-0/1-2/2-1//，GB3：1-0/1-2/2-1/2-3/2-1/1-2//；

[0043] 如图6所示，花纹轮廓区d的偏移组织垫纱数码和动作信息为：a色花纹轮廓组织：

JB1.1：1-0/1-2//（HH/HH//），JB1.2：1-0/0-1//（TT/HH//），b色花纹轮廓组织：JB1.1：1-0/

0-1//（TT/HH//），JB1.2：1-0/1-2//（HH/HH//）；

[0044] 弹性区e的纱数码为：1把底梳弹性区组织的垫纱数码：GB4：1-1/0-0//。

[0045] 本发明采用特定贾卡偏移工艺配合2把半机号贾卡梳栉使用2种原料，产生双色提

花效应，形成了花纹丰富的双色提花织物，本发明RSJ经编贾卡双色提花织物的编织方法不

需要额外使用更多的梳栉就可形成双色提花效应，丰富了现有产品的种类，使编织方法大

大简化，从根本上提高设计效率和生产效益，使用高机号、有光纱线以及弹性纱线进行配合

编织，织物质地轻薄细腻，手感柔软滑爽，适合于做贴身和紧身内衣服饰类产品，提升了经

编织物的装饰性、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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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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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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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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