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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属

于针织织物加工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

括如下步骤：纺纱、针织、后整理；其通过以甲壳

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赛尔纤维制成

的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交织，得到坯

布；使坯布经过预定型、保湿整理、水洗、低温烘

干以及复定型，得到针织织物；其在保湿整理中

使用到的保湿整理剂为芦荟提取液、聚丙烯酰

胺、茶皂素、羧甲基纤维素以及丝素蛋白。本发明

中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通过针织工艺

织成的坯布，具有柔软、亲肤、杀菌以及保湿的作

用；经过后整理中的保湿整理之后，可以进一步

提高坯布的保湿的作用，使针织织物在多次水洗

之后仍能保持优良的保湿功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CN 109487543 B

2021.05.11

CN
 1
09
48
75
43
 B



1.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纺纱：按照重量比为3:4:2:1，分别选用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赛尔

纤维为原料，经过并条、粗纱以及细纱工序成为混纺纱，然后将混纺纱经过氧漂以及蒸纱处

理后备用；

S2:针织：将S1中处理后的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交织，得到坯布，其中，线圈长

度为混纺纱120‑130mm/100针，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90‑100mm/100针；

S3:后整理：将S2中的坯布经过预定型、保湿整理、水洗、低温烘干以及复定型，得到针

织织物；S3中低温烘干是指：将坯布在30‑40℃的温度下，烘干50‑60min；S3中复定型的条件

为：温度为150‑160℃，车速为18‑20m/min，超喂量为40‑50%；

其中保湿整理是指：将坯布浸入保湿整理剂中，浴比为1:30，在40‑50℃的温度下，浸泡

20‑30min，然后使其在54‑58℃的温度下，烘干60‑70min；

以重量份数计，所述保湿整理剂为芦荟提取液25‑35份、聚丙烯酰胺1‑2份、茶皂素6‑8

份、羧甲基纤维素2‑3份以及丝素蛋白1‑2份，以1000‑2000r/min的速度混合均匀后制得；

所述芦荟提取液采用如下方法制备：①取新鲜的芦荟叶，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去除芦

荟叶的外皮，取出芦荟叶肉，然后将芦荟叶肉进行粉碎，过200‑300目筛后，得到芦荟原液；

②以重量份数计，取1份芦荟原液，将其浸泡在10‑15份、重量百分数为1%的果胶酶的水溶液

中，在超声频率为30‑40kHz、温度为30‑40℃的条件下浸泡20‑30min；然后将其研磨30‑

40min，再次加入10‑20份、重量百分数为60%的乙醇溶液、6‑8份丙三醇、2‑3份芦芭胶以及

0.8‑1份聚乙二醇单油酸酯的混合液，继续浸泡40‑50min，得到混合物；③再将混合物经过

离心、过滤、减压浓缩后，得到芦荟提取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③中离心的条件

为转速为3000‑4000r/min，离心时间为10‑2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③中减压浓缩的

条件为温度为40‑50℃，压力为0.09‑0.01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S1中氧漂是指：将质

量浓度为5g/L的过碳酸钠的水溶液升温至40‑60℃，浴比为1:25，使混纺纱在其中浸泡30‑

4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S1中蒸纱处理是指：

将混纺纱在75‑80℃的温度下，蒸30‑40min，然后再在95‑100℃的温度下蒸30‑35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S3中预定型的条件

为：温度为170‑180℃，车速为10‑15m/min，超喂量为30‑4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特征在于：S3中水洗是指：将坯

布先在30‑50℃的温度下，水洗5‑10min，然后再在95‑100℃的温度下，水洗5‑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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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针织织物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针织织物从纱线到成品的工艺流程为纺纱、针织、验布、裁剪、缝制、整烫以及检

验；针织是指用织针将各种原料和品种的纱线构成线圈、再经串套连接成针织物的工艺过

程；其中，成圈是针织的基本工艺，成圈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退圈、垫纱、弯纱、带

