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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设备具有用于安

置经向纤维的一个或更多个经线柱和用于综丝

的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综丝用于编织经向纤

维。该织造设备的经线柱与综丝柱的数值比为分

数。并且经向纤维的一部分能够基于该分数而编

织穿过位于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上的综丝。一种

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其中，相邻的经向纤

维基于该分数被分段并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

综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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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用于安置经向纤维的一个或更多个的经线柱；和

用于安置综丝的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所述综丝用于编织所述经向纤维，

其中，所述经线柱与所述综丝柱的数值比为分数，并且

其中，所述经向纤维的一部分能够基于所述分数而被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综丝柱中的一

个或更多个综丝柱上的所述综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

位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中的每个综丝柱上的、数目至少等于所述多层产品中的

层数乘以所述分数的综丝。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备，还包括，

位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经线柱中的每个经线柱上的、数目等于所述多层产品中的所述

层数的经向纤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分数在0.1与10.5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多层产品具有两个层或更多个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设备具有用于安置经向纤维的两个或更多个经线柱。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设备，还包括，

位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中的每个综丝柱上的、数目至少等于所述多层产品中的

层数乘以所述分数的综丝。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设备，还包括，

位于所述两个或更多个经线柱中的每个经线柱上的、数目等于所述多层产品中的所述

层数的经向纤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分数在0.1与10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分数为1.5。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设备，其中，

能够编织的经向纤维的数目为使得经向纤维的总数的一又二分之一能够编织穿过单

个综丝柱上的综丝。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经线柱的数目为三并且所述综丝柱的数目为二；

并且其中，所述多层产品为32层的多层产品，并且

其中，所述三个经线柱中的每个经线柱均具有32根经向纤维，并且所述两个综丝柱中

的每个综丝柱均具有48个综丝。

13.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经线柱与综丝柱的数值比为分数；

其中，所述经线柱的数目是至少为3的经线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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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其中，所述综丝柱的数目小于所述经线柱数；

并且其中，所述经线柱中的每个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数目等于所述多层产品中的层

数；

使得所述多层产品中的所述层数乘以所述分数并进一步乘以所述综丝柱的数目至少

等于所述多层产品中的所述层数乘以所述经线柱数。

14.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a.提供具有用于安置经向纤维的一个或更多个经线柱和用于安置综丝的一个或更多

个综丝柱的织造设备；其中，所述经线柱与所述综丝柱的数值比为分数；

b.将相邻的经向纤维进行分段成使得各段是基于所述分数的；以及

c.基于所述分数将分段后的所述经向纤维编织穿过所述综丝柱上的所述综丝。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其中，

所述织造设备具有两个或更多个经线柱。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其中，

a.所述分数为1.5；

b.将第一经线柱上的所有相邻的经向纤维编织穿过第一综丝柱上的相邻综丝；

c.将第二经线柱上的第一半的相邻的经向纤维编织穿过所述第一综丝柱上的相邻综

丝；

d.将所述第二经线柱上的第二半的相邻的经向纤维编织穿过第二综丝柱上的相邻综

丝，

e.将第三经线柱上的所有经向纤维编织穿过所述第二综丝柱上的相邻综丝；

f.重复步骤b至e，直到所述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所述综丝柱上的综丝为

止。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用于织造多层复合物的方法，还包括，

a.通过所述第一综丝柱上的综丝控制所述第一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

b.通过所述第一综丝柱上的综丝控制所述第二经线柱上的所述第一半的经向纤维，

c.通过所述第二综丝柱上的综丝控制所述第二经线柱上的所述第二半的经向纤维，

d.通过所述第二综丝柱上的综丝控制所述第三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以及

e.重复步骤b至d，直到所述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被所述综丝柱上的综丝控制为止。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其中，

a.将所述第一经线柱上的所有经向纤维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第一综丝柱的上部部分上

的相邻综丝，

b.将所述第二经线柱上的上半部的经向纤维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第一综丝柱的下部部

分上的相邻综丝，

c.将所述第二经线柱上的下半部的经向纤维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第二综丝柱的上部部

分上的相邻综丝，以及

d.将所述第三经线柱上的所有经向纤维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第二综丝柱的下部部分上

