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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

与生产工艺，本发明的面料外观新颖、穿着舒适，

用作时尚女装面料，合理进行纹样的花纬和地纬

布局，花纬浮长线长短适中，花纬采用“W”形纬纱

固结方式，花纬线密度高，剪花部位纬密加倍，整

经要注意张力、排列、卷绕“三均匀”，浆纱要增加

毛羽被覆率、提高耐磨性，采用反织法在喷气织

机上织造、调节花纬引纬张力，采用剪毛机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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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织物规格设计如下：织物采用细特高密、平纹为主，附加纬二重起花的结构，为此进

行如下规格设计：

纱线组合：织物地部经、纬纱选加白色JC  9.7tex纱，同时，经纱组合：加白JC  9.7tex；

纬纱组合：地区选JC  9.7tex加白；花区：花纬JC18.4tex水兰：地纬JC9.7tex加白=1:1；

织物紧度：经向紧度Ej=80%, 地区纬向紧度Ew=42%；

织物密度：EJ（%）=0.037×Pj× ；纬向紧度Ew（%）=0.037×Pw× ；EJ：经向紧

度/%  ；Pj：经密/根/10cm；Ew：纬向紧度/%；Pw1：地区纬密/根/10cm；

经密Pj（根/10cm）= = =694，即6.94根/mm；

地区纬密Pw1（根/10cm）= = =366；

花区纬密（根/10cm）Pw2=366×2=732，即  7.32根/mm；

织物门幅：152.5cm；

2.纹样设计：采用在白色地部上加水兰色“十”形纬起花组织；

“十”字花纹样设计：

“十”字花高：高度设计为3.3mm,则花内花纬根数=花纬高度×花区纬密=3.3×7.32=24

根，其中水兰花纬12根，加白花纬12根，按1:1排列；

“十”字花宽：宽度设计为2.3mm,则花内经根数=花内宽度×经密=2.3×6.94=16；

“十”字花间距：纹样采用四方连续方式进行“十”字花布局；

横向间距：同一水平线上相邻两花间距设计为17mm,则相邻两花经纱根数=花间距×经

密=17×6.94=118；

不同水平线的相错但相邻花的水平间的经纱根数=（118-16）/2=51，相距=51/6 .94=

7.34mm；

纵向间距：设计同一列相邻花间距(mm)=平纹地高+花区高+平纹地高=8+3.3+8=19.3,

则相隔纬纱根数=地部纬密×8+花区纬密×3.3+地部纬密×8=3.66×8+7.32×3.3+3.66×

8=29+24+29=82；

一花循环经、纬纱根数：一花循环经纱根数=16+51+16+51=134，这里一花循环经纱数，

是指一完整循环的经纱数；一花循环纬纱根数=24+29+24+29=106，其中水兰色纬纱根数=

24/2+24/2=24，加白纬纱根数=24/2+24/2+29+29=82；

3.组织设计：本设计织物组织采用平纹为主的纬二重起花组织，水兰花纬：加白色地纬

=1:1，采用“W”形固结方式；其穿综次序：12×（1,2,3,4）,1,2,3,5,3,5,6,2×(5,7) ,2×(8,

7) ,  2×(8,6) ,5,6,2,6,12×(2,3,4,1) ,2,3,4,9,2,9,10,9,11,9,3×(11,12)，10,12，10,

9,10,3，10；

4.主要工艺设计：

总经根数：边组织和地组织每筘齿均穿入4根，边纱根数为2×20,则总经根数=Pj/10×

幅宽+40×（1-4/4）=694/10×152.5=10584；

全幅循环花数：全幅花数=（总经根数-边经根数）/一花循环经纱数=（10584-4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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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9，即78花余0.69花，做“加花减头”处理，即79花-0.31花，减头数=0.31×134=41根；

