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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

面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A大肚纱的制

备、B圈圈纱的纺制、C复合圈圈纱的纺制、D面料

的织造、E面料的染色。经纱使用采用花式捻线机

用圈圈纱的纺制工艺制备复合圈圈纱，大肚纱作

为芯纱、圈圈纱作为饰纱、亚麻纱作为固纱。本发

明所涉及的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

生产工艺，利用花式捻线工艺将麻纱、大肚纱、圈

圈纱合股特殊风格的纱线增加面料的肌理变化，

使得所制备的面料既能保持麻类面料的服用性

能，并且染色时利用不同纤维对同一种染料吸色

效果的不同，具有时装面料的时尚外观，成面料

成品颜色变化丰富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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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A、大肚纱的制备：采用单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前罗拉、中罗拉的速度不变，后

罗拉变速；所制备的大肚纱为18Nm棉大肚纱，粗节线密度为细节线密度的2.1倍，粗节长度

5cm，细节长度12cm；

B、圈圈纱的纺制：采用用花式捻线机纺制圈圈纱；所述圈圈纱是涤纶长丝作为芯纱(1)

和固纱(3)、涤纶与腈纶白色毛条作为饰纱(2)所组成；所述圈圈纱成品线密度为13Nm，圈圈

密度为150个/米，圈圈直径为1.5mm；所述涤纶长丝为16tex黑色涤纶长丝；所述涤纶与腈纶

白色毛条的细度为60tex；

C、复合圈圈纱的纺制：采用花式捻线机用圈圈纱的纺制工艺制备复合圈圈纱，细度为

6Nm，捻度为200捻/米；所述的复合圈圈纱中大肚纱作为芯纱(1)、圈圈纱作为饰纱(2)、亚麻

纱作为固纱(3)；所述亚麻纱细度为21Nm；

复合圈圈纱的纺制工艺中，锭子转速为1200r/min，超喂率为1.4，前区牵伸为1.8倍，总

牵伸为2.5倍，张力牵伸为1.2倍；

D、面料的织造：以复合圈圈纱作为经纱、6Nm的亚麻双股线作为纬纱，采用人字纹织物

组织进行织造，经密为30根/10cm，纬密为27根/10cm；

E、面料的染色；

步骤E中，包括按序进行的如下步骤：冷堆处理→水洗→浸轧染液→非水介质固色→皂

洗→水洗→拉幅定型；冷堆处理工序中所使用的工作液中包括漆酶、果胶酶、精炼剂和染色

碱剂；所述漆酶的浓度为5‑10g/L，所述果胶酶的浓度为10‑15g/L，所述精炼剂的浓度为10‑

15g/L，染色碱剂的浓度为3‑5g/L；

浸轧染液中所使用的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3‑5％o.w.f、10‑15g/L的渗透剂、30‑50g/L

的上色助剂；浸轧后的待液率为120‑150％；

所述上色助剂中含有10‑20％的元明粉、5‑8％的甲基丙烯酸、4‑8％的硝酸锌、1‑3％的

有机酸络合剂、10‑20％的羧甲基纤维素钠、2‑5％的支链化异构醇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非水介质

固色的温度为120‑130℃，时间为2‑3分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经纱

包括第一经纱(101)、第二经纱(102)、第三经纱(103)、第四经纱(104)、第五经纱(105)、第

六经纱(106)、第七经纱(107)、第八经纱(108)、第九经纱(109)、第十经纱(110)、第十一经

纱(111)、第十二经纱(112)；所述纬纱包括第一纬纱(201)、第二纬纱(202)、第三纬纱

(203)、第四纬纱(204)、第五纬纱(205)、第六纬纱(206)、第七纬纱(207)、第八纬纱(208)、

第九纬纱(209)、第十纬纱(210)、第十一纬纱(211)、第十二纬纱(212)；

所述第一经纱(101)、第二经纱(102)、第三经纱(103)、第四经纱(104)、第五经纱

(105)、第六经纱(106)组成第一循环，所述第七经纱(107)、第八经纱(108)、第九经纱

(109)、第十经纱(110)、第十一经纱(111)、第十二经纱(112)组成第二循环；第一循环和第

二循环的数量不小于4；

以纬纱为基准，所述第一经纱(101)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

沉‑沉；第二经纱(102)的浮沉规律为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沉；第三经纱

(103)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第四经纱(104)的浮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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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浮‑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第五经纱(105)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沉‑沉‑

