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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多彩

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A）纱线生产工序：选用青、品红和黄三种颜色

的棉纤维为原料进行粗纱条纺制，纱线采用数码

纺纱机纺制，不同颜色渐变混纺比变化量为10%，

每个比例的变化长度为10cm；所纺30 S渐变纱同

时与30 S纯黄色纱进行合股并线；B）横机编织工

序：在电脑横机上进行编织，面料采用织物组织

为单面平针；横密：62.5/10cm；纵密：39/10cm。本

发明所编织的面料有风格独特，层次丰富，有较

强的立体感和时尚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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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纱线生产工序：选用青、品红和黄三种颜色的棉纤维为原料进行粗纱条纺制，纱线采

用数码纺纱机纺制，不同颜色渐变混纺比变化量为10%，每个比例的变化长度为10cm；所纺

30  S渐变纱同时与30  S纯黄色纱进行合股并线；

B）横机编织工序：在电脑横机上进行编织，面料采用织物组织为单面平针；横密：62.5/

10cm；纵密：39/10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A中，首先将青，品红和黄三种颜色棉纤维经抓取、混合、开松、成卷、梳理、并条、粗纱工序

后分别制成粗纱条；然后将三个不同颜色粗纱同时喂入经后区牵伸改造的数码纺纱机进行

纺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A中，粗纱条纺制之前还包括前纺工艺：色纤维→开清棉→梳棉→预并条、条并卷→精梳

→2道并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A中，粗纱牵伸6.1~7.5，粗纱定量3.5~4.5g/10m，粗纱捻系数85~9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A中，设置中、后罗拉中心距为65mm；罗拉加压设置为前、中、后加压180*120*140N/双锭，

锭速700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B中，针号：12G；纱线：采用30S/2  股线；克重：293克/平方米；纱线张力50~60c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

骤B中，编织时先对纱线进行润滑及上蜡处理。

8.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采用

如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518327 A

2



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针织服装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世界服

装领域呈现出向针织服装发展的趋势。针织面料作为针织服装的主要原料，既有针织服装

的一般共性，又具有特有的个性，以其柔软、舒适、贴体又富有弹性的优良性能形成了独特

的风格。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针织面料的休闲化、时装化顺应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原料

向天然和环保发展、面料向功能化发展，已在现代服装行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

现代人着装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商机。

[0003] 近年来随着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采用各类花式纱线织成面料成为一种趋势。从