劈花：虽然经纱均为“加白”一色，但为将“十”字花组织避开布边，也要进行劈花设计：

步骤如下：

1、将根数多、颜色浅、组织紧密的部位做首条，一花色经排列如下：51加白，16加白，51

加白，16加白，51白；

2、将首条51根与减头数的一半，（51+41）/2=46,置于色排末位,将首条剩余根数（51-46

=5根）置于首位，重新进行色排如下：5加白，16加白，51加白，16加白，46加白；全幅共79花，

最右侧的最后一花，减头41根，即51-46=5根，这保证了主花区距离左右侧布边均为5根纱，

左右对称，也就是指示第1个“十”花距离左侧布边5根经纱，为起花组织确定了起始位置，布

局美观且便于整经工序排筒和浆纱并轴操作，浆纱机并轴时不必考虑整经轴转向；

计算得出：JC9.7tex经纱百米用纱量为12.1676kg/100m；JC9.7地部纬纱百米用纱量为

6.3904kg/100m，JC18.4tex水兰花纬百米用纱量为3.4241  kg/100m。

2.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1.络筒：采用奥托康纳338自动络筒机，采用单锭变频技术，小纱时自动降速以匀化络

纱张力，络纱线速度为1100m/min，加严电子清纱器清纱工艺参数：短粗节S：120%×1.0cm，

长粗节L：40%×30cm，长细节T：70%×30cm，要求挡车工交接班清洁工作,  避免飞花附入，络

纱张力旋钮刻度值：3；

2.染纱：花纬纱要进行染色，采用高温高压筒子染色工艺，其流程如下：坯纱→松式络

筒→倒角→装纱→压纱→入染前处理→染色→入染后处理→脱水→烘干→紧筒；松筒后卷

绕密度为0.32g/cm3；采用活性染料染色，浴比为1.28，内蒸汽压力,  589.2kPa；主缸进水压

力294.6kPa，漂染液流速为30L/kg .min；固色后进行水洗和皂煮，皂煮条件为：非离子洗涤

剂1g/L，沸水皂煮，时间为15  min；

3.整经：采用1452G型整经机，该机采用集体换筒、筒子架光电断头检测，刹车时制动距

离不超过3米，经轴采用平行加压，采用多头少轴工艺，整经配轴623×10+622×7，整经万百

根断头率控制在1.5根以下；

4.浆纱：浆液配方：

采用高性能醚化淀粉Astsize  PWD：50Kg ,PVA1799：12.5Kg ,PVA205MD：5Kg，同时采用

“高压、高浓、低黏”上浆工艺路线；含固率12%，上浆率12.5%，回潮率7-7.5%；伸长率0.5%；后

上蜡0.3%；

5.穿经和织造：主要采用如下措施：

（1）穿经：经密大，穿筘采用4根/筘齿，采用12页综，1-12页各页综综丝根数分别为：

1942、2170、2130、1902、380、380、304、304、380、380、304、304；

（2）织机：采用津田驹ZAX9200喷气织机织造，该机采用电子送经、电子卷取、可通过伺

服电机实现变纬密织造，只需在织机人机界面间隔输入：29纬：366根/10cm；24纬：732根/

10cm；

（3）织造方式：采用反织法；

（4）开口时间：采用295°的早开口方式；

（5）引纬时间的设定：喷气织机引纬常用的始飞行角为85°，挡纱针时间为80°，纬纱到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8385235 B

3



达角为225°，由于采用早开口，纬纱到达时间不宜太晚，否则由于织机闭口早，易引起织物

右边的“蚂蚁”纬缩；由于纬线组合有线密度较高的花纬，主喷压力适当增加，主喷压力

0.30MPa,辅喷压力0.35MPa，调节试验时以不断纬，纬纱到达不延迟滞后为界；

（6）储纬器引纬张力调节：由于纬剪花织物，采用两种不同颜色和粗细的纬纱，即水兰

色花纬和加白色纬纱，线密度较大的水兰色纬纱引纬时会因在双弹簧片间残留的染料垢斑

使得引纬不稳定，因而采取减少花纬储纬器的双弹簧片压力的措施，保持引纬张力稳定；同

时花纬采用双喷轮换，减轻染料垢斑积聚的问题；客户根据自己需要，选用剪花面或者非剪

花面作为织物的正面；

  6.剪花整理：

剪花前处理，如果采用非剪花面作为正面，烧毛采用只烧正面，不烧剪花浮长面，否则

可能烧坏织物，后整理采用松式整理，采用剪毛机械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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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与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纬剪花织物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与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纬剪花织物是在平纹变化组织地上以纬起花组织织造，后整理时经剪毛机剪去纬

