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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针织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针织面料，通过面纱和

地纱编织而成，地纱采用以弹力丝为芯的涤纶长

丝包芯纱；第1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

3、5、6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4路不编织结构单

元；第2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4、5路

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6路不编织结构单元；第3

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2、3、5路为成圈

结构单元，第4、6路不编织结构单元，通过使用功

能性纤维和改进面料交织结构，在编织线圈时，

面纱与地纱发生规律的、周期性的位移交织成

圈，在其余的线圈上呈浮线停留在所述面料的表

面，因此在面料表面能够凸显立体的斜纹感和梭

织的挺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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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通过面纱和地纱编织而成针织牛仔面料；

地纱采用以弹力丝为芯的涤纶长丝包芯纱；

所述针织面料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1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5、6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4路不编织结构单

元；

第2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4、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6路不编织结构单

元；

第3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2、3、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4、6路不编织结构单

元，

其中，第2、4、6路为面纱，第1、3、5路为地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纱为棉纱。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纱为16S-40S的精梳环锭纺棉

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地纱为涤纶长丝包莱卡的包芯纱

或者以莱卡为芯的棉纱包涤纶长丝的包芯纱。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涤纶长丝为50D-150D，所述莱卡

为40D-120D，所述棉纱为16S-40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纱采用32S精梳环锭纺棉纱，所

述地纱采用75D涤纶长丝包40D莱卡的包芯纱。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针织面料为牛仔面料，面

纱选用靛蓝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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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织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面料领域，主要涉及一种针织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1853年李维斯发明的第一条以帆布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工装裤，慢慢的演变成为经

纱采用靛蓝染料染色的棉纱，纬纱为本白色的棉纱，组织结构为3/1斜纹织造而成的色织牛

仔布，该面料厚实、耐磨、色泽鲜艳，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影视的发

展与传播和玛利莲梦露等巨星的牛仔服装穿着方式，受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模仿，使牛

仔服装迅速的走上时尚的舞台，把牛仔服装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

[0003] 据美国棉花协会统计，2016年全球牛仔服装销售额高达632亿美元，预计在未来的

五年内仍以25％的增长速率发展。世界上每个人平均有5  条牛仔服装，甚至会更多，牛仔服

装市场非常大，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地位，因此在传统牛仔面料上需要创新，在原有的风

格和功能上增添新的元素，让牛仔服装不断的在服装市场上占据更高的分量和地位。

[0004]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新型的纤维和新型的工艺被运用到

牛仔面料上，因此牛仔布在传统制造工艺流程的基础上创作出多种类型的面料，如开发一

种新型的针织牛仔面料。针织牛仔面料手感柔软、透气性好、弹性等优点，同时针织牛仔面

料生产流程比较简单，尤其体现在后整理工艺中，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生产产量，不断的去

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针织牛仔面料与传统的牛仔面料在风格上和给人视觉冲击感相差较

远，且尺寸的稳定性、卷边问题、做破洞、挺阔等都无法与传统梭织牛仔面料相比。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针织面料，通过使用

功能性纤维和改进面料交织结构，旨在解决现有针织牛仔面料尺寸不稳定、易卷边、不挺

阔、做破洞布面不平整和易脱圈、滑移等技术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针织面料，其中，通过面纱和地纱编织而成针织牛仔面料；

[0008] 地纱采用以弹力丝为芯的涤纶长丝包芯纱；

[0009] 所述针织面料的组织结构如下：

[0010] 第1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5、6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4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11] 第2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4、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6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12] 第3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2、3、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4、6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13] 其中，第2、4、6路为面纱，第1、3、5路为地纱。

[0014] 所述的针织面料，其中，所述面纱为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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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的针织面料，其中，所述面纱为16S-40S的精梳环锭纺棉纱。

[0016] 所述的针织面料，其中，所述地纱为涤纶长丝包莱卡的包芯纱或者以莱卡为芯的

棉包涤纶长丝的包芯纱。

[0017] 所述的针织面料，其中，所述涤纶长丝为50D-150D，所述莱卡为  40D-120D，所述棉

纱为16S-40S。

[0018] 所述的针织面料，其中，所述面纱采用32S精梳环锭纺棉纱，所述地纱采用75D涤纶

长丝包40D莱卡的包芯纱。

[0019] 所述的针织面料，其中，所述针织面料为牛仔面料，面纱选用靛蓝纱线。

[0020]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针织面料，采用以弹力丝为芯的涤纶长丝包芯纱

作为地纱，并且采用特殊的针织结构，从而使得面料具有舒适、弹力等特性，提高面料的服

用性能，使针织面料具有梭织面料的功能，有效的提高面料的服用性能。所述针织面料布面

平整干净、挺阔、不卷边、尺寸稳定性好，同时面料在开剪和做破洞时，不会脱圈和收缩，因

此成功解决针织牛仔面料尺寸不稳定、易卷边、纹路不清晰、滑移等问题。针织牛仔面料相

对传统梭织牛仔来说生产流程简单、快捷，可以快速投入生产，应用市场前景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针织面料的编织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针织面料的线圈图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针织面料，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