的相邻综丝；

e.重复步骤a至d，直到所述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所述综丝柱上的综丝为

止。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8603314 B

3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

a.所述织造设备具有三个经线柱和两个综丝柱；

b.32个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第一综丝柱的所述上部部分上的32个相

邻综丝，

c.位于所述第二经线柱的所述上半部上的16个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所述

第一综丝柱的所述下部部分上的16个相邻的综丝，

d.位于所述第二经线柱的所述下半部上的16个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所述

第二综丝柱的所述上部部分上的16个相邻的综丝，以及

e.所述第三经线柱上的32个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所述第二综丝柱的所述

下部部分上的32个相邻的综丝。

20.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其中，

a.其中，所述经线柱的数目是至少为3的经线柱数；

b.并且其中，所述综丝柱的数目小于所述经线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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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个经线柱和综丝柱织造多层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过由综丝柱控制的各列经向纤维所织造的多层产品的织造。特别

地，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比为分数。

背景技术

[0002] 使用增强的复合材料来生产结构化部件在现今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寻求的期望特

性为重量轻、坚固、坚韧、耐热、自支承并且可适于成形和定形的应用中如此。这些部件例如

用于航空、航天、卫星、娱乐用途(如在赛艇和赛车中)以及其他应用。

[0003] 通常，这种部件包括嵌置在基质材料中的增强材料。增强部件可以由诸如玻璃、

碳、陶瓷、芳族聚酰胺、聚乙烯的材料和/或具有期望的物理、热、化学和/或其他特性——其

中，主要是具有较大的抗应力失效的强度——的其他材料制成。通过使用这种增强材

料——这种增强材料最终变成成品部件的构成元件，增强材料的所需性能比如非常高的强

度被赋予给成品复合部件。构成的增强材料可以例如被织造成多层预制件结构。

[0004] 利用织造来形成织造结构已有多个世纪。织造结构通过使线、纱或纤维交织而形

成，所述线、纱或纤维被分成下述两类：(i)与织边或边缘平行的“经线”、纱或纤维(有时被

称为机器方向或MD)并且这些“经线”、纱或纤维被交织或“织造”，以及(ii)垂直的一系列

“纬线”、纱或纤维(有时被称为机器横向或CD)。通常，经纱或纤维和纬纱或纤维交织以在织

机上形成织造结构。最简单的织造图案包括交替图案，其中，每根纬线、纱或纤维在经线或

纤维的上方和下方连续通过。更复杂的结构在三维中织造(3D织造)，使得额外的纱结合多

层结构中的经纱和纬纱。

[0005] 通常，织机在织造过程中采用下述三个主要运动：i)形成梭口、(ii)投纬和(iii)

打纬。形成梭口涉及在成组的经向纤维之间形成三角形开口以便使纬向纤维例如借助于梭

子而穿过。投纬涉及使纬向纤维穿过梭口。并且打纬涉及使用梳状簧片将纬向纤维以重复

织造图案压挤成如所需程度的彼此接近。

[0006] 通常，在提花织造中，用于将经向纤维分开并形成供纬向纤维可通过的梭口或三

角形开口或空间的织造部件称为综丝。对综丝的竖向位置进行控制可以控制梭口的形成。

梭口开口可以通过使一组经向纤维相对于另一组提升来形成。替代性地，可以将一组纤维

从中间位置提升而将剩余纤维从该同一中间位置降低。在一些情况下，将交替的经向纤维

相对于相邻的纤维提升。或者将许多连续纤维一起提升或不提升，以在织造结构中与纬向

纤维形成期望图案。

[0007] 通常，综丝由金属、线、绞线(twisted  wire)、聚合物编织物、压制金属板、聚酯或

线状物制成的并且具有供经向纤维穿过的适当尺寸的孔眼或开口的长形结构。综丝的顶部

和底部具有允许它们附接、连接或安装至被称为综通丝或综丝柱的部件的结构。通常，经向

纤维在织机的一端从经向梁或经向卷轴延伸穿过综丝并在织机的另一端连接至另一梁或

织物柱。在纬向纤维穿过由经向纤维形成的梭口之后，使用簧片将纬向纤维和经向纤维打

纬或打紧成期望的图案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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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织造结构的一个特征在于织造材料宽度的每英寸的经向纤维数。在织造术语中，