浮长线，其余留在布面上的固结组织起到“素地起花”的仿绣花效果，用作女性时装面料，推

向市场后深受消费者青睐，由于其采用白经色纬的织造方式，织前准备工序省去了色纱的

经浆排花或者分条整经工序，生产工艺流程缩短，生产效率提高。同时，这种生产方式为广

大白织企业提供了一种实现白织产品色织化、改变产品结构，提高附加值的重要途径。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

与生产工艺。

[0004] 技术方案：一种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1 .织物规格设计如下：织物采用细特高密、平纹为主，附加纬二重起花的结构，为

此进行如下规格设计：

[0006] 纱线组合：织物地部经、纬纱选加白色JC  9 .7tex纱，同时，经纱组合：加白JC 

9.7tex；纬纱组合：地区选JC  9.7tex(加白)；花区：花纬JC18.4tex(水兰)：地纬JC9.7tex

(加白)＝1:1；

[0007] 织物紧度：经向紧度Ej＝80％,地区纬向紧度Ej＝42％；

[0008] 织物密度： 纬向紧度

EJ：经向紧度/％；Pj：经密/根/10cm；Ew：纬向紧度/％；Pw1：地区纬密/根/10cm；

[0009] 即6.94根/mm；

[0010]

[0011] 花区纬密(根/10cm)Pw2＝366×2＝732，即7.32根/mm；

[0012] 织物门幅：152.5cm；

[0013] 2.纹样设计：采用在白色地部上加水兰色“十”形纬起花组织；

[0014] “十”字花纹样设计：

[0015] “十”字花高：高度设计为3.3mm,则花内花纬根数＝花纬高度×花区纬密＝3.3×

7.32＝24根，其中水兰花纬12根，加白花纬12根，按1:1排列；

[0016] “十”字花宽：宽度设计为2.3mm,则花内经根数＝花内宽度×经密＝2.3×6.94＝

16；

[0017] “十”字花间距：纹样采用四方连续方式进行“十”字花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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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横向间距：同一水平线上相邻两花间距设计为17mm,则相邻两花经纱根数＝花间