浮‑浮‑浮‑浮‑沉‑沉‑浮‑浮；第六经纱(106)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

沉‑沉‑浮；第七经纱(107)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第八经

纱(108)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第九经纱(109)的浮沉规

律为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第十经纱(110)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沉‑沉‑

沉‑沉‑浮‑浮‑沉‑沉‑沉‑沉；第十一经纱(111)的浮沉规律为浮‑沉‑沉‑沉‑沉‑浮‑浮‑沉‑

沉‑沉‑沉‑浮；第十二经纱(112)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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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面料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

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型纺纱工艺的不断创新各式花式纱呈现了更加丰富的多样性，为新面料的

开发和设计带来更多的肌理变化。麻纤维因其材质的特殊性很少在花式纱中被使用。常规

的麻类产品产品在开发过程中也很难在风格中与花式纱融合。而我们公司主要是以时装类

面料为主的麻类产品开发。

[0003] 如果开发的面料定位于男士单西、女士外套要求面料肌理丰富、纹路清晰、层次分

明。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既要保持麻类产品的服用性能也要拥有时装面料的时尚

外观，并且能应对市场快速反应的能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所制备的面料

既能保持麻类面料的服用性能，并且还具有时装面料的时尚外观，成面料成品颜色变化丰

富的设计效果。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7] A、大肚纱的制备：采用单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前罗拉、中罗拉的速度不

变，后罗拉变速；所制备的大肚纱为18Nm棉大肚纱，粗节线密度为细节线密度的2.1倍，粗节

长度5cm，细节长度12cm；

[0008] B、圈圈纱的纺制：采用用花式捻线机纺制圈圈纱；所述圈圈纱是涤纶长丝作为芯

纱和固纱、涤纶与腈纶白色毛条作为饰纱所组成；所述圈圈纱成品线密度为13Nm，圈圈密度

为150个/米，圈圈直径为1.5mm；所述涤纶长丝为16tex黑色涤纶长丝；所述涤纶与腈纶白色

毛条的细度为60tex；

[0009] C、复合圈圈纱的纺制：采用花式捻线机用圈圈纱的纺制工艺制备复合圈圈纱，细

度为6Nm，捻度为200捻/米；所述的复合圈圈纱中大肚纱作为芯纱、圈圈纱作为饰纱、亚麻纱

作为固纱；所述亚麻纱细度为21Nm；

[0010] 复合圈圈纱的纺制工艺中，锭子转速为1200r/min，超喂率为1.4，前区牵伸为1.8

倍，总牵伸为2.5倍，张力牵伸为1.2倍；

[0011] D、面料的织造：以复合圈圈纱作为经纱、6Nm的亚麻双股线作为纬纱，采用人字纹

织物组织进行织造，经密为30根/10cm，纬密为27根/10cm；

[0012] E、面料的染色。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步骤E中，包括按序进行的如下步骤：冷堆处理→水

洗→浸轧染液→非水介质固色→皂洗→水洗→拉幅定型；冷堆处理工序中所使用的工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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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漆酶、果胶酶、精炼剂和染色碱剂；所述漆酶的浓度为5‑10g/L，所述果胶酶的浓度为

10‑15g/L，所述精炼剂的浓度为10‑15g/L，染色碱剂的浓度为3‑5g/L。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浸轧染液中所使用的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3‑5％

o.w.f、10‑15g/L的渗透剂、30‑50g/L的上色助剂；浸轧后的待液率为120‑150％。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上色助剂中含有10‑20％的元明粉、5‑8％的甲

基丙烯酸、4‑8％的硝酸锌、1‑3％的有机酸络合剂、10‑20％的羧甲基纤维素钠、2‑5％的支

链化异构醇醚。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非水介质固色的温度为120‑130℃，时间为2‑3分钟。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经纱包括第一经纱、第二经纱、第三经纱、第四

