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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

面料，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组分构成：A：13%～

15%的50～75D中空涤纶FDY，B：63%～65%的32～

40s靛蓝棉纱，C：20%～22%的50/30涤包氨；或者

A：18%～20%的40～60s AR纱，B：58%～60%的40～

60s本白棉纱，C：20%～24%的50/30黑色涤包氨，

所述面料的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GB1梳：

3-4/2-1/2-3/1-0//，1*1A；GB2梳：1-0/1-2/1-0/

1-2//，2B；GB3梳：2-3/1-0/2-3/1-0//，2C。本发

明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制备工艺简单，成

本低，面料兼具柔软舒适、尺寸稳定性、延伸性、

弹性、保暖特性，且外观上具有传统斜纹牛仔的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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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其特征在于，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组分构成：A：

13％～15％的50～75D中空涤纶FDY，B：63％～65％的32～40s靛蓝棉纱，C：20％～22％的

50/30涤包氨；或者A：18％～20％的40～60s  AR纱，B：58％～60％的40～60s本白棉纱，C：

20％～24％的50/30黑色涤包氨；

所述面料的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GB1梳：3-4/2-1/2-3/1-0//，1*1A；

GB2梳：1-0/1-2/1-0/1-2//，2B；

GB3梳：2-3/1-0/2-3/1-0//，2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的的

单梳组织结构所用的组分及搭配比例为：

原料：A：13％～15％75D24f中空涤纶FDY，

B：63％～65％32s靛蓝棉纱,

C：20％～22％50/30涤包氨；

或者，原料：A：18％～20％60s  AR纱,

B：58％～60％40s本白棉纱,

C：20％～24％50/30黑色涤包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在工

艺反面形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4.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如下步骤：

1)选料：A：13％～15％的50～75D中空涤纶FDY，B：63％～65％的32～40s靛蓝棉纱，C：

20％～22％的50/30涤包氨；或者A：18％～20％的40～60s  AR纱，B：58％～60％的40～60s

本白棉纱，C：20％～24％的50/30黑色涤包氨；

2)整经：将中空涤纶FDY、靛蓝棉纱或者AR纱、本白棉纱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脑拷贝

整经机上按一定头份数进行整经，将涤包氨或黑色涤包氨纱线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脑拷

贝整经机上整经；

3)织造：采用特里科经编机进行织造，经过织造后获得具有斜纹效果的毛坯布；所述面

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这三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成斜

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4)后整理；

5)检测，包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整

经和织造的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GB1梳：3-4/2-1/2-3/1-0//，1*1A；

GB2梳：1-0/1-2/1-0/1-2//，2B；

GB3梳：2-3/1-0/2-3/1-0//，2C。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面料的

单梳组织结构所用的组分及搭配比例为：

原料：A：13％～15％75D24f中空涤纶FDY；

B：63％～65％32s靛蓝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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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22％50/30涤包氨；

或者，原料：A：18％～20％60s  AR纱；

B：58％～60％40s本白棉纱；

C：20％～24％50/30黑色涤包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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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经编面料生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及

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已有了斜纹图案的织物，丝织物中的绮和绫都是用斜纹及其变

化组织织制的。斜纹组织的应用较为广泛，如棉、毛织物中的卡其、哔叽、华达呢，丝织物中

的美丽绸等。牛仔布(Denim)，是一种较粗厚的色织经面斜纹棉布，经纱颜色深，一般为靛蓝

色，纬纱颜色浅，一般为浅灰或煮练后的本白纱，又称靛蓝劳动布。牛仔布始于美国西部，放

牧人员用以制作衣裤而得名。经纱采用浆染联合一步法染色工艺，特数有80tex(7英支)，

58tex(10英支)，36tex(16英支)等，纬纱特数有96tex(6英支)，58tex(10英支)，48tex(12英

支)等，采用3/1组织，也有采用变化斜纹，平纹或绉组织牛仔，坯布经防缩整理，缩水率比一

般织物小，质地紧密，厚实，色泽鲜艳，织纹清晰。近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厚薄不同、风格迥

异的斜纹牛仔面料，但大都局限于机织产品，机织面料虽然在挺括性方面比较有优势，但其

在柔软舒适性、弹性延伸性方面有欠缺。随着经济建设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舒适

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服装的面料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个性化发展则对面料的多样化提出

了更高的需求，对斜纹面料既要求简约大方的风格，又要求柔软、舒适透气、弹性及回复性

好。常规的机织斜纹牛仔面料已难以满足形式多样的消费者的需求，部分消费者希望能够

外观上具有传统斜纹牛仔的风格，而穿着舒适性又能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和弹性。近年来，随

着针织技术的快速发展，针织物的线圈结构为延伸性提供了可能。

[0003] 近年来，出现了纬编斜纹牛仔面料，虽然纬编斜纹牛仔面料有较好的纬向延伸性

却难以适应服装的尺寸稳定性要求。且现有斜纹牛仔面料厚度大多在薄和常规之间，面料

在保暖性方面略有欠缺。人们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获得兼具柔软舒适、尺寸稳

定性好、延伸性好、弹性好、保暖的外观上具有传统斜纹牛仔的风格的产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本发明的原