当前国内外花式纱线发展状况来看，原料多元化、结构复合型是两大发展趋势，传统花式纱

线是基于平行纱、竹节纱、波纹纱、圈圈纱等不同成纱结构交替使用或混入具有特殊性能的

纤维，而通过多色彩组合使纱线呈复合色，可使产品更加丰富多彩。多组分纤维复合成纱技

术是成功开发环锭纺花式纱线产品的关键，从国内外资料及展示的设备来看，多组份耦合

式纱线的一种形式就是段彩纱。在多色并条针梳机的后部喂入有色或无色的纤维条，从机

身侧旁四个喂入机位，用电脑程序控制器，分段控制四个步进电机传动的配色罗拉转速，实

现分段配色，制成段彩条，再纺制成段彩纱。该工艺可以在同一工序中实现多色段配色，但

该工艺对纤维长度、纤维类别有一定要求，适宜于针梳牵伸加工方法，毛纤维条经后道工序

牵伸后，色段长度长，产品有较大局限性；饰纱色条是在基条纵向的四个不同点位喂入，要

达到各点位任意配色的头尾衔接，工艺制订和更改较难。

[0004] 目前国内现有的段彩纱生产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并条机分段喂入法

并条机分段喂入法主要应用于毛纺。仿制国外的设备在并条工序采用电脑程序控制变

频或伺服电机，多点位对有色纤维条分段喂入，形成段彩毛条。这种方法适用于纤维长度较

长的毛型纤维，并条机为针梳并条机，产品经后道工序加工后，段彩长度较长。

[0005] 2、细纱机三罗拉牵伸法

在细纱工序中，对细纱机的三罗拉牵伸机构加以简单的改造，主干芯纱从中罗拉喂入，

辅纱从后罗拉喂入，并通过电动或机械装置控制辅纱进行间断喂入，主干芯纱与辅纱在中

罗拉钳口处集合从而达到段彩效果。

[0006] 3、细纱机四罗拉牵伸法

在三罗拉的基础上，增加一根后罗拉，三罗拉和四罗拉的上胶辊采用阶梯胶辊，分别握

持喂入的两根粗纱，主干芯纱从四罗拉喂入，辅纱从三罗拉喂入，粗纱须条受阶梯胶辊控

制，从阶梯胶辊的直径较小端上面通过，而粗纱须条从阶梯胶辊的直径较小端上面通过，受

阶梯胶辊控制，程序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使三罗拉和四罗拉分段变速驱动，在一罗拉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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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构成的主牵伸内集合，实现段彩纱效果;  其段彩控制原理和纺纱效果与三罗拉牵伸法

类似，所不同的是三罗拉和四罗拉的速度均可，主纱增加了后区牵伸控制，成纱条干匀度相

对较好，但其三罗拉和四罗拉对粗纱的握持点相对二罗拉的间距不一样，不适宜于棉型纤

维条牵伸纺纱，同时三罗拉和四罗拉对粗纱的握持点不在喂入粗纱长度的同一点，不能同

步且同点位调速控制，影响成纱条干，工艺调整复杂。四罗拉法虽可纺制条干相对均匀的段

彩纱，但主辅纱的混纺比例由于受到主辅粗纱定量和后区牵伸倍数的限制，调节与控制都

不够方便。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及其制备方法，提高最终面

料的成料水平，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0008] 现有技术的主要问题在于，纺制渐变纱时需要对纺纱机构进行改造，其次是纺纱

时不能实时改变不同喂入通道的质量混纺比。本发明通过对普通环锭纺后区牵伸机构进行

改进，可以同时喂入3根粗纱，且各自的后区牵伸倍数可独立控制。混纺比变化量，变化长

度，编织工艺都是常规手段，但其变化量及变化长度的量给定是根据多次试纺实验得出来

的较好的工艺优数，其显著效果是所织成的面料色彩过渡自然，不突兀。

[0009]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A）纱线生产工序：选用青、品红和黄三种颜色的棉纤维为原料进行粗纱条纺制，纱线采

用数码纺纱机纺制，不同颜色渐变混纺比变化量为10%，每个比例的变化长度为10cm；所纺

30  S渐变纱同时与30  S纯黄色纱进行合股并线；

B）横机编织工序：在电脑横机上进行编织，面料采用织物组织为单面平针；横密：62.5/

10cm；纵密：39/10cm。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固定其中一种颜色粗纱，对其它任意两根粗纱变化比例

进调整，即比例从10%：10%：80%变到10%：80%：10%，再变到10%：10%：80%，每个比例的变化长

度为10cm。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首先将青，品红和黄三种颜色棉纤维经抓取、混合、开松、

成卷、梳理、并条、粗纱工序后分别制成粗纱条；然后将三个不同颜色粗纱同时喂入经后区

牵伸改造的数码纺纱机进行纺纱。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在数码纺纱机的控制上，先确定纺纱速度7000r/min，并

采用伺服电机对不同纺纱段的颜色混纺比进行精度调控。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粗纱条纺制之前还包括前纺工艺：色纤维→开清棉→梳

棉→预并条、条并卷→精梳→并条（2道）。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采用原棉染色，原棉经过染色后，纤维物理性能下降，在

开松过程中，应遵循“先缓后剧，渐进开松”，达到少损伤纤维的效果。除杂过程与纺普通白

纱工艺相近，采用早落杂质的工艺，以防杂质在加工过程中破碎，更难以清除。为了保证色

纤维的充分混合及均匀输送，做到稳定供应，在开清棉流程中配置两台棉箱（给棉机）。染色

纤维经过染色和水洗，纤维中所含杂质有所下降，所用开清棉工艺中，配置3个开清点数，通

常以开棉机和清棉机打手为开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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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开清棉机台配置：