距×经密＝17×6.94＝118；

[0019] 不同水平线的相错但相邻花的水平间的经纱根数＝(118-16)/2＝51，相距＝51/

6.94＝7.34mm；

[0020] 纵向间距：设计同一列相邻花间距(mm)＝平纹地高+花区高+平纹地高＝8+3.3+8

＝19.3,则相隔纬纱根数＝地部纬密×8+花区纬密×3.3+地部纬密×8＝3.66×8+7.32×

3.3+3.66×8＝29+24+29＝82；

[0021] 一花循环经、纬纱根数：一花循环经纱根数＝16+51+16+51＝134，这里一花循环经

纱数，是指一完整循环的经纱数；一花循环纬纱根数＝24+29+24+29＝106，其中水兰色纬纱

根数＝24/2+24/2＝24，加白纬纱根数＝24/2+24/2+29+29＝82；

[0022] 3.组织设计：本设计织物组织采用平纹为主的纬二重起花组织，水兰花纬：加白色

地纬＝1:1，采用“W”形固结方式；其穿综次序：12×(1,2,3,4) ,1,2,3,5,3,5,6,2×(5,7) ,2

×(8,7) ,2×(8,6) ,5,6,2,6,12×(2,,3,4,1) ,2,3,4,9,2,9,10,9,11,9,3×(11,12)，10,

12，10,9,10,3，10；

[0023] 4.主要工艺设计：

[0024] 总经根数：边组织和地组织每筘齿均穿入4根，边纱根数为2×20 ,则总经根数＝

Pj/10×幅宽+40×(1-4/4)＝694/10×152.5＝10584；

[0025] 全幅循环花数：全幅花数＝(总经根数-边经根数)/一花循环经纱数＝(10584-

40)/134＝78.69，即78花余0.69花，做“加花减头”处理，即79花-0.31花，减头数＝0.31×

134＝41根；

[0026] 劈花：虽然经纱均为“加白”一色，但为将“十”字花组织避开布边，也要进行劈花设

计：步骤如下：

[0027] 1、将根数多、颜色浅、组织紧密的部位做首条，一花色经排列如下：51加白，16加

白，51加白，16加白，51白；

[0028] 2、将首条51根与减头数的一半，(51+41)/2＝46,置于色排末位,将首条剩余根数

(51-46＝5根)置于首位，重新进行色排如下：5加白，16加白，51加白，16加白，46加白；全幅

共79花，最右侧的最后一花，减头41根，即51-46＝5根，这保证了主花区距离左右侧布边均

为5根纱，左右对称，也就是指示第1个“十”花距离左侧布边5根经纱，为起花组织确定了起

始位置，布局美观且便于整经工序排筒和浆纱并轴操作，浆纱机并轴时不必考虑整经轴转

向；

[0029] 计算得出：JC9.7tex经纱百米用纱量为12.1676kg/100m；JC9.7地部纬纱百米用纱

量为6.3904kg/100m，JC18.4tex水兰花纬百米用纱量为3.4241kg/100m。

[0030] 一种根据所述的纬剪花府绸的设计方法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1] 1 .络筒：采用奥托康纳338自动络筒机，采用单锭变频技术，小纱时自动降速以匀

化络纱张力，络纱线速度为1100m/min，加严电子清纱器清纱工艺参数：短粗节S：120％×

1.0cm，长粗节L：40％×30cm，长细节T：70％×30cm，要求挡车工交接班清洁工作,避免飞花

附入，络纱张力旋钮刻度值：3；

[0032] 2.染纱：花纬纱要进行染色，采用高温高压筒子染色工艺，其流程如下：坯纱→松

式络筒→(倒角)→装纱→(压纱)→入染(前处理→染色→后处理)→脱水→烘干→(紧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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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筒后卷绕密度为0.32g/cm3；采用活性染料染色，浴比为1.28，内蒸汽压力,589.2kPa；主

