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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

抗菌速干面料，包括织物本体，织物本体为单面

纬编组织，织物本体的一面为平整面，另一面为

外观效应面，外观效应面具有凸起横列和凹陷横

列，凸起横列由凸起矩形方格和凹陷矩形方格组

成，凸起矩形方格和凹陷矩形方格沿横向交替排

布，凸起横列的组织结构为添纱衬垫组织，凹陷

横列的组织结构为添纱组织，添纱组织的面纱选

用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和具有抗菌功能的

异形截面聚酯长丝，添纱组织的地纱选用氨纶，

添纱衬垫组织的面纱选用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

长丝和具有抗菌功能的异形截面聚酯长丝，添纱

衬垫组织的地纱选用氨纶。本实用新型具有抗

菌、吸湿速干功能、穿着舒适、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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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包括织物本体，织物本体为单面纬编组织，

其特征在于：所述织物本体的一面为平整面，另一面为外观效应面，外观效应面具有凸起横

列和凹陷横列，凸起横列和凹陷横列沿纵向交替排布，凸起横列由凸起矩形方格和凹陷矩

形方格组成，凸起矩形方格和凹陷矩形方格沿横向交替排布，凸起横列的组织结构为添纱

衬垫组织，凹陷横列的组织结构为添纱组织，添纱组织的面纱选用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

丝和具有抗菌功能的异形截面聚酯长丝，添纱组织的地纱选用氨纶，添纱衬垫组织的面纱

选用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和具有抗菌功能的异形截面聚酯长丝，添纱衬垫组织的地纱

选用氨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添纱

衬垫组织中衬垫比例为1: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添纱

衬垫组织中衬垫纱选用75D/72F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添纱

衬垫组织中，面纱由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与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

截面聚酯长丝交替编织，地纱选用30D氨纶丝。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添纱

组织中，面纱由选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与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

面聚酯长丝交替编织，地纱选用30D氨纶丝。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织物

本体的克重为220-240g/m2。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75D/72F

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的平均长度为11.2cm/100线圈，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

的平均长度为27.8cm/100线圈，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的平均长度为

27.8cm/100线圈，30D氨纶丝的平均长度为11.0cm/100线圈。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织物

本体的横密为85线圈纵行/5cm，纵密为167线圈横列/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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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针织服装具有良好的服用舒适性，目前正向时尚、外衣、休闲、环保和多样化方向

发展，具有各种外观效应的功能性针织面料，兼具时尚、功能、舒适等特点，深受运动休闲针

织服装市场的欢迎。如何开发具有外观效应、功能性佳、成本低的针织面料，成为丰富织针

服装产品，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一个方向。

[0003] 鉴于此，本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抗菌、吸湿速干功能、穿着舒适、成本低的具

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包括织物本体，织物本体为单面纬编组

织，所述织物本体的一面为平整面，另一面为外观效应面，外观效应面具有凸起横列和凹陷

横列，凸起横列和凹陷横列沿纵向交替排布，凸起横列由凸起矩形方格和凹陷矩形方格组

成，凸起矩形方格和凹陷矩形方格沿横向交替排布，凸起横列的组织结构为添纱衬垫组织，

凹陷横列的组织结构为添纱组织，添纱组织的面纱选用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和具有抗

菌功能的异形截面聚酯长丝，添纱组织的地纱选用氨纶，添纱衬垫组织的面纱选用超细旦

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和具有抗菌功能的异形截面聚酯长丝，添纱衬垫组织的地纱选用氨纶。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添纱衬垫组织中衬垫比例为1:3。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添纱衬垫组织中衬垫纱选用75D/72F轻网

络结构聚酯长丝。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添纱衬垫组织中，面纱由100D/144F超细旦

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与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交替编织，地纱选用30D

氨纶丝。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添纱组织中，面纱由选100D/144F超细旦异

形截面聚酯长丝与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交替编织，地纱选用30D氨

纶丝。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织物本体的克重为220-240g/m2。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75D/72F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的平均长度为

11.2cm/100线圈，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的平均长度为27.8cm/100线圈，具有

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的平均长度为27.8cm/100线圈，30D氨纶丝的平均

长度为11.0cm/100线圈。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织物本体的横密为85线圈纵行/5cm，纵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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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7线圈横列/5cm。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织物，特

点如下：

[0015] (1)速干功能：利用衬垫添纱组织和添纱组织交替配置，不仅在织物表面形成凹凸

横条外观，且构成织物结构毛细效应，便于水分沿织物结构凹槽传输；添纱组织和衬垫添纱

组织中的面纱，选用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具有良好的导湿性能，综合组织结构和原料

的配合，织物速干功能显著。

[0016] (2)抗菌功能：添纱组织和衬垫添纱组织中，引入具有抗菌功能的聚酯长丝作为面

纱，使织物具有良好的抗菌功能，且抗菌功能可以持久保持。

[0017] (3)触感柔软、舒适：优选地，面纱采用100D/144F超细旦聚酯长丝，手感柔软；采用

添纱衬垫组织设计，优选1:3衬垫比例，较长浮线经后整理起绒形成绒毛状凸起纵条外观，

触感更柔软、舒适。

[0018] (4)优良弹性：采用氨纶丝为添纱组织和衬垫添纱组织中的地纱，使织物底布紧

密，织物纵、横向延伸性和弹性优良。

[0019] (5)双面效应：织物一面为凹凸横条状外观结构，织物另一面表面平整，如在织物

添纱组织中引入不同色泽或不同染色特性的聚酯长丝交替编织，还可以构成不同横条纹的

外观风格。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表观示意图。

[0021] 图中：

[0022] 10—凸起横列,11—凸起矩形方格；12—凹陷矩形方格；20—凹陷横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进行详细阐述。