理是在特里科经编机上三把梳栉穿的纱线分别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成斜

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组分构成：A：13％～15％

的50～75D中空涤纶FDY，B：63％～65％的32～40s靛蓝棉纱，C：20％～22％的50/30涤包氨；

或者A：18％～20％的40～60s  AR纱，B：58％～60％的40～60s本白棉纱，C：20％～24％的

50/30黑色涤包氨。

[0007] 中空涤纶纤维是指纤维轴向有细管状空腔的涤纶纤维，AR纱即腈纶/粘胶混纺纱，

又称保暖纱，在纬编及机织领域已实现广泛应用，如保暖衬衫，毛衣，运动服，内衣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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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织、纬编等织造方式相比，经编针织物的生产效率高，最高机速已达4000rpm，门幅可达

218英寸，效率则可达98％。但是，由于经编工艺对纱线的强力要求较高，以往的织造多采用

纯化学纤维，这大大限制了经编面料的多样化、高档化。随着新型经编机朝着更高机速、更

高机号的方向发展，且日益重视服装舒适性的今天，开发保暖弹性经编产品已被提到日程。

如今新型纺纱技术的出现及纺纱质量的提高，为保暖纱应用于经编高速生产提供了可能。

尤其紧密赛络纺的出现，提高纱支的基础上可以减少毛羽，提高强力。针对氨纶裸丝与短纤

纱交织断头率高的问题，开发涤氨包芯纱来替代氨纶裸丝，一方面，涤纶使织物具有身骨、

增加了织物的挺括性，另一方面经预牵伸的氨纶裸丝提供了织物的弹性和良好的弹性回复

性。选配好涤纶原料和氨纶长丝是提高包芯纱质量的前提，力求选配纤维强力好、纤度变异

系数小的氨纶和涤纶，以保证涤氨包芯纱的质量和成纱强力及条干。

[0008]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09] GB1梳：3-4/2-1/2-3/1-0//，1*1A；

[0010] GB2梳：1-0/1-2/1-0/1-2//，2B；

[0011] GB3梳：2-3/1-0/2-3/1-0//，2C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面料的的单梳组织结构所用的组分及搭配比例为：

[0013] 原料：A：13％～15％75D24f中空涤纶FDY，

[0014] B：63％～65％32s靛蓝棉纱

[0015] C：20％～22％50/30涤包氨

[0016] 或者，原料：A：18％～20％60s  AR纱

[0017] B：58％～60％40s本白棉纱

[0018] C：20％～24％50/30黑色涤包氨

[0019] 进一步的，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其中，所述的面料利用三把梳栉穿

的纱线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20]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

骤：

[0021] 1)选料：A：13％～15％的50～75D中空涤纶FDY，B：63％～65％的32～40s靛蓝棉

纱，C：20％～22％的50/30涤包氨；或者A：18％～20％的40～60s  AR纱，B：58％～60％的40

～60s本白棉纱，C：20％～24％的50/30黑色涤包氨。

[0022] 作为优选，选择75D24f中空涤纶FDY，32s靛蓝棉纱，50/30涤包氨为原料；或者选择

60s  AR纱，40s本白棉纱，50/30黑色涤包氨为原料；

[0023] 2)整经：将中空涤纶FDY、靛蓝棉纱或者AR纱、本白棉纱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脑

拷贝整经机上按一定头份数进行整经，将涤包氨或黑色涤包氨纱线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

脑拷贝整经机上整经；

[0024] 3)织造：采用特里科经编机进行织造，经过织造后获得具有斜纹效果的毛坯布；所

述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这三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

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25] 4)后整理。

[0026] 5)检测，包装。

[0027]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成品平方米克重为330～370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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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9] 本发明的制备工艺，该方法工艺简单，成本低，改善市场上现有的机织人字纹面料

的柔软度和纬编人字纹面料的尺寸稳定性，提高纬编人字纹面料的弹性回复性，尤其具有

如下优点：

[0030] 1)本发明面料弹性佳、克重适中：利用最后一把涤包氨梳栉走三针经平，使布面纵

横向均产生弹性；

[0031] 2)本发明尺寸稳定性介于机织产品和纬编针织产品之间：由于经编结构的线圈圈

柱与圈弧之间在受纵向外力拉伸时可发生转移，故经编面料的延伸性优于机织产品；由于

经编结构线圈纵行之间通过延展线连接，不同于纬编结构的沉降弧连接，在受横向外力拉

伸时经编结构无纬编结构的沉降弧长度释放，故经编面料的尺寸稳定性优于纬编产品。

[0032] 3)本发明手感柔软、斜纹效应明显：所述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这三把梳栉

