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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

计方法及其生产工艺，本发明采用麻纤维替代涤

棉织物纬纱中的涤纶纤维，用竹纤维替代经纱中

的棉纤维，开发出一款新型的竹/涤/棉/麻衬衫

面料，能够彻底解决传统涤棉面料固有的透气性

能差，穿着时有闷热感，以及产生静电等固有缺

陷，保留面料原有的的挺括、美观性能，并赋予面

料极佳的舒适性，以及抗紫外、防辐射、抗菌抑菌

功能，竹涤棉麻衬衫面料成为一款时尚、美观、舒

适的功能性面料，受到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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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设计方法如下：

(1)原料的选用：本面料设计时，经纬纱选用了两种不同的纱线，经纱为11.8tex的竹涤

混纺纱，纬纱选用14.6tex的棉麻混纺纱；

(2)面料的舒适性：本面料中涤纶纤维占30％，竹纤维占30％，棉纤维占28％，麻纤维占

12％，面料的平均回潮率达到7.54％；

(3)面料的功能性：竹纤维和麻纤维有天然的抗菌、抑菌功能，竹纤维的抗紫外线功能，

为棉纤维的400倍，能有效地防止紫外线灼伤皮肤；

(4)面料的其他性能：涤纶纤维的保形性能好；竹纤维和麻纤维的尺寸稳定性能也比较

优越，而且纤维的光泽度好，因此竹涤棉麻衬衫面料，挺括、美观性能和涤棉面料的性能相

近，透气性能、透湿性能要远优于涤棉面料，舒适性能极佳，肌体出汗时不再有闷热感，是一

款性能优异的面料；

(5)通过工艺优化，提高产量和质量：竹涤混纺纱，尽管比棉麻纱细，但纱线强力高，用

作经纱，能减少断头，利于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棉/麻混纺纱中，麻纤维抱合力差，纤维

间容易产生滑移，因而纱线强力低，容易断头；同时麻纤维纱线，毛羽多，用作经纱时，梭口

不容易清晰，将棉麻混纺纱用作纬纱，以降低面料的生产难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面料规格

如下：成品幅宽146.5cm，成品经密512根/10cm，成品纬密276根/10cm；坯布幅宽156.3cm，坯

布经密480根/10cm，坯布纬密264根/10cm；经织缩9.1％，纬织缩率4.1％，幅缩率6.3％，长

缩率4.3％，筘号154齿/10cm，上机筘幅163cm，地组织每筘3入，边组织每筘3入，一米经长

1.1，四页综生产，织物组织为平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经纱原料

为11.8tex竹/涤混纺纱，混纺比为50/50，颜色有4种，A表示丈兰色，B表示宝兰色，C表示海

兰色，D表示深绿色，色经排列为：65A，14C，66A，49D，10A，66B，7A，66B，10A，49D；一花中A纱

158根，B纱132根，C纱14根，D纱98根，一花402根，全幅19花，减头128根，减头颜色为：A纱13

根，B纱66根，D纱49根，全幅织物总经根数为7510根，其中A纱2989根，B纱2442根，C纱266根，

地纱1813根，边纱和地经纱相同，不单独设置，直接利用地经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纬纱原料

为14.6tex棉/麻混纺纱线，混纺比为棉70％，麻纤维30％，有四种颜色，a表示丈兰色，b表示

宝兰色，c表示海兰勾通，d表示深绿色。色纬排列顺序为44a，7c，44a，30d，5a，44b，5a，44b，

5a，30d；纬纱一花循环中，a纱103根，b纱88根，c纱7根，d纱60根，纬纱一花循环数为258根。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络筒：使用GA014MD型络筒机倒筒，络筒使用“低车速，小张力，保弹性”的工艺，络筒