FA002（2台）→FA121→FA104→FA022→FA106→A062→A092AST→FA141

纤维经过染色，物理机械性能下降，开清棉工序中，开棉机打手速度适当降低，可以减

少纤维损伤，降低棉结增加量，开棉机各尘棒间距按棉流自入口至出口由大减小。由于色纤

维成本较高，开清棉和梳棉工序，在提高单机除杂效能的基础上，适当减小落棉率。落棉率

控制在原棉含杂率的70-75%。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精梳准备工序采用：预并条（6根）→条并卷（28根）。采用

此工艺，棉卷横向比较均匀，纤维有一定扩散，小卷定量重，能提高精梳机产量，同时有利于

去除短绒。

[0017]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粗纱工艺配置：由于所纺细纱支数较低，细纱机具有较强

的牵伸能力，粗纱牵伸偏小掌握（6.1~7.5），粗纱定量适当选取（3.5~4.5g/10m），粗纱捻系

数偏小掌握（85~91），有利于提高粗纱质量，还可以节约粗纱机台。

[0018]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设置中、后罗拉中心距为65mm；罗拉加压设置为前、中、后

加压180*120*140N/双锭，锭速7000r/min。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B中，针号：12G。纱线：采用30S/2  股线。克重：293克/平方米。

[0020]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B中，面料采用电脑横机编织，编织时先对纱线进行润滑及上

蜡处理，以提高纱线的顺滑度，并通过张力进行优化（50~60cN），从而避免在编织过程中因

纱线打结造成断纱，从而导致面料线圈不匀，出现条影等瑕疵。

[0021] 更优选的，所述的步骤B之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套口→平车→手缝→水洗→烘干→整烫→包装→入库。

[0022] 更优选的，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的制备方法的具体工艺流程包括：

A）纱线生产工序：抓棉→混合→开松→成卷→梳理→精梳准备→精梳并条→粗纱（三

种颜色）→细纱（多彩渐变数码纱）；

B）面料生产工序：多彩渐变数码纱→并线→倒筒→织片→套口→平车→手缝→水洗→

烘干→整烫→包装→入库。

[0023]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所述的多彩渐变数码纱

针织面料采用上述任一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优点在于：

（1）纺纱工艺：采用经后区牵伸改造后数码纺纱机进行纱线的纺制，动态对三种颜色在

加捻三角区的混纺比例进行梯度调控，实现纱线外观颜色的渐变效果。并对其纱线并线成

纱，达到面料用纱线及服用性能的要求。

[0025] （2）后罗拉数控技术：采用在纺纱时，以时间为变量对不同颜色粗纱牵伸比例进行

高精度的动态控制，同时保持总牵伸倍数恒定。

[0026] （3）选用电脑横机进行面料编织。所开发的产品通过对三个不同颜色粗纱混纺比

例进行动态实时调控，获得纱线在其长度方向上的颜色渐变效果，整个生产过程无需染色，

环保节能，所编织的面料有风格独特，层次丰富，有较强的立体感和时尚感，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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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28] 具体工艺流程：