缸进水压力294.6kPa，漂染液流速为30L/kg .min；固色后进行水洗和皂煮，皂煮条件为：非

离子洗涤剂1g/L，沸水皂煮，时间为15min；

[0033] 3.整经：采用1452G型整经机，该机采用集体换筒、筒子架光电断头检测，刹车时制

动距离不超过3米，经轴采用平行加压，采用多头少轴工艺，整经配轴623×10+622×7，整经

万百根断头率控制在1.5根以下；

[0034] 4.浆纱：浆液配方：

[0035] 采用高性能醚化淀粉Astsize  PWD：50Kg,PVA1799：12.5Kg,PVA205MD：5Kg，同时采

用“高压、高浓、低黏”上浆工艺路线；含固率12％，上浆率12.5％，回潮率7-7 .5％；伸长率

0.5％；后上蜡0.3％；

[0036] 5.穿经和织造：主要采用如下措施：

[0037] (1)穿经：经密大，穿筘采用4根/筘齿，采用12页综，1-12页各页综综丝根数分别

为：1942、2170、2130、1902、380、380、304、304、380、380、304、304；

[0038] (2)织机：采用津田驹ZAX9200喷气织机织造，该机采用电子送经、电子卷取、可通

过伺服电机实现变纬密织造，只需在织机人机界面间隔输入：29纬：366根/10cm；24纬：732

根/10cm；

[0039] (3)织造方式：采用反织法；

[0040] (4)开口时间：采用295°的早开口方式；

[0041] (5)引纬时间的设定：喷气织机引纬常用的始飞行角为85°，挡纱针时间为80°，纬

纱到达角为225°，由于采用早开口，纬纱到达时间不宜太晚，否则由于织机闭口早，易引起

织物右边的“蚂蚁”纬缩；由于纬线组合有线密度较高的花纬，主喷压力适当增加，主喷压力

0.30MPa,辅喷压力0.35MPa，调节试验时以不断纬，纬纱到达不延迟滞后为界；

[0042] (6)储纬器引纬张力调节：由于纬剪花织物，采用两种不同颜色和粗细的纬纱，即

水兰色花纬和加白色纬纱，线密度较大的水兰色纬纱引纬时会因在双弹簧片间残留的染料

垢斑使得引纬不稳定，因而采取减少花纬储纬器的双弹簧片压力的措施，保持引纬张力稳

定；同时花纬采用双喷轮换，减轻染料垢斑积聚的问题；客户根据自己需要，选用剪花面或

者非剪花面作为织物的正面；

[0043] 6.剪花整理：

[0044] 剪花前处理，如果采用非剪花面作为正面，烧毛采用只烧正面，不烧剪花浮长面，

否则可能烧坏织物，后整理采用松式整理，采用剪毛机械剪花。

[0045]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面料外观新颖、穿着舒适，用作时尚女装面料，合理进行纹样

的花纬和地纬布局，花纬浮长线长短适中，花纬采用“W”形纬纱固结方式，花纬线密度高，剪

花部位纬密加倍，整经要注意张力、排列、卷绕“三均匀”，浆纱要增加毛羽被覆率、提高耐磨

性，采用反织法在喷气织机上织造、调节花纬引纬张力，采用剪毛机剪花。

[0046] 本发明在设计织造纬剪花织物时，兼顾美观性和织造可行性和成本，合理配置花

纬和地纬根数和位置，花纬宜采用高线密度，花区纬密要加倍。花纬和地经在花边部采用

“W”形固结，以保证剪花后余留花纬绒毛丰满，结构稳定，适当降低络纱速度，整经要保证片

纱张力均匀，保证织物匀整，浆纱主要本着“双浆槽，两高一低，低伸长、保耐磨、贴毛羽”指

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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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本发明的织造采用反织法，工艺上采用较高后梁、较早开口、调节花纬的引纬张力

等措施，大货生产效率达到93％，入库一等品达97％。

附图说明

[0048] 图1是本发明的纬剪花纹样示意图；

[0049] 图2是本发明的纬剪花组织局部上机示意图；

[0050] 图3是本发明的纹版示意图；

[0051] 图4是本发明的剪花前坯布示意图；

[0052] 图5是本发明的成品剪花面示意图；

[0053] 图6是本发明的成品非剪花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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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 实施例