纱、闭口、套圈、连圈、脱圈、成圈以及牵拉；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针织工艺又可分为经编工

艺和纬编工艺；经编工艺是指用多根纱线同时沿布面的纵向(径向)顺序成圈；纬编是指用

一根或多根纱线沿布面的横向(顺序成圈)；针织织物能在各个方向延伸，具有延伸性好、手

感柔软、悬垂性好、弹性好、吸湿透气性好和抗皱性能佳的优点，因此广泛用于毛衫、手套、

袜子、内衣等服饰面料。

[0003] 在秋冬季节，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皮肤上汗腺的分泌也会逐渐减少，并且冬季的

空气比较干燥，空气中的水分含量减少，导致人们的皮肤会产生干燥、脱皮的现象；为了缓

解这一情况，人们通常会在皮肤上涂抹保湿霜以缓解这一情况；但是随着衣物与皮肤的接

触摩擦，又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干燥；由于针织织物的舒适性好，因此其常常作为毛衫、内

衣等服饰与皮肤直接接触，因此人们开发出了一种具有护肤保湿功能的针织面料。

[0004] 现有技术中，申请公布号为CN102031699A的专利申请文件公开了一种护肤保湿针

织面料的生产方法，其加工步骤如下：1)在弱离子性的TAD护肤整理液和SCJ低温固着剂的

混合液中，加水搅拌均匀备用，所述SCJ低温固着剂、TAD护肤整理液和水的投入质量比为1:

1.7‑2.5:200‑333；2)在30‑40℃下将针织面料完全浸没于步骤1中的溶液中5‑8s，再经轧辊

脱水；3)将经步骤2)处理的针织面料在120‑140℃的定型温度和9‑12m/min的定型速度下，

定型150‑180s，得到所述护肤保湿针织面料。

[0005] 但是这种经过处理后的保湿针织面料仍然会存在多洗洗涤后，保湿功能下降的问

题，降低其使用功效，因此如何能够在多水洗后仍能保持保湿的功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其通过具有保湿、杀菌作用的

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赛尔纤维成为混纺纱之后，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针

织成的坯布，具有柔软、亲肤、杀菌以及保湿的作用；经过后整理中的保湿整理之后，进一步

提高坯布的保湿的作用，使针织织物在多次水洗之后仍能保持优良的保湿功能。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纺纱：按照重量比为3:4:2:1，分别选用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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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纤维为原料，经过并条、粗纱以及细纱工序成为混纺纱，然后将混纺纱经过氧漂以及蒸

纱处理后备用；

[0010] S2:针织：将S1中处理后的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交织，得到坯布，其中，线

圈长度为混纺纱120‑130mm/100针，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90‑100mm/100针；

[0011] S3:后整理：将S2中的坯布经过预定型、保湿整理、水洗、低温烘干以及复定型，得

到针织织物；

[0012] 其中保湿整理是指：将坯布浸入保湿整理剂中，浴比为1:30，在40‑50℃的温度下，

浸泡20‑30min，然后使其在54‑58℃的温度下，烘干60‑70min；

[0013] 以重量份数计，所述保湿整理剂为芦荟提取液25‑35份、聚丙烯酰胺1‑2份、茶皂素

6‑8份、羧甲基纤维素2‑3份以及丝素蛋白1‑2份，以1000‑2000r/min的速度混合均匀后制

得。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赛尔纤维成为混纺

纱之后，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针织成的坯布，具有柔软、亲肤、杀菌以及保湿的作用；经过

后整理中的保湿整理之后，进一步提高坯布的保湿的作用，并且在多次水洗之后仍能保持

优良的保湿功能。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芦荟提取液采用如下方法制备：①取新鲜的芦荟叶，用

