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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双层真丝绉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层真丝绉，该面料

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该面料的组织结构为平

变组织结构，每个平变组织结构为一个纱线排列

组织循环，该平变组织结构内包括交织点区域和

通络区域，位于通络区域内的面料包含上层和下

层，位于交织点区域内的面料为上层和下层交织

在一起形成一层面料。本实用新型原料为100%真

丝，利用上下层支架不同的伸缩性差异，面料形

成凸皱感；利用加强捻和低捻的不同，造成光泽

感的差异；舒适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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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该面料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该面料的组织结构为

平变组织结构，每个平变组织结构为一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该平变组织结构内包括交织

点区域和通络区域，位于通络区域内的面料包含上层和下层，上层和下层是分开独立的两

层面料，位于交织点区域内的面料为上层和下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层面料；所述的通络区

域内的上层和下层的组织结构均为平纹组织结构，所述的交织点区域内的组织结构为斜纹

组织结构，经纱和纬纱均为100%真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所述交织点区域内的纬纱数量

为8-24根，通络区域内的纬纱数量为24-64根。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该面料的经纱包括A、B二种，

该面料的牵经顺序，即每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单元内的经纱排列顺序为：一根A纱、一根B纱

交错排列，该面料的纬纱均为C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所述A、B二种经纱规格如下：

A:3/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三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捻，加

强捻；

B:2/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二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捻，加

低捻。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C纱的规格为:1/20/22D/S厂丝，

即该种经纱为一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捻，加中捻。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每个平变组织结构包括经纱56

根，纬纱68根，且该经纱56根、纬纱68根为一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该面料的组织结构包括从左往

右的八条五十上十八下的经面组织，八条十八上五十下的纬面组织，二十条五十一上十七

下的经面组织，二十条十七上五十一下的纬面组织，前述八条五十上十八下的经面组织与

八条十八上五十下的纬面组织交错设置，二十条五十一上十七下的经面组织与二十条十七

上五十一下的纬面组织交错设置；通络区内，第奇数条经纱与第奇数条纬纱交织形成该面

料的上层，第偶数条经纱与第偶数条纬纱交织形成该面料的下层；交织点区域内，所有经纱

与所有纬纱均交织在一起，形成交织区域。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该面料的组织结构由经纱56根

与纬纱68根交织而成，其中从左往右的第一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二上一下三上一下三

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

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二上二下一上，第二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一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二上二下，第三根经纱上的组

织点为经纱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

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二上一下，第

四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二下二上，第五根至第十六根经纱上的组织点循环重复第一根至第四根经纱上的组织点；

第十七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二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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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三上一下一上，第十八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一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第十九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第二十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第二十一根至第五十六根经纱的组织

点循环重复第十七根至第二十根上的组织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真丝绉，其特征在于面料的成品重量为13±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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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真丝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面料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双层真丝绉。

背景技术

[0002] 真丝面料，由于真丝具有柔软的特性，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100%真丝的服

装，档次高，亲肤性好，特别受人喜爱。但是100%真丝的面料存在一个不足，即面料虽然顺

滑，但是弹性不足，单层面料无法形成凸皱感。多层面料结合虽然能形成凸皱感但是后期加

工过程比较复杂，不利于生产。而且面料上质感单一，无法做到同一个面料在手感上和视觉

上都兼顾的特点。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提供了一种双层真丝绉。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双层真丝绉，该面料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该

面料的组织结构为平变组织结构，每个平变组织结构为一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该平变组

织结构内包括交织点区域和通络区域，位于通络区域内的面料包含上层和下层，上层和下

层是分开独立的两层面料，位于交织点区域内的面料为上层和下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层面