速度设定为575m/min，络筒机配置轻、中、重三种张力垫圈，本织物络筒时选用“轻”张力垫

圈；

(2)整经：使用CGA114B-SM型分批整经机整经，整经时使用“低速度，保弹性”工艺，整经

速度确定为600m/min，整经时通道要光洁，整经时不再进行附加张力的设置，集体换筒，以

保持片纱张力的均匀；

整经配轴计算：A纱2989根，整成5只经轴，配轴为597*1+598*4；B纱2442根，整成4轴，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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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为610*2+611*2；C纱266根，单独成轴；D纱1813根，整成3轴，配轴为604*2+605*1；

(3)浆纱：使用GA301型浆纱机上浆，浆料配方为：聚酯淀粉50％，PVA浆料20％，固体丙

烯酸类浆料28％，蜡片2％，浆液粘度11-12S，浆槽温度95℃；浆纱速度控制在45-50m/min；

浆槽温度为95℃；上浆率控制在10％-11％之间；压浆工艺使用前重后轻的压浆工艺，前压

浆辊的压力为16kn，后压浆辊的压力为12kn；竹涤混纺比为50/50，纱线的公定回潮率为

6.2％，浆纱回潮率控制在5％-5.5％之间；

(4)穿综：织物组织为平纹，但根数比较多，使用两页综框织制时，消极式开口机构的弹

簧容易疲劳，导致产生机械故障，因此要使用四页综织制，穿综顺序为四页综顺穿，钢筘每

筘3入；

(5)织造：使用GA708型喷气织机织制，织机车速为600r/min；

开口时间为300°，织物经密大，选用早开口工艺，利于梭口清晰；

引纬工艺：纬纱始飞行角设定为90°，纬纱到达角设定为230°，纬纱实际到达角控制在

210°-230°之间，挡纱针的释放时间为72°，主喷喷气时间为68°-160°，使用8组辅助喷嘴，各

组辅助喷嘴喷气时间依次为68°-218°，86°-136°，103°-153°，121°-171°，138°-188°，156°-

216°，173°-230°，190°-300°；

喷气压力：主喷压力控制在0.23Mpa-0.28Mpa之间,辅喷压力控制在0.28Mpa-0.33Mpa

之间,实际生产过程中,根据纬纱实际到达角,调整喷气压力,纬纱到达角早于210°,适当调

小喷气压力,纬纱到达角晚于230°,适当调大喷气压力；

上机张力：织物组织为平纹,经密比较大,上机张力偏大控制,实际生产时,上机张力控

制在1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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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面料织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及其生产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涤棉衬衫面料，又称的确凉，以其挺括、美观、易洗快干，经久耐用，曾经在市场上

占有极大的份额，受到各年龄段的人的广泛喜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不再满足于吃

饱穿暧，经久耐用也不再成为人们优先选择的目标，涤棉衬衫面料透气性差，肌体出汗时有

闷热感，会产生静电等固有的缺陷，不再被人们所接受，涤棉衬衫面料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

逐年降低，因此，采用麻纤维替代涤棉织物纬纱中的涤纶纤维，用竹纤维替代经纱中的棉纤

维，开发出一款新型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能够彻底解决传统涤棉面料固有的透气性能

差，穿着时有闷热感，以及产生静电等固有缺陷，保留面料原有的的挺括、美观性能，并赋予

面料极佳的舒适性，以及抗紫外、防辐射、抗菌抑菌功能，竹涤棉麻衬衫面料成为一款时尚、

美观、舒适的功能性面料，受到人民的喜爱。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

计方法及其生产工艺。

[0004] 技术方案：一种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设计方法，所述的设计方法如下：