[0056] 1.织物规格设计

[0057] 产品设计定位为高档夏季女装面料，为形成质地细密、条干均匀、布面匀整、手感

“滑、挺、爽”的风格，并赋予“高花仿绣”装饰效应。织物采用细特高密、平纹为主，附加纬二

重起花的结构，为此进行如下规格设计：

[0058] 1 .1纱线组合：考虑织物质地细腻，织物地部经、纬纱选加白色JC  9.7tex纱同时，

为使花部纬纱醒目、剪花后绒毛丰满，花纬线密度应较地纬大一倍左右，花纬选水兰色

JC18.4tex，即，经纱组合：加白JC  9.7tex。

[0059] 纬纱组合：地区选JC  9.7tex(加白)；花区：花纬JC18.4tex(水兰)：地纬JC9.7tex

(加白)＝1:1。

[0060] 1.2织物紧度:织物紧度和经纬密度关系是影响织物结构的关键，直接影响织物的

织造效率、织物质量和织物的风格。如果经向紧度过大，经纱密度大、开口清晰度受影响，经

纱之间摩擦剧烈，织造断头高；纬向紧度过大，则纬纱密度大，打纬时钢筘对经纱的摩擦加

剧，也会增加经纱的断头率。综合考虑织物风格和织造可行性，紧度过大，织物手感僵硬，紧

度过小，手感松烂，经纱对花纬的固结不牢固。综合考虑可织性和府绸的仿绣外观风格，以

及经纱对花纬夹持作用等因素：经向紧度Ej＝80％,地区纬向紧度Ej＝42％。

[0061] 1 .3织物密度: 纬向紧度

(这里，EJ：经向紧度/％；Pj：经密/根/10cm；Ew：纬向紧度/％；Pw1:地区纬密/根/

10cm)。

说　明　书 4/8 页

8

CN 108385235 B

8



[0062] 1.3.1

[0063] 1.3.2

[0064] 1.3.3花区纬密(根/10cm)Pw2＝366×2＝732，即7.32根/mm

[0065] 花区纬密这样配置是为保证花区在剪花后结构稳定致密，余留的花纬不至在剪花

力的作用下脱落，并使得绒毛丰满，因而花区纬密应加倍。

[0066] 1.4织物门幅：152.5cm。

[0067] 2.纹样设计

[0068] 纹样设计除了决定织物的是否美观，更是组织设计和工艺计算的前提之一，决定

了不同组织点数量和分布，以及花纬和地纬根数与比例，也影响织造难度和成本高低。

[0069]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设计采用在白色地部上加水兰色“十”形纬起花组织，简洁

大方、结构稳定，纹样见图1。

[0070] 2.1“十”字花纹样设计

[0071] 2.1 .1“十”字花高：高度设计为3.3mm,则花内花纬根数＝花纬高度×花区纬密＝

3.3×7.32＝24根，其中水兰花纬12根，加白花纬12根，按1:1排列。

[0072] 2 .1 .2“十”字花宽：宽度设计为2.3mm ,则花内经根数＝花内宽度×经密＝2.3×

6.94＝16

[0073] 纬剪花纹样布局也可参见上机图，如图2。

[0074] 2.2“十”字花间距纹样采用四方连续方式进行“十”字花布局

[0075] 2.2.1横向间距：同一水平线上相邻两花间距设计为17mm,则相邻两花经纱根数＝

花间距×经密＝17×6.94＝118。

[0076] 不同水平线的相错但相邻花的水平间的经纱根数＝(118-16)/2＝51，相距＝51/

6.94＝7.34mm,

[0077] 2.2.2纵向间距：设计同一列相邻花间距(mm)＝平纹地高+花区高+平纹地高＝8+

3.3+8＝19.3,则相隔纬纱根数＝地部纬密×8+花区纬密×3.3+地部纬密×8＝3.66×8+

7.32×3.3+3.66×8＝29+24+29＝82

[0078] 用经纬纱根数表示的剪花纹样示意图如图1。

[0079] 2.3一花循环经、纬纱根数

[0080] 一花循环经纱根数＝16+51+16+51＝134，这里一花循环经纱数，是指一完整循环

的经纱数。

[0081] 一花循环纬纱根数＝24+29+24+29＝106，其中水兰色纬纱根数＝24/2+24/2＝24，

加白纬纱根数＝24/2+24/2+29+29＝82。

[0082] 3.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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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本设计织物组织采用平纹为主的纬二重起花组织，水兰花纬：加白色地纬＝1:1，