楚、明确，以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针织面料，通过面纱和地纱编织而成针织牛仔面料，其中，地

纱采用以弹力丝为芯的涤纶长丝包芯纱；具体地，如图1  和图2所示，所述针织面料的组织

结构如下：

[0025] 第1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5、6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4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26] 第2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4、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6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27] 第3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2、3、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4、6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28] 其中，第2、4、6路为面纱，第1、3、5路为地纱。

[0029]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针织面料，在编织线圈时，面纱与地纱发生规律的、周期性的

位移交织成圈，在其余的线圈上呈浮线停留在所述面料的表面，因此在面料表面能够凸显

立体的斜纹感和梭织的挺阔。所述针织面料还具有尺寸稳定、不滑移优点，呈现此效果的主

要原因是使用了以弹力丝为芯的涤纶长丝包芯纱，这种纱线经过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表面会

溶，待温度降下来，就会相互粘合在一起，与其他纱线粘合，因此能够保持尺寸稳定、不滑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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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本实用新型方案中，对面纱的性质是没有要求的。为了使针织面料具有更好的

手感以及更好的穿着舒适度，优选地，所述面纱可以采用棉纱。使面料表面能够凸显立体的

斜纹感和梭织的挺阔的同时，还良好地保持了棉的亲肤舒适性，又具有更佳的透气性。除了

棉纱以外，面纱还可以采用其他的纱线，如莫代尔、天丝等等，可以通过使用不同性质的纱

线做面纱和地纱，从而使得面料具有舒适、弹力等特性，提高面料的服用性能。

[0031]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中还提供较为优选的方案，所述面纱可以为  16S-40S的精

梳环锭纺棉纱；所述地纱可以为以莱卡为芯的涤纶长丝的包芯纱或者以莱卡为芯的棉包涤

纶长丝的包芯纱；所述涤纶长丝可以为  50D-150D，所述莱卡可以为40D-120D，所述棉纱可

以为16S-40S。更为优选地，所述面纱采用32S精梳环锭纺棉纱，所述地纱采用75D涤纶长丝

包40D莱卡的包芯纱。采用上述粗细范围的纱线，对纱支的线密度范围进行约束，面纱比地

纱要粗一些，这样，在面料表面能够更加凸显立体的斜纹感和梭织的挺阔，使面料表面更好

地保持了棉的亲肤舒适性。

[0032] 优选地，所述针织面料为牛仔面料，面纱选用靛蓝纱线。这样可以使得针织牛仔面

料具有梭织面料的功能，可以做到面料的尺寸稳定、不卷边、不滑移，保持针织牛仔面料的

弹性和柔软的手感，对面料进行破洞处理，破洞边缘不脱圈、收缩和布面平整，使面料具有

更好的舒适性。

[0033]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34] 所述针织面料由面纱和地纱编织而成，面纱采用靛蓝32S精梳环锭纺棉纱，地纱采

用75D涤纶长丝包40D莱卡的包芯纱。

[0035] 在编织线圈时，地纱涤纶长丝包莱卡的包芯纱同时一起与面纱精梳环锭纺棉纱编

织，具体编织结构可以如图1和图2所示。

[0036] 如图1所示，第1、3和5路采用的纱线一样，均为地纱(涤纶长丝包莱卡的包芯纱)，

第2、4和6路采用的纱线一样，均为面纱(精梳环锭纺棉纱)，一种梭织功能的针织牛仔面料

的组织结构如下说明：

[0037] 第1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5、6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4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38] 第2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3、4、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2、6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39] 第3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为：第1、2、3、5路为成圈结构单元，第4、6路不编织结

构单元；

[0040] 图1中的第4线圈纵行的6路结构单元已经开始循环第1线圈纵行的  6路结构单元。

[0041] 对上述编织而成的针织牛仔面料进行后整理定型处理，其中定型温度为180-210

℃，车速为15-30米/分钟，此后整理工序为现有技术，在此不赘述。

[0042] 将上述实施例方案中得到的针织牛仔面料进行性能测试：对面料进行裁剪处理，

面料经过裁剪的边缘不卷边，边缘不脱圈；对面料进行破洞处理，面料破洞边缘不脱圈、收

缩和布面平整。将所得针织牛仔面料制成裤子，裤子边上没有卷边、滑脱，尺寸稳定、不滑

移。

[0043] 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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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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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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