清水清洗干净之后，去除芦荟叶的外皮，取出芦荟叶肉，然后将芦荟叶肉进行粉碎，过200‑

300目筛后，得到芦荟原液；②以重量份数计，取1份芦荟原液，将其浸泡在10‑15份、重量百

分数为1％的果胶酶的水溶液中，在超声频率为30‑40kHz、温度为30‑40℃的条件下浸泡20‑

30min；然后将其研磨30‑40min，再次加入10‑20份、重量百分数为60％的乙醇溶液、6‑8份丙

三醇、2‑3份芦芭胶以及0.8‑1份聚乙二醇单油酸酯的混合液，继续浸泡40‑50min，得到混合

物；③再将混合物经过离心、过滤、减压浓缩后，得到芦荟提取液。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新鲜的芦荟叶肉经过果胶酶的酶解后，可以提高芦荟的

出汁率，促进芦荟中的多糖、蒽醌类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等成分的释放，将其与乙醇溶液、丙

三醇、芦芭胶以及聚乙二醇混合后，经过离心、过滤、减压浓缩后得到的芦荟提取物不仅具

有良好的保湿、抗菌作用，还能使小分子的芦荟提取物快速进入到纤维的孔隙中，提高芦荟

提取物对针织织物的附着力，提高针织织物的保湿、抗菌的作用，增加了针织织物的柔韧

性，并且对针织洗涤时，芦荟提取物不易对纤维的附着力强，在多次水洗后，针织织物仍能

保持良好的保湿、抗菌以及柔软亲肤的性能。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③中离心的条件为转速为3000‑4000r/min，离心时间

为10‑20min。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离心处理后，使芦荟中的颗粒物与芦荟中的小分子

分离，提高芦荟提取物的纯度。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③中减压浓缩的条件为温度为40‑50℃，压力为0.09‑

0.01MPa。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减压浓缩后，可以去除芦荟提取出中多余的水分与

杂质，提高芦荟提取物的浓度。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S1中氧漂是指：将质量浓度为5g/L的过碳酸钠的水溶液升

温至40‑60℃，浴比为1:25，使混纺纱在其中浸泡30‑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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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氧漂处理后，可以对纤维起到增白的作用，使用过碳

酸钠的漂白作用温和，对纤维的损伤较小，可以使针织织物的颜色更加亮丽。

[002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S1中蒸纱处理是指：将混纺纱在75‑80℃的温度下，蒸30‑

40min，然后再在95‑100℃的温度下蒸30‑35min。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蒸纱处理可以提高针织织物的强度、弹性，减少静电，提

高织造的效率，提高织物的上色效果，降低缩水率，提高针织织物的稳定性。

[002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S3中预定型的条件为：在温度为170‑180℃，车速为10‑15m/

min，超喂量为30‑40％。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预定型处理后的坯布，可以提高纱线的强度，提高其

尺寸稳定性。

[002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S3中水洗是指：将坯布先在30‑50℃的温度下，水洗5‑

10min，然后再在95‑100℃的温度下，水洗5‑10min。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水洗初六点后的坯布，可以降低其缩水率，提高针织

织物的尺寸稳定性。

[002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S3中低温烘干是指：将坯布在30‑40℃的温度下，烘干50‑

60min。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低温烘干的坯布，可以增强芦荟提取液对纤维的附

着力，使针织织物在多次水洗后仍能保持良好的保湿功能。

[003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S3中复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50‑160℃，车速为18‑20m/

min，超喂量为40‑50％。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复定型处理后的针织织物具有良好的保湿、抗菌以

及尺寸稳定性。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4] 1.通过具有保湿、杀菌作用的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赛尔纤维成为

混纺纱之后，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针织成的坯布，具有柔软、亲肤、杀菌以及保湿的作用；