采用“W”形固结方式。保证剪花时，花纬不至于松脱。不同于普通纬起花组织，应用于纬剪花

目的纬起花组织的浮长线以长些为好，以利于剪花刀的剪毛作用，浮长线过短会造成剪花

时，剪毛刀进刀困难，浮长线过长，花间距过大有会影响装饰的点缀效果。其上机图局部见

图2。

[0084] 其穿综次序：12×(1,2,3,4) ,1,2,3,5,3,5,6,2×(5,7) ,2×(8,7) ,2×(8,6) ,5,

6,2,6,12×(2,,3,4,1) ,2,3,4,9,2,9,10,9,11,9,3×(11,12)，10,12，10,9,10,3，10。纹版

图见图3。

[0085] 4.主要工艺设计

[0086] 4.1总经根数：边组织和地组织每筘齿均穿入4根，边纱根数为2×20,则总经根数

＝Pj/10×幅宽+40×(1-4/4)＝694/10×152.5＝10584

[0087] 4.2全幅循环花数

[0088] 全幅花数＝(总经根数-边经根数)/一花循环经纱数＝(10584-40)/134＝78.69，

即78花余0.69花，做“加花减头”处理，即79花-0.31花，

[0089] 减头数＝0.31×134＝41根。

[0090] 4.3劈花虽然经纱均为“加白”一色，但为将“十”字花组织避开布边，也要进行劈花

设计：步骤如下

[0091] 4.3.1将根数多、颜色浅、组织紧密的部位做首条(参见图1)，一花色经排列如下：

51加白，16加白，51加白，16加白，51白

[0092] 4.3.2将首条51根与减头数的一半，(51+41)/2＝46,置于色排末位,将首条剩余根

数(51-46＝5根)置于首位，重新进行色排如下：5加白，16加白，51加白，16加白，46加白。全

幅共79花，最右侧的最后一花，减头41根，即51-46＝5根，这保证了主花区距离左右侧布边

均为5根纱，左右对称，也就是指示第1个“十”花距离左侧布边5根经纱，为起花组织确定了

起始位置。布局美观且便于整经工序排筒和浆纱并轴操作，浆纱机并轴时不必考虑整经轴

转向。

[0093] 计算得出：JC9.7tex经纱百米用纱量为12.1676kg/100m；JC9.7地部纬纱百米用纱

量为6.3904kg/100m，JC18.4tex水兰花纬百米用纱量为3.4241kg/100m。

[0094] 5.生产技术关键

[0095] 5.1络筒采用奥托康纳338自动络筒机，该机采用单锭变频技术，小纱时自动降速

以匀化络纱张力。由于线密度低，织物密度大，络纱张力不宜过大，否则络纱断头增加，毛羽

增多，织造时开口不清，容易产生“三跳、纬缩”疵点。络纱线速度选1100m/min。加严电子清

纱器清纱工艺参数：短粗节S(％×cm)120×1.0，长粗节L(％×cm)：40×30，长细节T(－％

×cm)70×30，要求挡车工交接班清洁工作,避免飞花附入。络纱张力旋钮刻度值：3

[0096] 5.2染纱花纬纱要进行染色，采用高温高压筒子染色工艺，相比于绞纱染色，其优

点是工艺流程短、回丝少、自动化程度高、质量好。其流程：坯纱→松式络筒→(倒角)→装纱

→(压纱)→入染(前处理→染色→后处理)→脱水→烘干→(紧筒)。松筒后卷绕密度为

0.32g/cm3,保证染色匀透；采用活性染料染色，浴比为1.28，内蒸汽压力,589.2kPa左右,实

现快速升温；主缸进水压力294 .6kPa，以保证进水冷却速度理想，漂染液流速为30L/

kg .min，目的是保证筒肩染透,减少色差。固色后进行水洗和皂煮，去除浮色，保证染色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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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皂煮条件为:非离子洗涤剂1g/L，沸水皂煮，时间15min。

[0097] 5 .3整经织物对要求布面匀整，因而整经要求“张力、排列、卷绕”三均匀，尤其重

要，采用1452G型整经机，该机采用集体换筒、筒子架光电断头检测，刹车时制动距离不超过

3米，有效避免整经倒断头问题，经轴采用平行加压，有效避免整经大轴跳、用定规查两盘片

间五点间距，保证两经轴盘片绝对垂直平行状态，避免因边部盘片倾斜带来边经张力增加，

伸长增大，浆纱松边轴问题。采用多头少轴工艺，保证片纱张力均匀，整经配轴623×10+622

×7。及时与纺纱部门联系，保证成纱质量，整经万百根断头率控制在1.5根以下。

[0098] 5.4浆纱由于该织物是细特高密织物，后道又采用喷气织机高速织造，开口不易清

晰，打纬频繁，尤其是纬起花部位有24纬的纬密加倍，且花纬线密度高，为JC18.4tex，更增

加了打纬时经纱受摩擦的程度。浆料配方和浆纱工艺参数设计应侧重增加浆纱耐磨性，被

覆毛羽等。浆液配方：采用高性能醚化淀粉AstsizePWD：50Kg,PVA1799:12.5Kg ,PVA205MD:

5Kg。同时采用“高压、高浓、低黏”上浆工艺路线。含固率12％，上浆率12.5％，回潮率7-

7 .5％；伸长率0.5％；后上蜡0.3％。该醚化淀粉是全支链淀粉，成膜性好，退浆性能好，环

保；PVA1799用于增加浆膜耐磨性，贴服毛羽，PVA205能降低分纱阻力，减少分绞时二次毛

羽。

[0099] 浆纱机采用郑纺机GA308浆纱机。该织物总经根数达到10584，应采用双浆槽以降

低浆纱覆盖系数，由经纱线密度低，为避免纱线摩擦路径长导致浆槽内浆纱伸长增加，采用

双浸双压方式即可，同时要求挡车工不要随意升降浸没辊来调节上浆高低以避免恶化浆纱

伸长和机械性能，同时打慢车，处理坏活时压低烘筒气压避免浆纱“过烘”而影响将浆膜韧

性。

[0100] 5.5穿经和织造主要采用如下措施：

[0101] (1)穿经：经密大，穿筘采用4根/筘齿，目的是降低筘号，减少经纱与筘齿的摩擦机

率，降低织造断头率。采用12页综，1-12页各页综综丝根数分别为：1942、2170、2130、1902、

380、380、304、304、380、380、304、304。

[0102] (2)织机：采用津田驹ZAX9200喷气织机织造，该机采用电子送经、电子卷取、可通

过伺服电机实现变纬密织造。只需在织机人机界面间隔输入：29纬：366根/10cm；24纬：732

根/10cm。

[0103] (3)织造方式：为了观察纬浮长线的织造状态和及时发现纬起花织物的疵点，并减

少提综负担，达到节能目的，采用反织法。

[0104] (4)开口时间：采用295度的早开口方式，目的是有利于高纬密织物打紧纬纱。

[0105] (5)后梁位置：ZAX9200型织机配置的是多臂开口机构。织制平纹织物时，常用的后

梁高刻度值定为1格。后梁略高。目的是使得上层经纱张力略松，经纱彼此可以相互靠拢，有

利于减轻每筘齿穿4根时容易筘痕的问题。织物布面丰满、匀整。

[0106] (6)引纬时间的设定：喷气织机引纬常用的始飞行角为85°，挡纱针时间80°纬纱到

达角为225°，由于采用早开口，纬纱到达时间不宜太晚，否则由于织机闭口早，易引起织物

右边的“蚂蚁”纬缩。由于纬线组合有线密度较高的花纬，主喷压力适当增加，主喷压力

0.30MPa,辅喷压力0.35MPa，调节试验时以不断纬，纬纱到达不延迟滞后为界。

[0107] (7)储纬器引纬张力调节：由于纬剪花织物，采用两种不同颜色和粗细的纬纱，即

水兰色花纬和加白色纬纱，线密度较大的水兰色纬纱引纬时会因在双弹簧片间残留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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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斑使得引纬不稳定，因而采取减少花纬储纬器的双弹簧片压力的措施，保持引纬张力稳

定。同时花纬采用双喷轮换，减轻染料垢斑积聚的问题。产品的剪花前坯布和剪花后成品见

图4、图5和图6。

[0108] 客户根据自己需要，选用剪花面或者非剪花面作为织物的正面。

[0109] 6.剪花整理

[0110] 剪花前处理，如果采用非剪花面作为正面，烧毛采用只烧正面，不烧剪花浮长面，

否则可能烧坏织物。后整理采用松式整理，采用剪毛机械剪花。

[0111] 本发明的设计织造纬剪花织物时，要兼顾美观性和织造可行性和成本，合理配置

花纬和地纬根数和位置，花纬宜采用高线密度，花区纬密要加倍。花纬和地经在花边部采用

“W”形固结，以保证剪花后余留花纬绒毛丰满，结构稳定，适当降低络纱速度，整经要保证片

纱张力均匀，保证织物匀整，浆纱主要本着“双浆槽，两高一低，低伸长、保耐磨、贴毛羽”指

导思想。

[0112] 本发明的织造采用反织法，工艺上采用较高后梁、较早开口、调节花纬的引纬张力

等措施，大货生产效率达到93％，入库一等品达97％。出口孟加拉，深受客户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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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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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3

CN 108385235 B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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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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