宽度方向上每英寸的经向纤维数被称为每英寸的筘齿或“dpi.”。例如，具有宽度方向上每

英寸12根经向纤维的织造结构将被称为12dpi材料。

[0009] 通常，织机具有被选择用于所生产的织造结构的合适的综丝柱几何形状。作为示

例性说明，如果生产的织造结构具有12dpi，则综丝柱可以具有每英寸12个综丝。因为每根

经纱穿过一个综丝，所以织造材料的dpi决定了综丝柱上的综丝间距或每英寸宽度的综丝

数。

[0010] 通常，用于预制件的织造结构为多层3D结构。换言之，当从水平面观察时，可以找

到多层经纱端。例如，在32层的织造结构中，当从水平切口观察时，将存在穿过材料的厚度

的32个经向端。这些经向纤维通常布置成列，使得32层织造结构将具有每经线柱32根经向

纤维。

[0011] 当织造用于预制件的多层结构时，织造设备的几何形状可以选择成使得综丝柱间

距可以乘以整数以实现期望的经线柱间距。例如，如果期望的是宽度方向上每英寸12个经

向纤维或12dpi的预制件，则织造设备可以具有带有32个综丝的综丝柱，其中，综丝间距将

为每英寸12个综丝。因此，一个经线柱上的纤维被编织(laced)穿过一个综丝柱上的综丝。

替代性地，可以使用具有64个综丝的综丝柱，其中，综丝间距为每英寸6个综丝。在每柱64个

综丝的情况下，两个经线柱上的纤维将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在具有高经向纤维数

的多层织造结构的某些情况下，构造其中一个综丝柱将织造一个经线柱的织造设备会造成

太多的经向纤维和纬向纤维拥塞而不能有效地进行织造。当构造其中一个综丝柱将织造两

个经线柱的织造设备时，综丝的深度较大使得可能形成非常小的梭口开口，从而导致不良

的经向控制和织造方面的困难。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可以提供具有经线柱和综丝柱构型的织造设备，该织造设备允许通过例如

减少经向纤维和纬向纤维的拥塞、改进为更好的经向控制以及具有用于织造的足够的梭口

开口来有效地织造多层产品。

[0013] 术语“纤维”、“线”和“纱”在本公开中可互换使用。“纤维”、“线”和“纱”可以指例如

单丝、复丝纱、加捻纱、复丝束、变形纱、编织丝束、涂层纱(coated  yarn)、双组分单丝纱以

及由牵切纤维(stretch  broken  fibers)制成的纱。“纤维”和“纱”还可以指玻璃、碳、陶瓷、

芳族聚酰胺、聚乙烯和/或其他具有所需的物理、热、化学和/或其他性能——其中，主要是

具有较大的抗应力失效的强度——的材料。

[0014] 本公开可以提供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设备，该设备具有用于安置经向纤维的

一个或更多个经线柱和用于安置综丝的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其中，综丝用于编织经向纤

维。本公开可以使得经线柱与综丝柱的数值比为分数，并且其中，经向纤维的一部分能够基

于该分数而被编织穿过位于综丝柱的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上的综丝。

[0015] 本公开可以提供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设备，该设备的经线柱与综丝柱的数值

比为分数，其中，经线柱的数目是至少为3的较大的经线柱数并且综丝柱的数目小于该较大

的经线柱数。并且本公开可以提供：经线柱中的每个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数目等于多层

产品中的层数，使得多层产品中的层数乘以该分数并进一步乘以综丝柱的数目至少等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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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产品中的层数乘以该较大的经线柱数。

[0016] 本公开可以提供在0.1与10.5之间的分数，并且所述分数将被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更普遍地理解为在1.5至4.5之间。本公开可以提供具有两个层或更多个层的多层产品。

[0017] 本公开可以提供一种用于织造多层产品的方法，该方法具有下述步骤：提供具有

一个或更多个经线柱和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的织造设备，其中，经线柱与综丝柱的数值比

为分数。并且其中，存在下述步骤：基于该分数将相邻的经向纤维进行分段并且将分段后的

经向纤维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本发明可以提供通过综丝对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的经向纤维进行控制。

[0018]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公开、其操作优点和通过其使用获得的特定目标，参照其中说