[0005] (1)原料的选用：本面料设计时，经纬纱选用了两种不同的纱线，经纱为11.8tex的

竹涤混纺纱，纬纱选用14.6tex的棉麻混纺纱；

[0006] (2)面料的舒适性：本面料中涤纶纤维占30％，竹纤维占30％，棉纤维占28％，麻纤

维占12％，面料的平均回潮率达到7.54％；

[0007] (3)面料的功能性：竹纤维和麻纤维有天然的抗菌、抑菌功能，竹纤维的抗紫外线

功能，为棉纤维的400倍，能有效地防止紫外线灼伤皮肤；

[0008] (4)面料的其他性能：涤纶纤维的保形性能好；竹纤维和麻纤维的尺寸稳定性能也

比较优越，而且纤维的光泽度好，因此竹涤棉麻衬衫面料，挺括、美观性能和涤棉面料的性

能相近，透气性能、透湿性能要远优于涤棉面料，舒适性能极佳，肌体出汗时不再有闷热感，

是一款性能优异的面料；

[0009] (5)通过工艺优化，提高产量和质量：竹涤混纺纱，尽管比棉麻纱细，但纱线强力

高，用作经纱，能减少断头，利于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棉/麻混纺纱中，麻纤维抱合力差，

纤维间容易产生滑移，因而纱线强力低，容易断头；同时麻纤维纱线，毛羽多，用作经纱时，

梭口不容易清晰，将棉麻混纺纱用作纬纱，以降低面料的生产难度。

[0010] 作为优化：所述的面料规格如下：成品幅宽146.5cm，成品经密512根/10cm，成品纬

密276根/10cm；坯布幅宽156 .3cm，坯布经密480根/10cm，坯布纬密264根/10cm；经织缩

9.1％，纬织缩率4.1％，幅缩率6.3％，长缩率4.3％，筘号154齿/10cm，上机筘幅163cm，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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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每筘3入，边组织每筘3入，一米经长1.1，四页综生产，织物组织为平纹。

[0011] 作为优化：所述的经纱原料为11.8tex竹/涤混纺纱，混纺比为50/50，颜色有4种，A

表示丈兰色，B表示宝兰色，C表示海兰色，D表示深绿色，色经排列为：65A，14C，66A，49D，

10A，66B，7A，66B，10A，49D；一花中A纱158根，B纱132根，C纱14根，D纱98根，一花402根，全幅

19花，减头128根，减头颜色为：A纱13根，B纱66根，D纱49根，全幅织物总经根数为7510根，其

中A纱2989根，B纱2442根，C纱266根，地纱1813根，边纱和地经纱相同，不单独设置，直接利

用地经纱。

[0012] 作为优化：所述的纬纱原料为14.6tex棉/麻混纺纱线，混纺比为棉70％，麻纤维

30％，有四种颜色，a表示丈兰色，b表示宝兰色，c表示海兰勾通，d表示深绿色。色纬排列顺

序为44a，7c，44a，30d，5a，44b，5a，44b，5a，30d；纬纱一花循环中，a纱103根，b纱88根，c纱7

根，d纱60根，纬纱一花循环数为258根。

[0013] 一种根据所述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络筒：使用GA014MD型络筒机倒筒，络筒使用“低车速，小张力，保弹性”的工艺，