经过后整理中的保湿整理之后，进一步提高坯布的保湿的作用，使针织织物在多次水洗之

后仍能保持优良的保湿功能；

[0035] 2.新鲜的芦荟叶肉经过果胶酶的酶解，与乙醇溶液、丙三醇、芦芭胶以及聚乙二醇

混合后，经过离心、过滤、减压浓缩后得到的芦荟提取物不仅具有良好的保湿、抗菌作用，还

能使小分子的芦荟提取物快速进入到纤维的孔隙中，提高芦荟提取物对针织织物的附着

力，提高针织织物的保湿、抗菌的作用，增加了针织织物的柔韧性，并且对针织洗涤时，芦荟

提取物不易对纤维的附着力强，在多次水洗后，针织织物仍能保持良好的保湿、抗菌以及柔

软亲肤的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一、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1‑4

[0038] 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1：①取新鲜的芦荟叶，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去除芦荟叶的

外皮，取出芦荟叶肉，然后将芦荟叶肉进行粉碎，过200目筛后，得到芦荟原液；②取1kg芦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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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将其浸泡在10kg、重量百分数为1％的果胶酶的水溶液中，在超声频率为30kHz、温度

为30℃的条件下浸泡20min；然后将其研磨30min，再次加入10kg、重量百分数为60％的乙醇

溶液、6kg丙三醇、2kg芦芭胶以及0.8kg聚乙二醇单油酸酯的混合液，继续浸泡40min，得到

混合物；③再将混合物在转速为3000r/min的条件下，离心10min；然后经过400目筛过滤后，

在温度为40℃，压力为0.09MPa的条件下减压浓缩，得到芦荟提取液。

[0039] 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2：①取新鲜的芦荟叶，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去除芦荟叶的

外皮，取出芦荟叶肉，然后将芦荟叶肉进行粉碎，过250目筛后，得到芦荟原液；②取1kg芦荟

原液，将其浸泡在12.5kg、重量百分数为1％的果胶酶的水溶液中，在超声频率为35kHz、温

度为35℃的条件下浸泡25min；然后将其研磨35min，再次加入15kg、重量百分数为60％的乙

醇溶液、7kg丙三醇、2.5kg芦芭胶以及0.9kg聚乙二醇单油酸酯的混合液，继续浸泡45min，

得到混合物；③再将混合物在转速为3500r/min的条件下，离心15min；然后经过450目筛过

滤后，在温度为45℃，压力为0.095MPa的条件下减压浓缩，得到芦荟提取液。

[0040] 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3：①取新鲜的芦荟叶，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去除芦荟叶的

外皮，取出芦荟叶肉，然后将芦荟叶肉进行粉碎，过300目筛后，得到芦荟原液；②取1kg芦荟

原液，将其浸泡在15kg、重量百分数为1％的果胶酶的水溶液中，在超声频率为40kHz、温度

为40℃的条件下浸泡30min；然后将其研磨40min，再次加入20kg、重量百分数为60％的乙醇

溶液、8kg丙三醇、3kg芦芭胶以及1kg聚乙二醇单油酸酯的混合液，继续浸泡50min，得到混

合物；③再将混合物在转速为4000r/min的条件下，离心20min；然后经过500目筛过滤后，在

温度为50℃，压力为0.01MPa的条件下减压浓缩，得到芦荟提取液。

[0041] 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②

中未添加丙三醇、芦芭胶以及聚乙二醇单油酸酯。

[0042] 二、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1‑5

[0043] 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1：将芦荟提取液25kg、聚丙烯酰胺1kg、茶皂素6kg、羧甲基纤

维素2kg以及丝素蛋白1kg，以1000r/min的速度混合均匀后制得，其中芦荟提取液选择芦荟

提取液的制备例1制备的芦荟提取液。

[0044] 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2：将芦荟提取液30kg、聚丙烯酰胺1.5kg、茶皂素7kg、羧甲基

纤维素2.5kg以及丝素蛋白1.5kg，以1500r/min的速度混合均匀后制得，其中芦荟提取液选

择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2制备的芦荟提取液。

[0045] 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3：将芦荟提取液35kg、聚丙烯酰胺2kg、茶皂素8kg、羧甲基纤