穿的纱线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保暖柔软舒适，具有斜纹牛仔风格；

[0033] 4)本发明穿着舒适、合体美观：由于经编弹性面料双向弹性、轻弹舒适，穿着时无

束缚感，不会起拱变形。

[0034] 5)本发明具有较好的保暖效果：由于面料中存在适当比例的中空涤纶和AR纱，赋

予了面料优良的保暖性。

附图说明

[0035]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3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GB1梳的单梳组织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GB2梳的单梳组织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GB3梳的单梳组织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一种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组分构成：A：13％～15％

的50～75D中空涤纶FDY，B：63％～65％的32～40s靛蓝棉纱，C：20％～22％的50/30涤包氨；

或者A：18％～20％的40～60s  AR纱，B：58％～60％的40～60s本白棉纱，C：20％～24％的

50/30黑色涤包氨。

[0040]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41] GB1梳：3-4/2-1/2-3/1-0//，1*1A；

[0042] GB2梳：1-0/1-2/1-0/1-2//，2B；

[0043] GB3梳：2-3/1-0/2-3/1-0//，2C

[0044]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所述的面料利用三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和

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45]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制备工艺，包括如下工艺步

骤：

[0046] 1)选料：A：50～75D中空涤纶FDY，B：32～40s靛蓝棉纱，C：50/30涤包氨；或者A：40

～60s  AR纱，B：40～60s本白棉纱，C：50/30黑色涤包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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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2)整经：将中空涤纶FDY、靛蓝棉纱或者AR纱、本白棉纱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脑

拷贝整经机上按一定头份数进行整经，将涤包氨或黑色涤包氨纱线按门幅和横密要求在电

脑拷贝整经机上整经；

[0048] 3)织造：采用特里科经编机进行织造，经过织造后获得具有斜纹效果的毛坯布；所

述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这三把梳栉穿的纱线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

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0049] 4)后整理。

[0050] 5)检测，包装。

[0051]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平方米克重为330～370g/m2。

[0052] 实施例1

[0053] 上述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生产方法中，

[0054] 所述面料的的单梳组织结构所用的组分及搭配比例为：

[0055] 原料：A：13％～15％75D24f中空涤纶FDY，

[0056] B：63％～65％32s靛蓝棉纱

[0057] C：20％～22％50/30涤包氨

[0058]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59] 如图1所示，GB1梳：3-4/2-1/2-3/1-0//，1*1A；

[0060] 如图2所示，GB2梳：1-0/1-2/1-0/1-2//，2B；

[0061] 如图3所示，GB3梳：2-3/1-0/2-3/1-0//，2C

[0062] 后整理工艺步骤为：①水洗；②定形：用定形机定形，烘箱温度为150～200℃，根据

原料性能和生产实践此温度范围内定型效果最佳，同时控制布匹要求宽度及克重。

[0063] 实施例2

[0064] 上述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的生产方法中，

[0065] 所述面料的的单梳组织结构所用的组分及搭配比例为：

[0066] 原料：A：18％～20％60s  AR纱

[0067] B：58％～60％40s本白棉纱

[0068] C：20％～24％50/30黑色涤包氨

[0069] 上述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面料，单梳组织结构和穿纱方式为：

[0070] 如图1所示，GB1梳：3-4/2-1/2-3/1-0//，1*1A；

[0071] 如图2所示，GB2梳：1-0/1-2/1-0/1-2//，2B；

[0072] 如图3所示，GB3梳：2-3/1-0/2-3/1-0//，2C；

[0073] 后整理工艺步骤为：①水洗；②预定形；③染色：采用双染，腈纶/粘胶混纺纱和棉

分两次染色；④成品定型。

[0074] 本发明的经编弹性保暖斜纹牛仔，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面料兼具柔软舒适、尺

寸稳定性、延伸性、弹性、保暖特性，且外观上具有传统斜纹牛仔的风格，尤其具有如下优

点：

[0075] 1)本发明面料弹性佳、克重适中：利用最后一把涤包氨梳栉走三针经平，使布面纵

横向均产生弹性；

[0076] 2)本发明尺寸稳定性介于机织产品和纬编针织产品之间：由于经编结构的线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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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与圈弧之间在受纵向外力拉伸时可发生转移，故经编面料的延伸性优于机织产品；由于

经编结构线圈纵行之间通过延展线连接，不同于纬编结构的沉降弧连接，在受横向外力拉

伸时经编结构无纬编结构的沉降弧长度释放，故经编面料的尺寸稳定性优于纬编产品；

[0077] 3)本发明手感柔软、斜纹效应明显：所述面料利用GB1梳、GB2梳、GB3梳这三把梳栉

穿的纱线走经平和变化经平组织在工艺反面形成斜纹，工艺反面作为该面料的服用正面，

保暖柔软舒适，具有斜纹牛仔风格；

[0078] 4)本发明穿着舒适、合体美观：由于经编弹性面料双向弹性、轻弹舒适，穿着时无

束缚感，不会起拱变形。

[0079] 5)本发明具有较好的保暖效果：由于面料中存在适当比例的中空涤纶和AR纱，赋

予了面料优良的保暖性。

[008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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