络筒速度设定为575m/min，络筒机配置轻、中、重三种张力垫圈，本织物络筒时选用“轻”张

力垫圈；

[0015] (2)整经：使用CGA114B-SM型分批整经机整经，整经时使用“低速度，保弹性”工艺，

整经速度确定为600m/min，整经时通道要光洁，整经时不再进行附加张力的设置，集体换

筒，以保持片纱张力的均匀；

[0016] 整经配轴计算：A纱2989根，整成5只经轴，配轴为597*1+598*4；B纱2442根，整成4

轴，配轴为610*2+611*2；C纱266根，单独成轴；D纱1813根，整成3轴，配轴为604*2+605*1；

[0017] (3)浆纱：使用GA301型浆纱机上浆，浆料配方为：聚酯淀粉50％，PVA浆料20％，固

体丙烯酸类浆料28％，蜡片2％，浆液粘度11-12S，浆槽温度95℃；浆纱速度控制在45-50m/

min；浆槽温度为95℃；上浆率控制在10％-11％之间；压浆工艺使用前重后轻的压浆工艺，

前压浆辊的压力为16kn，后压浆辊的压力为12kn；竹涤混纺比为50/50，纱线的公定回潮率

为6.2％，浆纱回潮率控制在5％-5.5％之间；

[0018] (4)穿综：织物组织为平纹，但根数比较多，使用两页综框织制时，消极式开口机构

的弹簧容易疲劳，导致产生机械故障，因此要使用四页综织制，穿综顺序为四页综顺穿，钢

筘每筘3入；

[0019] (5)织造：使用GA708型喷气织机织制，织机车速为600r/min；

[0020] 开口时间为300°，织物经密大，选用早开口工艺，利于梭口清晰；

[0021] 引纬工艺：纬纱始飞行角设定为90°，纬纱到达角设定为230°，纬纱实际到达角控

制在210°-230°之间，挡纱针的释放时间为72°，主喷喷气时间为68°-160°，使用8组辅助喷

嘴，各组辅助喷嘴喷气时间依次为68°-218°，86°-136°，103°-153°，121°-171°，138°-188°，

156°-216°，173°-230°，190°-300°；

[0022] 喷气压力：主喷压力控制在0.23Mpa-0 .28Mpa之间,辅喷压力控制在0.28Mpa-

0 .33Mpa之间,实际生产过程中,根据纬纱实际到达角,调整喷气压力,纬纱到达角早于

210°,适当调小喷气压力,纬纱到达角晚于230°,适当调大喷气压力；

[0023] 上机张力：织物组织为平纹,经密比较大,上机张力偏大控制,实际生产时,上机张

力控制在1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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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有益效果：本发明制备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用竹纤维替代涤棉面料经纱中的棉

纤维，竹纤维的柔软性要优于棉纤维，光泽度好，织制的面料具有极佳的悬垂性。用麻纤维

替代涤棉面料纬纱中的涤纶纤维，麻纤维光泽好，吸湿、透气，穿着时有凉爽感，是夏季面料

理想的纤维材料。竹涤棉麻衬衫面料，具有涤棉面料的挺括、美观，同时又赋予了面料极佳

的透气性、透湿性，能讯速吸肌体产生的汗水，保持肌体的干爽，不会像涤棉面料哪样，穿着

时有闷热感，也不会像纯棉织物哪样，吸湿后有粘人感。夏季汗水多，容易滋生细菌，竹纤维

和麻纤维都具有抗菌抑菌功能；夏季户外活动时，日照强烈，容易灼伤皮肤，竹纤维和麻纤

维都有防紫外、防辐射功效，能永久有效地防止灼伤皮肤。

[0025] 本发明生产竹涤棉麻色织衬衫面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竹纤维比较娇嫩，

耐磨性差，需要与耐磨性好的合成纤维混纺，以提高面料的耐用性能；(2)麻纤维抱合力差，

纱线中的纤维容易产生滑移，需要和其他纤维混纺交织，以提高麻纤维纱线的织造性能；

(3)麻纤维类纱线，毛羽多，浆纱不能使毛羽伏贴，断头率高，用作纬纱，可以降低面料的生

产难度；(4)准备工序要以“小张力、低速度、保弹性”作为工艺的基本原则，纱线经过的通道

要光洁，尽量减少对竹纤维的损伤。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使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的界

定。本发明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实施例

[0028] 本发明生产的竹涤棉麻四合一衬衫面料，用竹纤维替代涤棉织物经纱中的棉纤

维，用麻纤维替代纬纱中的涤纶纤维，保留涤棉衬衫面料挺括、美观的优良性能，解决涤棉

面料透气性差、穿着时有闷热感的缺陷，并赋予新开发面料极佳的舒适性、优良的防紫外、

防辐射及抗菌抑菌功能。

[0029] 1.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0030] 1.1产品开发

[0031] 1.1.1原料的选用：影响面料性能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纤维种类，涤棉面料的优越性