明本发明的非限制性的示例性实施方式所伴随的描述性内容。

[0019] 本公开中的术语“包含有”和“包含”可以表示“包括有”和“包括”或者可以具有在

美国专利法中通常赋予给术语“包含有”或“包含”的含义。如果在权利要求中使用，术语“基

本包含有”或“基本包含”具有在美国专利法中赋予它们的含义。

附图说明

[0020] 所包括的附图用以提供对本公开的进一步理解，这些附图并入本说明书中并构成

本说明书的一部分。所呈现的附图图示了本发明的不同的非限制性实施方式并与说明书一

起用于解释本公开的原理。在图中：

[0021] 图1示出了具有三个经线柱和两个综丝柱的织造设备。

[0022] 图2是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的经向纤维的示意图。

[0023] 图3是两个综丝柱的俯视图和带有经向纤维的五个经向纤维柱的横向视图的示意

图。

[0024] 图4是三个综丝柱的俯视图和带有经向纤维的五个经向纤维柱的横向视图的示意

图。

[0025] 图5是五个综丝柱的俯视图和带有经向纤维的两个经向纤维柱的横向视图的示意

图。

[0026] 图6是两个综丝柱的俯视图和带有经向纤维的三个经向纤维柱的横向视图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公开了具有经线柱数和综丝柱数的便于织造多层预制件的织造设备的示例性实

施方式，其中，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分数，并且其中，经向纤维的一部分能够基于该分数

被编织穿过位于综丝柱中的一个或更多个综丝柱上的综丝，从而与现有技术相比实现更好

且更充足的梭口空间和有效的织造。

[0028] 转至图1，其示出了具有两个综丝柱104、105和三个经线柱101、102、103的用于织

造4层的多层预制件的示例性织造设备。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一又二分之一，这是通过将

经线柱的数目除以综丝柱的数目而确定的。图1示出了被编织穿过位于综丝柱上的综丝的

经向纤维。经线柱101示出了四根示例性经向纤维106、107、108、109。经线柱102示出了四根

示例性经向纤维110、111、112、113。并且经线柱103示出了四根示例性经向纤维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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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7。通过卷绕将经向纤维围绕经线柱安置代表可以将经向纤维安置在各个经线柱上

的非限制性方式。另外，具有四层的多层预制件和每个经线柱上的四根经向纤维是为了说

明清楚而选择的非限制性示例。

[0029] 图1示出了将经向纤维编织穿过综丝。图1示出了经向纤维106至109从经线柱101

延伸并穿过综丝柱104上的综丝118至121。经向纤维110和111从经线柱102延伸并穿过综丝

柱104上的综丝122至123。经向纤维112至113从经线柱102延伸并穿过综丝柱105上的综丝

124至125。经向纤维114至117从经线柱103延伸并穿过综丝柱105上的综丝126至129。

[0030] 图1示出了将经向纤维编织成使得经线柱上的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的经向

纤维的数目反映出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间的分数的方法。例如，图1表示经线柱

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间的分数为一又二分之一。图1还示出了经线柱101上的所有四根

经向纤维和经线柱102上的经向纤维的两根经向纤维或一半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综丝柱

103上的综丝。图1示出了经线柱103上的所有四根经向纤维和经线柱102上的经向纤维中的

两根经向纤维或一半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综丝柱104上的综丝。因此，经向纤维的数目的一

又二分之一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0031] 图2示出了附接至综丝柱202的综丝200，综丝柱202具有供经向纤维206可被编织

穿过的开孔204的非限制性示例。

[0032] 转至图3，在配备有两个综丝柱301、302和五个经线柱303至307的织造设备上织造

60层的多层预制件。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二又二分之一，这是通过将经线柱的数目除以

综丝柱的数目而确定的。图3示出了两个综丝柱301和302的俯视图。每个综丝柱具有一百五

十个综丝。图3示出了五个经线柱303至307的横向视图。每个经线柱具有60根经向纤维。各

根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综丝柱301、302中的一个综丝柱上的综丝。

[0033] 图3示出了将经向纤维编织成使得经线柱上的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的经向

纤维的数目反映出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间的分数的方法。例如，图3示出了下述

织造设备：经线柱303、304中的每个经线柱上的所有六十根经向纤维都被编织穿过综丝柱

301上的综丝。图3示出了经线柱305上的经向纤维中的三十根经向纤维或一半经向纤维被

编织穿过综丝柱301上的综丝。图3示出了经线柱305上的经向纤维中的剩余三十根经向纤

维或一半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综丝柱302上的综丝。图3示出了经线柱306和307中的每个经

线柱上所有六十根经向纤维都被编织穿过综丝柱302上的综丝。因此，二又二分之一倍的经

线柱上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0034] 此外，本公开可以提供一种将经线柱上的相邻经向纤维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相邻

综丝的方法。例如，图3示出了经线柱303上的相邻经向纤维被编织308穿过综丝柱301中的

相邻综丝并且经线柱304上的相邻经向纤维以类似的方式被编织309穿过综丝柱301中的相

邻综丝。图3示出了经线柱305上的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310穿过综丝柱301中的相邻的综