经纱、第五经纱、第六经纱、第七经纱、第八经纱、第九经纱、第十经纱、第十一经纱、第十二

经纱；所述纬纱包括第一纬纱、第二纬纱、第三纬纱、第四纬纱、第五纬纱、第六纬纱、第七纬

纱、第八纬纱、第九纬纱、第十纬纱、第十一纬纱、第十二纬纱；

[0018] 所述第一经纱、第二经纱、第三经纱、第四经纱、第五经纱、第六经纱组成第一循

环，所述第七经纱、第八经纱、第九经纱、第十经纱、第十一经纱、第十二经纱组成第二循环；

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的数量不小于4；

[0019] 以纬纱为基准，所述第一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

沉‑沉；第二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沉；第三经纱的浮沉

规律为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第四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浮‑沉‑沉‑浮‑浮‑

浮‑浮‑沉‑沉‑浮‑浮‑浮；第五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

第六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第七经纱的浮沉规律为

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第八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浮‑浮‑沉‑沉‑沉‑

沉‑浮‑浮‑沉‑沉；第九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第十经

纱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第十一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浮‑

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第十二经纱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沉‑沉‑浮‑浮‑沉‑

沉‑沉‑沉‑浮‑浮。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

艺，利用花式捻线工艺将麻纱、大肚纱、圈圈纱合股特殊风格的纱线增加面料的肌理变化，

使得所制备的面料既能保持麻类面料的服用性能，并且染色时利用不同纤维对同一种染料

吸色效果的不同，具有时装面料的时尚外观，成面料成品颜色变化丰富的设计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所制备的人字纹面料的组织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中所使用的圈圈纱和复合圈圈纱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所制备面料的效果图。

[0024] 图中标记说明如下：1‑芯纱；2‑饰纱；3‑固纱；101‑第一经纱；102‑第二经纱；103‑

第三经纱；104‑第四经纱；105‑第五经纱；106‑第六经纱；107‑第七经纱；108‑第八经纱；

109‑第九经纱；110‑第十经纱；111‑第十一经纱；112‑第十二经纱；201‑第一纬纱；202‑第二

纬纱；203‑第三纬纱；204‑第四纬纱；205‑第五纬纱；206‑第六纬纱；207‑第七纬纱；208‑第

八纬纱；209‑第九纬纱；210‑第十纬纱；211‑第十一纬纱；212‑第十二纬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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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本发明所需要开发的面料定位于男士单西、女士外套要求面料肌理丰富、纹路清

晰、层次分明。同时此面料在开发初期的目标是响应市场中的快速反应机制以染色的方式

达成色纺花式纱的麻类面料效果。

[0027] 在此开发设计的要求下，通过与多家花式纱工厂的沟通最终确定：1)以染色的工

艺生产成品达成色纺花式纱面料的效果同时缩短面料生产周期为面料的快速反应提供可

能；2)利用花式捻线工艺将麻纱、大肚纱、圈圈纱合股特殊风格的纱线增加面料的肌理变

化；3)利用多组成分纺制圈圈纱为成品的色彩丰富性打下基础。

[0028] 实施例一

[0029] 结合图1至图3，对本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

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A大肚纱的制备、B圈圈纱的纺制、C复合圈圈纱的纺

制、D面料的织造、E面料的染色。

[0030] 在A大肚纱的制备中，是采用单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前罗拉、中罗拉的速

度不变，后罗拉变速；所制备的大肚纱为18Nm棉大肚纱，粗节线密度为细节线密度的2.1倍，

粗节长度5cm，细节长度12cm。

[0031] 大肚纱是竹节纱的一种，竹节纱生产装置有单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单通

道中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双通道中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双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

装置、三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等。采用不同的装置可生产出颜色、风格、材质配比各