能和其固有缺陷，都是由涤纶纤维的基本性能决定的。面料开发时，需要通过合理地选择多

种纤维，使其按一定的比例混纺交织，取其优点，改善缺陷，在性能上实现优势互补。本面料

设计时，经纬纱选用了两种不同的纱线，经纱为11.8tex的竹涤混纺纱，纬纱选用14.6tex的

棉麻混纺纱。竹涤棉麻衬衫面料与涤棉面料相比较，传统的涤棉衬衫面料，经纬纱线均为涤

棉混纺纱，涤棉面料经纱中的棉纤维用竹纤维替代，纬纱中的涤纶纤维用麻纤维替代，开发

出竹涤棉麻衬衫面料。

[0032] 涤纶纤维以其强度高，耐磨性能好，织制的面料具有挺括、美观、经久耐用的特点，

因此面料开发中，经纱选用50％的涤纶纤维，目的是保留涤棉面料原有的优良性能。竹纤维

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竹纤维强度高，弹性好，公定回潮率为12％，织制的面料悬垂性好，

将传统的涤棉面料经纱中的棉纤维，用竹纤维替代，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涤棉面料的挺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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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尺寸稳定性好等优良性能，而且竹纤维的透气性能、透湿性能优越，与涤纶纤维混纺后，

织制的织物能有效解决涤棉面料透气性能差、有闷热感的固有缺陷。

[0033] 传统的涤棉衬衫面料中，涤纶含量高，面料挺括、美观，经久耐用。但涤纶纤维含量

高，会导致面料的透气性能下降，严重地影响了面料的舒适性能，用麻纤维替代纬纱中的涤

纶纤维，麻纤维刚性大，有会呼吸的纤维之称，舒适性能优越，短时间内能吸收大量的水份，

对保持肌体的干爽有利。

[0034] 1 .1 .2面料的舒适性：各种纤维在面料中的占有比，对面料的性能影响很大，需要

合理地选择各种纤维在面料中的占有比。本面料中涤纶纤维占30％，竹纤维占30％，棉纤维

占28％，麻纤维占12％，这种占有比使面料的舒适性能极佳，竹纤维和麻纤维的吸湿性能非

常好，能讯速吸收肌体产生的汗水，保持肌体的干爽，面料的平均回潮率达到了7.54％，亲

肤性能极好。

[0035] 1.1.3面料的功能性：竹纤维和麻纤维的加入还赋予了面料一些特殊的功能，夏季

天气炎热，容易产生细菌、导致皮肤骚痒，竹纤维和麻纤维有天然的抗菌、抑菌功能。夏季日

照强烈，紫外线强烈，容易灼伤皮肤，竹纤维的抗紫外线功能，为棉纤维的400倍，能有效地

防止紫外线灼伤皮肤。

[0036] 1.1.4面料的其他性能：涤纶纤维的保形性能好；竹纤维和麻纤维的尺寸稳定性能

也比较优越，而且纤维的光泽度好，因此竹涤棉麻衬衫面料，挺括、美观性能和涤棉面料的

性能相近，透气性能、透湿性能要远优于涤棉面料，舒适性能极佳，肌体出汗时不再有闷热

感，是一款性能优异的面料。

[0037] 1.1.5通过工艺优化，提高产量和质量。竹涤混纺纱，尽管比棉麻纱细，但纱线强力

高，用作经纱，能减少断头，利于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棉/麻混纺纱中，麻纤维抱合力差，