[0024] 参照图1，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面料，包括织物本体，织物本体为单

面纬编组织，所述织物本体的一面为平整面，另一面为外观效应面，外观效应面具有凸起横

列10和凹陷横列20，凸起横列10和凹陷横列20均沿横向延伸，凸起横列10和凹陷横列20沿

纵向交替排布，凸起横列10由凸起矩形方格11和凹陷矩形方格12组成，凸起矩形方格11和

凹陷矩形方格12沿横向交替排布。凹陷横列20为表面平整的反面线圈结构。本实用新型的

横向与纵向垂直，横向指纬编织物的编织方向。

[0025] 凸起横列10的组织结构为添纱衬垫组织，其衬垫比例优选1:3，经后整理起绒而形

成毛绒状外观。优选添纱衬垫组织中的衬垫纱为75D/72F轻网络结构细旦聚酯长丝，面纱为

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与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交替编

织，地纱为30D氨纶丝。

[0026] 凹陷横列20的组织结构为添纱组织，优选添纱组织中的面纱为100D/144F超细旦

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与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交替编织，地纱为30D氨

纶丝。

[0027] 本实用新型中，该织物本体的最佳克重为220-240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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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实用新型的D，业界称为丹尼尔数，其系指9000米纱线的重量(单位为克)。本实

用新型中的F，是指一根纱线中微细纤维的根数。

[0029] 在本纺织领域中，添纱组织是针织物的一种花色组织，它的所有线圈或部分线圈

是由两根或两根以上纱线组成的。衬垫组织是针织物的一种花色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一根

或几根衬垫纱按一定间隔在线圈上形成悬弧，而在织物反面由浮线相连，添纱衬垫组织，由

面纱、地纱和衬垫纱构成。这些组织均为纺织行业中的已知组织，本实用新型将其用于面料

中。

[0030] 本实用新型中具有抗菌功能的聚酯长丝为现有技术中的长丝，可以直接从市面上

购买或者根据规格的需求进行加工定制，本实用新型将其选用至本面料中，并不涉及材料

自身结构的改进。例如申请公布号CN  107385552  A，名称为“一种抗菌涤纶长丝的加工工

艺”公开了具有抗菌性能的涤纶长丝。

[0031] 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横条效应的纬编抗菌速干织物，其制造方法的具体步骤如

下：

[0032] 选用75D/72F细旦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具

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和30D氨纶丝为原料，在筒径34英寸、机号28G、总

针数2976枚、成圈系统数90路的单面三针道圆纬机上编织，一个完全组织为4针、18横列，其

编织工艺如下：

[0033] 针筒针配置：ABCB

[0034] 针筒三角和穿纱配置如表1所示。

[0035] 表1针筒三角和穿纱配置

[0036]

[0037]

[0038] 其中：纱线穿纱配置为：1—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2—具有抗菌功

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3—75D/72F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4—30D氨纶丝；

[0039] 其中：三角配置符号说明：“△”——针筒针成圈，“∩”——针筒针集圈，“—”——

针筒针不工作；

[0040] 用纱比例：100D/144F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

面聚酯长丝：75D/72F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30D氨纶丝＝39.4:39.4:11.9:9.3。

[0041] 线圈长度：75D/72F轻网络结构聚酯长丝平均长度为11.2cm/100线圈，100D/1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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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旦异形截面聚酯长丝、具有抗菌功能的100D/72F异形截面聚酯长丝的平均长度为

27.8cm/100线圈，30D氨纶丝的平均长度为/11.0cm/100线圈。

[0042] 毛坯织物横密：85线圈纵行/5cm，纵密：167线圈横列/5cm，平方米克重：200g/m2。

[0043] 下机后的毛坯织物，经理布→订边→去油→染色→还原洗→酸洗→脱水→剖幅理

布→成品定形，制成光坯织物。

[0044] 制得的光坯织物的门幅175cm，织物平方米克重230g/m2。

[0045] 分别参照GB/T  21655.2-2008纺织品吸湿速干性的评定、GB/T  18318-2001纺织品

织物弯曲长度的测定、GB/T  5453-1997纺织品织物透气性的测定、GB/T11048-2008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ASTM  D3512-2016乱翻式起毛起球测试实验注

意事项等标准，测试织物洗前和经5次水洗后的芯吸高度、吸水率、滴水扩散时间等吸湿性

能，蒸发速率速干性能，以及织物的透气性能，弯曲刚度、弯曲长度等柔软性能，热阻、导热

系数、克罗值等热湿舒适性能，抗起毛起球等级等，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L为织物纵

向，W为织物横向)。

[0046] 表2织物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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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按照AATCC  100-2012抗菌纺织品的评价方法，以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6538为菌

种，立即冲刷之菌数1.69E+5，培养之后均数<100，减菌率>99.9％，说明具有很好的抑菌性

能。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纱线均为现有纱线，本实用新型不涉及对纱线材质本

身的改善，这些纱线均可以从现有技术中得到。

[0049] 本实用新型的产品形式并非限于本案图示和实施例，任何人对其进行类似思路的

适当变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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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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