料；所述的通络区域内的上层和下层的组织结构均为平纹组织结构，所述的交织点区域内

的组织结构为斜纹组织结构，经纱和纬纱均为100%真丝。

[0005] 优选的，所述交织点区域内的纬纱数量为8-24根，通络区域内的纬纱数量为24-64

根。

[0006] 优选的，该面料的经纱包括A、B二种，该面料的牵经顺序，即每个纱线排列组织循

环单元内的经纱排列顺序为：一根A纱、一根B纱交错排列，该面料的纬纱均为C纱。

[0007]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于所述A、B二种经纱规格如下：

[0008] A:3/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三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

捻，加强捻；

[0009] B:2/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二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

捻，加低捻。

[0010]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C纱的规格为:1/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一股支数为20/

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捻，加中捻。

[0011] 作为进一步优选的，每个平变组织结构包括经纱56根，纬纱68根，且该经纱56根、

纬纱68根为一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

[0012] 作为更进一步优选的，该面料的组织结构包括从左往右的八条五十上十八下的经

面组织，八条十八上五十下的纬面组织，二十条五十一上十七下的经面组织，二十条十七上

五十一下的纬面组织，前述八条五十上十八下的经面组织与八条十八上五十下的纬面组织

交错设置，二十条五十一上十七下的经面组织与二十条十七上五十一下的纬面组织交错设

置；通络区内，第奇数条经纱与第奇数条纬纱交织形成该面料的上层，第偶数条经纱与第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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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条纬纱交织形成该面料的下层；交织点区域内，所有经纱与所有纬纱均交织在一起，形成

交织区域。

[0013] 作为更进一步优选的，该面料的组织结构由经纱56根与纬纱68根交织而成，其中

从左往右的第一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二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三上一下二上二下一上，第二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一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

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

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二上二下，第三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二上一下，第四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

纱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

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二上，第五根至第十六

根经纱上的组织点循环重复第一根至第四根经纱上的组织点；第十七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

经纱二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一上，第十八根

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一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二下，第十九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第二十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第二十一根至第五十六根经纱的组织点循环重复第十七根至第二

十根上的组织点。

[0014] 优选的，面料的成品重量为13±0.5m/m。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为100%真丝面料，用料成分单一，保证了面

料的舒适性和亲肤性的同时，通过组织结构的排列，形成交织点区域和通络区域，通络区域

内，面料分成上下两层，交织点区域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层面料，并且利用上下层之间不

同的伸缩性差异，布面形成凸皱感（泡泡绉样）。利用加强捻和加低捻的不同，造成了面料两

面光泽感的差异，一面为哑光面，一面为亮光面。本面料的整体手感柔软舒适，且具有弹性，

面料的纹理立体性强。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组织结构及纱线排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穿棕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组织结构35-68行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组织结构1-34行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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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如图所示，本实用新型面料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该面料的组织结构为平变组

织结构，每个平变组织结构为一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该平变组织结构内包括交织点区域

和通络区域，位于通络区域内的面料包含上层和下层，上层和下层是分开独立的两层面料，

位于交织点区域内的面料为上层和下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层面料；所述的通络区域内的上

层和下层的组织结构均为平纹组织结构，所述的交织点区域内的组织结构为斜纹组织结

构，经纱和纬纱均为100%真丝。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交织点区域内的纬纱数量为8-24根，通络区域内的纬纱数量为

24-64根。

[0023] 本实施例中，该面料的经纱包括A、B二种，该面料的牵经顺序，即每个纱线排列组

织循环单元内的经纱排列顺序为：一根A纱、一根B纱交错排列，该面料的纬纱均为C纱。

[0024] 本实施例中，于所述A、B二种经纱规格如下：

[0025] A:3/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三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

捻，加强捻；

[0026] B:2/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二股支数为20/22D的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