纤维间容易产生滑移，因而纱线强力低，容易断头；同时麻纤维纱线，毛羽多，用作经纱时，

梭口不容易清晰。将棉麻混纺纱用作纬纱，以降低面料的生产难度。

[0038] 1.2面料规格

[0039] 成品幅宽146 .5cm，成品经密512根/10cm，成品纬密276根/10cm。坯布幅宽

156.3cm，坯布经密480根/10cm，坯布纬密264根/10cm。经织缩9.1％，纬织缩率4.1％，幅缩

率6.3％，长缩率4.3％，筘号154齿/10cm，上机筘幅163cm，地组织每筘3入，边组织每筘3入，

一米经长1.1，四页综生产，织物组织为平纹。

[0040] 经纱原料为11.8tex竹/涤混纺纱，混纺比为50/50，颜色有4种，A表示丈兰色，B表

示宝兰色，C表示海兰色，D表示深绿色，色经排列为：65A，14C，66A，49D，10A，66B，7A，66B，

10A，49D。一花中A纱158根，B纱132根，C纱14根，D纱98根，一花402根，全幅19花，减头128根，

减头颜色为：A纱13根，B纱66根，D纱49根，全幅织物总经根数为7510根，其中A纱2989根，B纱

2442根，C纱266根，地纱1813根，边纱和地经纱相同，不单独设置，直接利用地经纱。

[0041] 纬纱原料为14.6tex棉/麻混纺纱线，混纺比为棉70％，麻纤维30％，有四种颜色，a

表示丈兰色，b表示宝兰色，c表示海兰勾通，d表示深绿色。色纬排列顺序为44a，7c，44a，

30d，5a，44b，5a，44b，5a，30d。纬纱一花循环中，a纱103根，b纱88根，c纱7根，d纱60根，纬纱

一花循环数为258根。

[0042] 2.生产要点

[0043] 2.1络筒：使用GA014MD型络筒机倒筒，经纱为11.8tex竹涤混纺纱，纱线的强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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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耐磨性差，涤纶纤维容易产生静电，根据以上特点，确定络筒使用“低车速，小张力，保