异的竹节纱。在本实用新型中是采用单通道后罗拉喂入竹节纱装置。从面料的整体设计效

果考虑希望选用单一组分排列规律的竹节纱。

[0032] 在步骤B圈圈纱的纺制中，是采用用花式捻线机纺制圈圈纱。圈圈纱一般是采用三

种纱线组成，承受主体张力和强力的芯纱，一般隐藏在花式纱的中心。以各种形态环绕在芯

纱上体现圈圈纱外观特质的饰纱。与饰纱捻向相反却能将饰纱固定在芯纱上的固纱。详见

图2。饰纱环绕在芯外外侧，所述固纱将饰纱与芯纱相固定，并且饰纱的捻向与固纱的捻向

相反。按照开发设计思路结合圈圈纱的结构特性，在本发明中所涉及的圈圈纱是由涤纶长

丝作为芯纱1和固纱3、涤纶与腈纶白色毛条作为饰纱2所组成。圈圈纱成品线密度为13Nm，

圈圈密度为150个/米，圈圈直径为1.5mm；所述涤纶长丝为16tex黑色涤纶长丝；所述涤纶与

腈纶白色毛条的细度为60tex。

[0033] 在C复合圈圈纱的纺制中，是采用花式捻线机用圈圈纱的纺制工艺制备复合圈圈

纱，细度为6Nm，捻度为200捻/米；所述的复合圈圈纱中大肚纱作为芯纱1、圈圈纱作为饰纱

2、亚麻纱作为固纱3。亚麻纱细度为21Nm。

[0034] 在复合圈圈纱的并制过程中并未如最初设计的那般形成复合圈圈的效果。而是意

外的形成了具有小圈圈的大肚纱粗细效果，也是一种意外的收获。由于三种纱线均含有捻

度在并制加工过程中不宜在施加更多的捻度以免影响后续的加工生产。经过生产实践并制

的捻度在200捻/米时最合适，纱线不会因捻度过大而自捻，但是无法形成圈圈纱的效果。同

时由于作为饰纱的圈圈纱线密度为13Nm比作为芯纱的大肚纱18Nm还要细也影响了圈圈效

果的形成。

[0035] 最终确定的复合圈圈纱的纺制工艺中，锭子转速为1200r/min，超喂率为1.4，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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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伸为1.8倍，总牵伸为2.5倍，张力牵伸为1.2倍，采用上述工艺所制备的复合圈圈纱的风

格和品质最为稳定。

[0036] 在步骤D面料的织造中，是以复合圈圈纱作为经纱、6Nm的亚麻双股线作为纬纱，采

用人字纹织物组织进行织造，经密为30根/10cm，纬密为27根/10cm；

[0037] 所涉及的人字纹织物组织，具体的，经纱包括第一经纱101、第二经纱102、第三经

纱103、第四经纱104、第五经纱105、第六经纱106、第七经纱107、第八经纱108、第九经纱

109、第十经纱110、第十一经纱111、第十二经纱112。纬纱包括第一纬纱201、第二纬纱202、

第三纬纱203、第四纬纱204、第五纬纱205、第六纬纱206、第七纬纱207第八纬纱208、第九纬

纱209、第十纬纱210、第十一纬纱211、第十二纬纱212。所涉及的面料在织造完成后需要经

过染色。

[0038] 第一经纱101、第二经纱102、第三经纱103、第四经纱104、第五经纱105、第六经纱

106组成第一循环，第七经纱107、第八经纱108、第九经纱109、第十经纱110、第十一经纱

111、第十二经纱112组成第二循环；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的数量不小于4。在本实用新型第

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的数量均为4，亦可以5或者更多。

[0039] 具体的经纱纬纱交织规律：以纬纱为基准，第一经纱101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浮‑

浮‑沉‑沉‑浮‑浮‑浮‑浮‑沉‑沉；第二经纱102的浮沉规律为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

浮‑浮‑沉；第三经纱103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浮；第四经纱

104的浮沉规律为浮‑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浮；第五经纱105的浮沉规律为浮‑

浮‑沉‑沉‑浮‑浮‑浮‑浮‑沉‑沉‑浮‑浮；第六经纱106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浮‑沉‑沉‑浮‑浮‑