维素3kg以及丝素蛋白2kg，以2000r/min的速度混合均匀后制得，其中芦荟提取液选择芦荟

提取液的制备例3制备的芦荟提取液。

[0046] 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芦荟

提取液选自芦荟提取液的制备例4制备的芦荟提取液。

[0047] 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未添

加聚丙烯酰胺、丝素蛋白以及茶皂素。

[0048] 三、实施例1‑3

[0049] 实施例1：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0] S1:纺纱：按照重量比为3:4:2:1，分别选用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

赛尔纤维为原料，经过并条、粗纱以及细纱工序成为混纺纱，然后将混纺纱经过氧漂以及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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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处理后备用；

[0051] S2:针织：将S1中处理后的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交织，得到坯布，其中，线

圈长度为混纺纱120mm/100针，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90mm/100针；

[0052] S3:后整理：将S2中的坯布经过预定型、保湿整理、水洗、低温烘干以及复定型，得

到针织织物；

[0053] 其中，氧漂是指：将质量浓度为5g/L的过碳酸钠的水溶液升温至40℃，浴比为1:

25，使混纺纱在其中浸泡30min；

[0054] 保湿整理是指：将坯布浸入保湿整理剂中，浴比为1:30，在40℃的温度下，浸泡

20min，然后使其在54℃的温度下，烘干60min，保湿整理剂选自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1制备

的保湿整理剂；

[0055] 蒸纱处理是指：将混纺纱在75℃的温度下，蒸30min，然后再在95℃的温度下蒸

30min；

[0056] 预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70℃，车速为10m/min，超喂量为30％；

[0057] 水洗是指：将坯布先在30℃的温度下，水洗5min，然后再在95℃的温度下，水洗

5min；

[0058] 低温烘干是指：将坯布在30℃的温度下，烘干50min；

[0059] 复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50℃，车速为18m/min，超喂量为40％。

[0060] 实施例2：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61] S1:纺纱：按照重量比为3:4:2:1，分别选用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

赛尔纤维为原料，经过并条、粗纱以及细纱工序成为混纺纱，然后将混纺纱经过氧漂以及蒸

纱处理后备用；

[0062] S2:针织：将S1中处理后的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交织，得到坯布，其中，线

圈长度为混纺纱125mm/100针，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95mm/100针；

[0063] S3:后整理：将S2中的坯布经过预定型、保湿整理、水洗、低温烘干以及复定型，得

到针织织物；

[0064] 其中，氧漂是指：将质量浓度为5g/L的过碳酸钠的水溶液升温至50℃，浴比为1:

25，使混纺纱在其中浸泡35min；

[0065] 保湿整理是指：将坯布浸入保湿整理剂中，浴比为1:30，在45℃的温度下，浸泡

25min，然后使其在56℃的温度下，烘干65min，保湿整理剂选自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2制备

的保湿整理剂；

[0066] 蒸纱处理是指：将混纺纱在77.5℃的温度下，蒸35min，然后再在95‑100℃的温度

下蒸32.5min；预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75℃，车速为12.5m/min，超喂量为35％；

[0067] 水洗是指：将坯布先在40℃的温度下，水洗7.5min，然后再在97.5℃的温度下，水

洗7.5min；低温烘干是指：将坯布在35℃的温度下，烘干55min；

[0068] 复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55℃，车速为19m/min，超喂量为45％。

[0069] 实施例3：一种针织织物的针织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70] S1:纺纱：按照重量比为3:4:2:1，分别选用甲壳素纤维、竹纤维、粘胶纤维以及莱

赛尔纤维为原料，经过并条、粗纱以及细纱工序成为混纺纱，然后将混纺纱经过氧漂以及蒸

纱处理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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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S2:针织：将S1中处理后的混纺纱与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交织，得到坯布，其中，线

圈长度为混纺纱130mm/100针，聚乙烯醇缩甲醛纤维100mm/100针；

[0072] S3:后整理：将S2中的坯布经过预定型、保湿整理、水洗、低温烘干以及复定型，得

到针织织物；

[0073] 其中，氧漂是指：将质量浓度为5g/L的过碳酸钠的水溶液升温至60℃，浴比为1:

25，使混纺纱在其中浸泡40min；

[0074] 保湿整理是指：将坯布浸入保湿整理剂中，浴比为1:30，在50℃的温度下，浸泡

30min，然后使其在58℃的温度下，烘干70min，保湿整理剂选自保湿整理剂的制备例3制备

的保湿整理剂；

[0075] 蒸纱处理是指：将混纺纱在80℃的温度下，蒸40min，然后再在100℃的温度下蒸

30‑35min；预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80℃，车速为15m/min，超喂量为40％；

[0076] 水洗是指：将坯布先在50℃的温度下，水洗10min，然后再在100℃的温度下，水洗

10min；低温烘干是指：将坯布在40℃的温度下，烘干60min；

[0077] 复定型的条件为：温度为160℃，车速为20m/min，超喂量为50％。

[0078] 四、对比例1‑4

[0079] 对比例1：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保湿整理剂选自保湿整理剂4制备

的保湿整理剂。

[0080] 对比例2：对比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保湿整理剂选自保湿整理剂5制备

的保湿整理剂。

[0081] 对比例3：对比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1)中的混纺纱不包含竹纤维

与甲壳素纤维。

[0082] 对比例4：对比例4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3)中，坯布未经过保湿整理。

[0083] 五、性能测试

[0084] 分别取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4制备的针织织物作为试验面料，按照如下方法进

行测试，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0085] 1 .保湿测试：将试验面料在在85℃的温度下，烘干1h，测试实验面料的质量，记为

m；然后将该试验面料在20℃的温度、60％的湿度环境下吸湿30min，测试分别经过5h后试验

面料的质量，分别记为m1，计算5h的保湿率(保湿率在4％以上时为合格)。

[0086] 保湿率(％)＝(m1‑m)/m×100％

[0087] 2.保湿持久性测试：将试验面料经过水洗20次、40次、60次、80次以及100次后，重

复保湿测试的方法，对经过多次水洗的试验面料的保湿率再次测试。

[0088] 3.抗菌测试：根据GB/T20944‑2007《纺织品抗菌性能的评价》，第1部分：琼脂平民

扩散法对试验面料的抗菌性能进行测试

[0089] 表1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4制备的针织织物的性能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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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0091]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针织织物，具有良好的保湿性以及保湿持久

性，此外还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0092] 对比例1中的芦荟提取液中未添加丙三醇、芦芭胶以及聚乙二醇单油酸酯，相较于

实施例1，针织织物的保湿率明显降低，并且其保湿持久性的下降速率也比较大，说明丙三

醇、芦芭胶以及聚乙二醇单油酸酯可以有效的提高织物的保湿性以及保湿持久性。

[0093] 对比例2中的保湿整理剂中未添加聚丙烯酰胺、丝素蛋白以及茶皂素，相较于实施

例1，针织织物的保湿率明显降低，说明聚丙烯酰胺、丝素蛋白以及茶皂素有助于提高织物

的保湿性；相较于对比例1，对比例2的保湿性能优于对比例1的保湿性能，说明在芦荟提取

液中的丙三醇、芦芭胶以及聚乙二醇单油酸酯对织物保湿性能的影响更大；对比例1相较于

对比例2，在经过多次水洗后，其保湿率下降的更快，说明芦荟提取液中的丙三醇、芦芭胶以

及聚乙二醇单油酸酯对织物保湿持久性的影响更大。

[0094] 对比例3中的混纺纱不包含竹纤维以及甲壳素纤维，织物的保湿率以及保湿持久

性有较小幅度的降低，但是其抗菌效果明显降低，说明竹纤维与甲壳素纤维可以明显提高

织物的抗菌性能。

[0095] 对比例4未经过保湿整理，织物的保湿率低于4％，不符合保湿率的要求，说明没有

经过保湿整理的织物的保湿性能较差。

[0096]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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