弹性”的工艺，络筒速度设定为575m/min，络筒机配置轻、中、重三种张力垫圈，本织物络筒

时选用“轻”张力垫圈。

[0044] 2.2整经：使用CGA114B-SM型分批整经机整经，根据本织物经纱的特点，整经时使

用“低速度，保弹性”工艺，整经速度确定为600m/min，纱线较细，竹纤维耐磨性差，整经时通

道要光洁，整经时不再进行附加张力的设置，集体换筒，以保持片纱张力的均匀。

[0045] 整经配轴计算：A纱2989根，整成5只经轴，配轴为597*1+598*4；B纱2442根，整成4

轴，配轴为610*2+611*2；C纱266根，单独成轴；D纱1813根，整成3轴，配轴为604*2+605*1。

[0046] 2.3浆纱：使用GA301型浆纱机上浆。浆料配方为：聚酯淀粉50％，PVA浆料20％，固

体丙烯酸类浆料28％，蜡片2％，浆液粘度11-12S，浆槽温度95℃。

[0047] 根据相似相溶的原理，经纱为竹纤维和涤纶纤维混纺纱，而且经密比较高，根据这

一特点，选用混合浆料，聚酯淀粉对涤纶纤维和竹纤维都有很好的粘附力，但经纱比较细，

上浆率又比较高，纯酯化淀粉的浆膜比较硬，因此在配方中加入了PVA浆料。PVA浆料对竹纤

维和涤纶纤维都有优异的粘着力，加入PVA浆料后，浆膜的韧性好，改善了浆纱的织造性能，

但PVA浆料退浆困难，对环境有污染，需要控制PVA浆料的使用量，PVA浆料的比例为20％。织

物经密比较大，上浆时纱线间的粘连多，在浆料中加入了28％的固体丙烯酸类浆料，固体丙

烯酸类浆料，分绞性能好，利于保持浆膜完整，对竹纤维和涤纶纤维都有良好的粘附力，而

且退浆容易，但丙烯酸类浆料的浆膜柔软，耐磨性差，用量也不宜大。竹纤维耐磨性比较差，

在浆料配方中加入了2％的蜡片，以降低浆纱的摩擦系数，减少对竹纤维的损伤。

[0048] 浆纱速度控制在45-50m/min，浆纱速度不宜快。因为经密大，浆纱时粘连多，浆纱

速度快，容易引起分绞断头。

[0049] 压浆工艺使用前重后轻的压浆工艺，前压浆辊的压力为16kn，后压浆辊的压力为

12kn。使用这种压浆工艺，能兼顾浸透和被覆，纱线既能增强，又有优良的耐磨性能。

[0050] 上浆率控制在10％-11％之间，浆液为混合浆料，上浆率要低于纯淀粉资料，上浆

率高，纱线容易发脆，引起脆断头，上浆率低，耐磨性会差，同样引起断头。

[0051] 浆槽温度为95℃，浆液温度高，浆液浸透性好，对单纱的增强有利。

[0052] 竹涤混纺比为50/50，纱线的公定回潮率为6.2％，浆纱回潮率控制在5％-5.5％之

间。

[0053] 2.4穿综：织物组织为平纹，但根数比较多，使用两页综框织制时，消极式开口机构

的弹簧容易疲劳，导致产生机械故障，因此要使用四页综织制，穿综顺序为四页综顺穿，钢

筘每筘3入。

[0054] 2.5织造：使用GA708型喷气织机织制，织机车速为600r/min；

[0055] 开口时间为300°，织物经密大，选用早开口工艺，利于梭口清晰。

[0056] 后梁高度为0刻度。平纹织物一般要使用高后梁，本织物经密高，但纬密比较小，根

据这一特点，确定使用中等高度的后梁。后梁位置低，上层经纱张力大，梭口容易清晰；后梁

低，打纬阻力大，纬纱难以打紧。但由于本织物纬密小，可以使用较低的后梁。

[0057] 引纬工艺：纬纱始飞行角设定为90°，纬纱到达角设定为230°，纬纱实际到达角控

制在210°-230°之间，挡纱针的释放时间为72°，主喷喷气时间为68°-160°，使用8组辅助喷

嘴，各组辅助喷嘴喷气时间依次为68°-218°，86°-136°，103°-153°，121°-171°，13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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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16°，173°-230°，190°-300°。

[0058] 喷气压力：主喷压力控制在0.23Mpa-0 .28Mpa之间,辅喷压力控制在0.28Mpa-

0 .33Mpa之间,实际生产过程中,根据纬纱实际到达角,调整喷气压力,纬纱到达角早于

210°,适当调小喷气压力,纬纱到达角晚于230°,适当调大喷气压力。

[0059] 上机张力：织物组织为平纹,经密比较大,上机张力偏大控制,实际生产时,上机张

力控制在150kg左右。

[0060] 本发明制备的竹涤棉麻衬衫面料，用竹纤维替代涤棉面料经纱中的棉纤维，竹纤

维的柔软性要优于棉纤维，光泽度好，织制的面料具有极佳的悬垂性。用麻纤维替代涤棉面

料纬纱中的涤纶纤维，麻纤维光泽好，吸湿、透气，穿着时有凉爽感，是夏季面料理想的纤维

材料。竹涤棉麻衬衫面料，具有涤棉面料的挺括、美观，同时又赋予了面料极佳的透气性、透

湿性，能讯速吸肌体产生的汗水，保持肌体的干爽，不会像涤棉面料哪样，穿着时有闷热感，

也不会像纯棉织物哪样，吸湿后有粘人感。夏季汗水多，容易滋生细菌，竹纤维和麻纤维都

具有抗菌抑菌功能；夏季户外活动时，日照强烈，容易灼伤皮肤，竹纤维和麻纤维都有防紫

外、防辐射功效，能永久有效地防止灼伤皮肤。

[0061] 本发明生产竹涤棉麻色织衬衫面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竹纤维比较娇嫩，

耐磨性差，需要与耐磨性好的合成纤维混纺，以提高面料的耐用性能；(2)麻纤维抱合力差，

纱线中的纤维容易产生滑移，需要和其他纤维混纺交织，以提高麻纤维纱线的织造性能；

(3)麻纤维类纱线，毛羽多，浆纱不能使毛羽伏贴，断头率高，用作纬纱，可以降低面料的生

产难度；(4)准备工序要以“小张力、低速度、保弹性”作为工艺的基本原则，纱线经过的通道

要光洁，尽量减少对竹纤维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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