浮‑浮‑沉‑沉‑浮；第七经纱107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第

八经纱108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第九经纱109的浮沉规

律为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第十经纱110的浮沉规律为浮‑浮‑沉‑沉‑

沉‑沉‑浮‑浮‑沉‑沉‑沉‑沉；第十一经纱111的浮沉规律为浮‑沉‑沉‑沉‑沉‑浮‑浮‑沉‑沉‑

沉‑沉‑浮；第十二经纱112的浮沉规律为沉‑沉‑沉‑沉‑浮‑浮‑沉‑沉‑沉‑沉‑浮‑浮。

[0040] 在步骤E面料的染色中，包括按序进行的如下步骤：冷堆处理→水洗→浸轧染液→

非水介质固色→皂洗→水洗→拉幅定型；冷堆处理工序中所使用的工作液中包括漆酶、果

胶酶、精炼剂和染色碱剂；所述漆酶的浓度为5‑10g/L，所述果胶酶的浓度为10‑15g/L，所述

精炼剂的浓度为10‑15g/L，染色碱剂的浓度为3‑5g/L。

[0041] 浸轧染液中所使用的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3‑5％o.w .f、10‑15g/L的渗透剂、30‑

50g/L的上色助剂；浸轧后的待液率为120‑150％。上色助剂中含有10‑20％的元明粉、5‑8％

的甲基丙烯酸、4‑8％的硝酸锌、1‑3％的有机酸络合剂、10‑20％的羧甲基纤维素钠、2‑5％

的支链化异构醇醚。非水介质固色的温度为120‑130℃，时间为2‑3分钟。在有机酸络合剂可

与亚麻纤维相结合，可提高该纤维对染料的吸附力，可使得色牢度提高。而且羧甲基纤维素

钠可提高棉纤维对于染料的吸队力，可提高棉纤维的色牢度。并且支链化异构醇醚可提高

对涤纶纤维对染料的吸附力，可提高涤纶纤维的色牢度。并且由于此三种原料对于三种纤

维对于染料的吸附效果不同，可使得该面料上的颜色具有深浅的区别，为该面料成品具有

色彩丰富性。

[0042] 实施例二

[0043] 本实施例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亚麻混纺花式纱人字纹面料的生产工艺，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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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的区别在于：

[0044] 在步骤E面料的染色中，漆酶的浓度为5‑10g/L，所述果胶酶的浓度为10‑15g/L，所

述精炼剂的浓度为10‑15g/L，染色碱剂的浓度为3‑5g/L。

[0045] 浸轧染液中所使用的染液中含有活性染料3‑5％o.w .f、10‑15g/L的渗透剂、30‑

50g/L的上色助剂；浸轧后的待液率为120‑150％。上色助剂中含有10‑20％的元明粉、5‑8％

的甲基丙烯酸、4‑8％的硝酸锌、1‑3％的有机酸络合剂、10‑20％的羧甲基纤维素钠、2‑5％

的支链化异构醇醚。非水介质固色的温度为120‑130℃，时间为2‑3分钟。

[0046] 对实施例一及实施例二所制备的面料进行同色性和色牢度进行测试。

[0047] 同色性测试是指使用Datacolor  SF600分光度仪测定2种纤维染色后的颜色指标

L，用明差度△L表示同色性，△L小，表示同色性越好。在本发明中

[0048] △L＝L涤纶－L亚麻；

[0049] 具体的测试结构见下表：

[0050]   L涤纶 L亚麻 △L

实施例一 50.64 39.37 11.27

实施例二 48.32 35.16 13.16

[0051] 可见实施例一及实施例二所制备的面料的同色性较差，即在面料中不同颜色表现

出不同的颜色浓度，可使得面料具有独特的风格。

[0052] 对实施例一及实施例二所涉及的面料进行色牢度测试。根据国家检测标准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C类以及GB/T2665‑2017《女西服、大衣》的检

测方法和要求此面料的检测结果详见下表。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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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在耐皂洗牢度的测试中是采用方法A(1)(洗涤温度40℃，洗涤时间30分钟，5g/L皂

片洗涤剂)。

[0056] 由上表可以看出，实施例一及实施例二所制备的面料在耐汗渍色牢度、耐摩色牢

度、耐皂洗牢度方面具有较高的等级。经过检测此方法生产的面料在色牢度方面复合各项

服用面料的要求。为我公司生产花式类面料争取了市场赢得应对品牌商要求面料适应快速

反应机制的先机。

[005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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