丝并且经线柱305上的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综丝柱302中的相邻的综丝。图3示出了

经线柱306上的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312穿过综丝柱302中的相邻的综丝并且经线柱307

上的相邻的经向纤维被编织313穿过综丝柱302中的相邻的综丝。

[0035] 此外，本公开可以在每个综丝柱上提供一定数目的综丝，所述数目可以通过将经

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间的分数乘以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来确定。例如，图3示出了

二又二分之一的分数和用于六十层的多层预制件的织造设备。将二又二分之一乘以六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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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百五十。因此，图3示出了每个综丝柱上的一百五十个综丝。本公开可以提供综丝的总

数为由每个综丝柱上的综丝数与织造设备中的综丝柱的总数相乘而确定。作为示例，图3示

出了每个综丝柱上的一百五十个综丝和两个综丝柱，因此等于总共三百个综丝。

[0036] 此外，本公开可以在每个经线柱上提供数目等于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的经向纤

维。例如，图3示出了用于六十层的多层预制件的织造设备，其中，每个经线柱具有六十根经

向纤维。本公开可以提供经向纤维的总数为由每个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数目乘以经线柱

的总数而确定。例如，图3示出了织造设备中的五个经线柱和每个经线柱上的六十根经向纤

维，当相乘时等于总共三百根经向纤维。

[0037] 本公开可以提供总数等于或近似等于经向纤维总数的综丝。例如，图3示出了用于

六十层的多层预制件的织造设备，其中，综丝柱301、302中的每个综丝柱具有一百五十个综

丝——总共300个综丝——并且经线柱303至307具有三百根经向纤维。

[0038] 本公开还可以提供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分数的织造设备，并且其中，每个经线

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数目等于多层产品中的层数，使得当每个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数目乘

以所述分数并接着进一步乘以综丝柱的总数时，其至少等于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乘以经线

柱的数目。例如，图3示出了六十(每个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乘以二又二分之一(分数)等于

一百五十(每个综丝柱上的综丝)、当进一步乘以二(总的综丝柱)时等于六十(多层物的层)

乘以五(总的经线柱)。

[0039] 转至图4，在配备有三个综丝柱401、402、403和五个经线柱404至408的织造设备上

织造40层的多层预制件。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一又三分之二，这是通过将经线柱的数目

除以综丝柱的数目而确定的。图4示出了三个综丝柱401至403的俯视图。每个综丝柱具有六

十七个综丝。图4示出了五个经线柱404至408的横向视图。每个经线柱具有等于多层预制件

中的层数的四十根经向纤维。各根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综丝柱401至403中的一个综丝

柱上的综丝。

[0040] 图4示出了用于将经向纤维编织成使得经线柱上的被编织成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的经向纤维的数目反映出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间的分数的方法。例如，图4示出

了下述织造设备：经线柱404上的所有经向纤维和经线柱405上的三分之二的经向纤维被编

织409、410穿过综丝柱401上的综丝。图4示出了经线柱405上的三分之一的经向纤维和经线

柱407上的三分之一的经向纤维以及经线柱406上的所有经向纤维被编织411、412、413穿过

综丝柱402上的综丝。图4示出了经线柱407上三分之二的经向纤维和经线柱408上所有的经

向纤维被编织414、415穿过综丝柱403上的综丝。因此，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中的一又三分

之二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0041] 图4中的每个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数目可以通过将一又三分之二的分数(经线柱与

综丝柱之间的分数)乘以四十(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来确定。因此，图4示出了被向上舍入

至最接近整数的每综丝柱六十七个综丝。综丝的总数为201，这是通过将每个综丝柱上的综

丝数乘以综丝柱的总数而确定的。经向纤维的总数为两百，这是通过将多层预制件中的层

数或四十层乘以经线柱的总数或五个经线柱而确定的。因此，图4示出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

的总数近似等于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总数，但进行了分数舍入。然而，应指出的是，综丝的数

目被向上舍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以确保有足够数目的综丝来容纳经向纤维。

[0042] 转至图5，在配备有五个综丝柱501至505和两个经线柱506至507的织造设备上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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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25层的多层预制件。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五分之二，这是通过将经线柱的数目除以综

丝柱的数目而确定的。图5示出了五个综丝柱501至505的俯视图。每个综丝柱具有十个综

丝。图5示出了两个经线柱506至507的横向视图。每个经线柱具有等于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