纱线生产：抓棉→混合→开松→成卷→梳理→精梳准备→精梳并条→粗纱（三种颜色）

→细纱（多彩渐变数码纱）；

面料生产：多彩渐变数码纱→并线→倒筒→织片→套口→平车→手缝→水洗→烘干→

整烫→包装→入库。

[0029] （1）纱线的设计

为使所开发的产品的不仅具有良好的手感、吸湿、柔软等服用性能要求，及渐变层次丰

富，还具有时尚、随意、大方的外观风格，采用棉纤维为原料，同时选用青，品红和黄三种颜

色棉纤维进行混合纺制来突显其风格。

[0030] 在渐变效果呈现上，采用梯度式混纺比例变化，并对纤维尺度下的混纺呈色效果

进行优化设计。

[0031] 对三种颜色混纺比例进行设计：设定渐变颜色变化梯度为10%，固定其中一根粗

纱，对其它任意两根粗纱变化比例进调整，即比例从10%：10%：80%变到10%：80%：10%，再变到

10%：10%：80%，每个比例的变化长度为10cm。

[0032] （2）纺纱工艺设计

传统的混色纱线纺制工艺，都是在抓棉或者并条工序对不同颜色或性能的纤维原料进

行混合，并将其制成粗纱后进行纺纱。然而通过该方法所生产的纱线无法实现其颜色在长

度方向上的短片段渐变。为此，在本产品的纱线纺制过程中，首先将青，品红和黄三种颜色

棉纤维经抓取、混合、开松、成卷、梳理、并条、粗纱工序后分别制成粗纱条；然后将三个不同

颜色粗纱同时喂入经后区牵伸改造的数纱纺纱机进行纺纱，并对渐变工艺进行优选。

[0033] 纱线采用数码纺纱机纺制，不同颜色渐变混纺比变化量比例从10%：10%：80%变到

10%：80%：10%，再变到10%：10%：80%，每个比例的变化长度为10cm。在数码纺纱机的控制上，

先确定纺纱速度7000r/min，并采用伺服电机对不同纺纱段的颜色混纺比进行精度调控。为

提高渐变效果，所纺30  S渐变纱同时与30  S纯黄色纱进行合股并线。

[0034] 由于色纺纱线所使用的纤维都是经过纤维染色之后，再经过纺纱流程，而纤维染

色对纤维的物理机械性能有一定损伤，针对这种情况，色纺纱的纺纱各工序的工艺设置与

普通白纺纱线有一定的区别。色纺纱线产品通常都是面向中高端市场，所以原料的配棉等

级通常要比相同纱支的普通纱线略高，以弥补纤维染色对纤维损伤，造成的染色纤维可纺

性下降以及物理性能的下降。

[0035] 前纺工艺配置：

色纤维→开清棉→梳棉→预并条、条并卷→精梳→并条（2道）。

[0036] 纺纱是一个系统工程，开清棉是棉纺工程的起点，是决定棉纺工程质量的关键工

序之一。开清棉工艺应力求科学合理，使生产按最佳流程和工艺条件进行。

[0037] 采用原棉染色，由于棉纤维开松不够充分，同一染缸所染的棉纤维会有一定的色

差，同时，经过不同染缸染色的纤维也会存在一定的缸差。在抓棉工序中，色纤维的排包、混

合同样需要重视，以解决色差、提高均匀度。

[0038] 表1.染色纤维性能指标

颜色种类 马克隆值 上半部平均长度/mm 长度均匀度 /% 短绒率 断裂强度 /gf/tex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9518327 A