捻，加低捻。

[0027] 本实施例中，C纱的规格为:1/20/22D/S厂丝，即该种经纱为一股支数为20/22D的

厂丝加捻而成，捻向为S捻，加中捻。

[0028] 捻度在1-8T之间为低捻，捻度在8T以上至20T之间为中捻，捻度在20T以上为强捻，

该面料在织造的过程中，经纱分别为加强捻和加低捻，纬纱只有一种加中捻的规格，因为加

强捻和加低捻纱线伸缩率不同，上下两层之间的收缩率不一样，且设有交织区域，所以在通

络区域内，面料的上下两层会形成凸皱感。而且加强捻的纱线会呈现哑光色，而加低捻的纱

线相对于加强捻的纱线而言，光泽度更好，所以就形成了该面料上下两层的光泽度不同，一

面呈哑光色，另一面呈亮光色。

[0029] 本实施例中，每个平变组织结构包括经纱56根，纬纱68根，且该经纱56根、纬纱68

根为一个纱线排列组织循环。

[0030] 本实施例中，该面料的组织结构包括从左往右的八条五十上十八下的经面组织，

八条十八上五十下的纬面组织，二十条五十一上十七下的经面组织，二十条十七上五十一

下的纬面组织，前述八条五十上十八下的经面组织与八条十八上五十下的纬面组织交错设

置，二十条五十一上十七下的经面组织与二十条十七上五十一下的纬面组织交错设置；通

络区内，第奇数条经纱与第奇数条纬纱交织形成该面料的上层，第偶数条经纱与第偶数条

纬纱交织形成该面料的下层；交织点区域内，所有经纱与所有纬纱均交织在一起，形成交织

区域。

[0031] 本实施例中，该面料的组织结构由经纱56根与纬纱68根交织而成，其中从左往右

的第一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二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二上二下一上，第二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一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

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

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二上二下，第三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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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二上一下，第四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三下一

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

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二上，第五根至第十六根经纱上

的组织点循环重复第一根至第四根经纱上的组织点；第十七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经纱二上

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一上，第十八根经纱上的

组织点为一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二下，第十

九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

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三上一下

三上，第二十根经纱上的组织点为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

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一上三下

一上三下一上；第二十一根至第五十六根经纱的组织点循环重复第十七根至第二十根上的

组织点。

[0032] 本实施例中，面料的成品重量为13±0.5m/m。

[0033] 一种双层真丝绉的生产方法，该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技术特征：

[0034] 1）采用厂丝作为原料，采用剑杆织机进行织造成坯绸；采用剑杆织机进行织造时，

经纱穿棕采用十二片棕分区顺穿法，交织区域内的经线从左往右在第9片至第12片棕之间

依次采用顺穿法进行穿棕，通络区域内的经线从左往右在第1片至第8片总之间依次采用顺

穿法进行穿棕；采用剑杆织机进行织造的过程中，该面料的上机张力为50±5g；该成品绸的

织缩率为6.12±0.2%；

[0035] 2）将坯绸进行脱胶处理；

[0036] 3）印花或染色工艺；

[0037] 4）落水漂洗，下水温度为60±5℃；

[0038] 5）将坯绸进行预缩工艺，预缩时，采用的压力为3-7公斤蒸气压，速度为每分钟3-7

米；

[0039] 6）预缩后，进行定型工艺，定型温度为140-175℃，速度为每分钟7-13米；

[0040] 7）烘干，烘干温度为90-95℃，烘干时间为5分钟。

[0041] 由于该面料的组织结构为平变组织结构，所以织造过程中采用相对较为简单的分

区顺穿法，降低了纺织工的穿棕工作复杂程度，穿棕后可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坯布下机后

采用机械化预缩定型，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且降低了生产成本。预缩是采用

蒸气压制，在加捻的作用下，面料的纬向发生收缩，每个一定的经纱之后就会产生皱纹纹

理，由于捻度的不同，上下两层的伸缩性就不同，形成凸皱感；定型是对产生皱纹纹理的面

料进行定型工作，防止其变形，提高面料的稳定性；由此，坯布织造后不需要进行化学后整

理工艺，保持了面料的天然性，防止由化学后整理原料残留在坯布上，导致皮肤过敏的情况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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