的二十五个经向纤维。各根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于综丝柱501至505中的一个综丝柱上的

综丝。

[0043] 图5示出了将经向纤维编织成使得经线柱上的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的经向

纤维的数目反映出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比的方法。例如，图5示出了下述织造设

备：所有经向纤维中的十根经向纤维——二十五的五分之二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例如，经线柱506上的十根经向纤维被编织508穿过综丝柱501上的综丝。经线柱506上的十

根经向纤维被编织509穿过综丝柱502上的综丝。经线柱506上的五根经向纤维被编织510穿

过综丝柱503上的综丝。经线柱507上的五根经向纤维被编织511穿过综丝柱503上的综丝。

经线柱507上的十根经向纤维被编织512穿过综丝柱504上的综丝并且经线柱507上的十根

经向纤维被编织513穿过综丝柱505上的综丝。因此，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五分之二被编

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0044] 图5中每个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数目可以通过将五分之二的分数(经线柱与综丝柱

之间的分数)乘以二十五(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来确定。因此，图5示出了每综丝柱十个综

丝。综丝的总数为五十，这是通过将每个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数目乘以综丝柱的总数而确定

的。经向纤维的总数为五十，这是通过将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或二十五乘以经线柱的总数

或两个经线柱而确定的。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总数等于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总数。

[0045] 转至图6，在配备有两个综丝柱601、602和三个经线柱603至605的织造设备上织造

32层的多层预制件。经线柱与综丝柱之比为一又二分之一。图6示出了两个综丝柱601、602

的俯视图。每个综丝柱具有四十八个综丝。图6示出了三个经线柱603至605的横向视图。每

个经线柱具有等于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的三十二根经向纤维。各根经向纤维被编织穿过位

于综丝柱601至602中的一个综丝柱的综丝。

[0046] 图6示出了用于将经向纤维编织成使得经线柱上的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的

经向纤维的数目反映出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之比的方法。例如，图6示出了下述织

造设备：经线柱603上的所有或三十二根经向纤维和经线柱604上的经向纤维中的一半或十

六根经向纤维被编织606、607穿过综丝柱601上的综丝。图6示出了经线柱604上的剩余的一

半或十六根经向纤维被编织608穿过综丝柱602上的综丝，并且经线柱605上的全部或三十

二根经向纤维被编织609穿过综丝柱602上的综丝。因此，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一又二分

之一被编织穿过综丝柱上的综丝。

[0047] 图6中的每个综丝柱的综丝的数目可以通过将一又二分之一的分数(经线柱与综

丝柱之间的分数)乘以32(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来确定，等于每综丝柱四十八个综丝。综丝

的总数为九十六，这是通过将每个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数目或四十八乘以综丝柱的总数或二

而确定的。经向纤维的总数为九十六，这是通过将多层预制件中的层数或三十二乘以经线

柱的总数或三而确定的。经线柱上的经向纤维的总数等于综丝柱上的综丝的总数。

[0048] 本公开可以提供：将第一经线柱603上的所有经向纤维编织606穿过位于第一综丝

柱601的上部部分上的相邻综丝、将第二经线柱604上的经向纤维的上半部编织607穿过位

于第一综丝柱601的下部部分上的相邻综丝、将第二经线柱604上的经向纤维的下半部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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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穿过位于第二综丝柱602的上部部分上的相邻综丝、并且将第三经线柱605上的所有经

向纤维编织609穿过位于第二综丝柱602的下部部分上的相邻综丝。

[0049] 本公开可以通过使用具有数值比为分数的多个经线柱和多个综丝柱的设备来提

供足够的梭口空间，以有效地织造用于多层预制件的纬向纤维。例如，具有较多的经线柱

数——如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的至少3个经线柱——和较少的综丝柱并且它们之间的数

值比为分数，从而消除了在其他方式中经常发生的、使得难以织造多层产品的小的梭口开

口和差的经向控制。

[0050] 尽管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和上述变型，但是这些实施方式和变型是说明

性的并且本发明不被认为限于这些实施方式和变型的范围。例如，多层产品中的层数可以

变化。作为另一非限制性示例，经线柱的数目与综丝柱的数目可以变化，例如，1.5的比率可

以包括：三个经线柱与两个综丝柱、以及十二个经线柱与八个综丝柱，依此类推。因此，本文

未描述的各种其他实施方式和改型以及改进可以落在本公开的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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