6



品红 3.95 29.07 82.10 12.00 28.50

黄 3.89 29.37 82.50 11.67 28.70

青 4.01 29.27 82.20 11.86 28.80

原棉经过染色后，纤维物理性能下降，在开松过程中，应遵循“先缓后剧，渐进开松”，达

到少损伤纤维的效果。除杂过程与纺普通白纱工艺相近，采对性用早落杂质的工艺，以防杂

质在加工过程中破碎，更难以清除。为了保证色纤维的充分混合及均匀输送，做到稳定供

应，在开清棉流程中配置两台棉箱（给棉机）。染色纤维经过染色和水洗，纤维中所含杂质有

所下降，所用开清棉工艺中，配置3个开清点数，通常以开棉机和清棉机打手为开清点。

[0039] 开清棉机台配置：

FA002（2台）→FA121→FA104→FA022→FA106→A062→A092AST→FA141

纤维经过染色，物理机械性能下降，开清棉工序中，开棉机打手速度适当降低，可以减

少纤维损伤，降低棉结增加量，开棉机各尘棒间距按棉流自入口至出口由大减小。由于色纤

维成本较高，开清棉和梳棉工序，在提高单机除杂效能的基础上，适当减小落棉率。落棉率

控制在原棉含杂率的70-75%。

[0040] 染色纤维在梳棉工序相对原棉更容易形成短绒，梳棉机刺辊速度适当降低，减少

握持预分梳作用，降低纤维损伤。同时，锡林速度可以保持与普通白纱相同速度，锡林速度

降低会减少单位时间内作用于纤维上的针尖数，降低梳理作用，且降低锡林速度会使，锡林

的分梳负荷提高，纤维容易在针面上搓转而形成棉结，锡林速度降低也不利于排杂。

[0041] 精梳准备工序采用：预并条（6根）→条并卷（28根）

采用此工艺，棉卷横向比较均匀，纤维有一定扩散，小卷定量重，能提高精梳机产量，同

时有利于去除短绒。

[0042] 粗纱工艺配置：

由于所纺细纱支数较低，细纱机具有较强的牵伸能力，所以粗纱牵伸偏小掌握（6.1~
7.5），粗纱定量适当选取（3.5~4.5g/10m），粗纱捻系数偏小掌握（85~91），有利于提高粗纱

质量，还可以节约粗纱机台。

[0043] 细纱工艺配置：

在细纱工序生产渐变纱，三个牵伸通道的牵伸倍数呈动态变化，且总牵伸倍数和后区

牵伸倍数跨度很大，需要综合各因素制定工艺，对细纱工艺要求较高。

[0044] 后牵伸区工艺：由于各通道后区牵伸倍数动态变化，且变化范围较大，后区需要承

担较大的牵伸，后牵伸区中的粗纱捻度较高，纤维之间的抱合力较大，需要适当增大后牵伸

区罗拉中心距，设置中、后罗拉中心距为65mm。

[0045] 总牵伸倍数和后区牵伸倍数变化范围都较大，罗拉加压偏大掌握，设置为前、中、

后加压180*120*140N/双锭。皮圈采用弹性钳口，综合考虑牵伸区中纤维量，在牵伸倍数低，

纤维量大时，不能出硬头，在牵伸倍数高，纤维量小时，又要对纤维有效控制，皮圈钳口隔距

适中掌握，采用3.0隔距块。纺制渐变色纱，动态变化牵伸比，锭速7000r/min较普通白纺纱

低很多。纺纱工艺参数如表2所示。

[0046] 表2 纺纱工艺参数

前区牵伸 总牵伸1 总牵伸2 总牵伸3

25.77 30.92 247.4 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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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5 35.34 123.7 247.4

34.36 41.23 82.47 247.4

41.23 49.48 61.85 247.4

41.23 61.85 49.48 247.4

34.36 82.47 41.23 247.4

29.45 123.7 35.34 247.4

25.77 247.4 30.92 247.4

29.45 247.4 35.34 123.7

34.36 247.4 41.23 82.47

41.23 247.4 49.48 61.85

41.23 247.4 61.85 49.48

34.36 247.4 82.47 41.23

29.45 247.4 123.7 35.34

25.77 247.4 247.4 30.92

29.45 123.7 247.4 35.34

34.36 82.47 247.4 41.23

41.23 61.85 247.4 49.48

41.23 49.48 247.4 61.85

34.36 41.23 247.4 82.47

（3）横机工艺

本发明产品采用电脑横机进行编织，主要针对了电脑横机的纱线张力进行了优化（50~
60cN），从而避免在编织过程中因纱线打结造成断纱，从而导致面料线圈不匀，出现条影等

瑕疵。具体方法是先将纱线进行润滑及上蜡处理，以提高纱线的顺滑度，采用新型的储纱装

置对其张力进行严格控制，从而很好避免因纱线引力不匀而造成断纱，瑕疵等问题。

[0047] 本发明的产品采用织物组织为单面平针。横密：62.5/10cm；纵密：39/10cm。针号：

12G，在电脑横机上编织。纱线：采用30S/2  股线。克重：293克/平方米。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面

料手感柔软挺括，颜色变化丰富，层次鲜明，具有立体感和幻彩效果。

[0048] 本发明对原料选取，纱线设计，纺纱技术参数优选及横机工艺优化，最终成功开发

出了多彩渐变数码纱针织面料。经相关标准检测，所开发的产品未检测出甲醛，具有很好环

保特点；耐洗色牢度、耐摩擦牢度均高于标准，达到《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

规定，符合B类安全性要求，产品质量等级符合《针织工艺衫》一等品要求。产品生产工艺可

行、产品质量及功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已批量生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0049] 以上已对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

实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创造精神的前提下还可做出种种的等同的

变型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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