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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标准FZ/T01152-2019中线密度测试方法进行了分析,在该标准方法下进行纬编针织物线密度的测试,

发现针织物的组织结构中存在相同纱线,若在测试前不能区分这些相同的纱线,将给整个测试增加重复工作。在测试针

织物线密度前应先分析组织结构,并对组织结构中的纱线进行分析,确认纱线种类后再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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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物组织变化丰富、品种繁多、外观别致,随着

针织业的发展以及新型整理工艺的出现,针织物的服

用性能大幅提高,几乎可适用于所有服装种类[1]。由

纱线相互串套成圈连接而成的针织物,所用纱线的各

项指标对针织物的内在与外在质量影响都十分显著,
特别是纱线线密度,对针织物的基本力学性能及针织

物的手感、风格等都有影响[2]。常规检测针织物纱线

线密度的方法相对较少,一般在需要检测针织物纱线

线密度时参照其他纱线线密度测试方法[3-4]。在2020
年4月1日实施的标准FZ/T01152-2019《纺织品 纬

编针织物线圈长度和纱线线密度的测定》中规定了测

试针织物线密度的检验方法,该标准中提到当有编织

图案时,所拆取的纱线一般包含一个完整的编织图案,
如果在针织织物中存在不同的横列类型,则在每种类

型上进行此操作[5],在这里要确定的编织图案和要区

分不同的横列类型都与针织物的特殊结构有关,就需

要分析针织物的组织结构,因为不同的结构及结构中

不同纱线的线密度都有可能不同,然而一种针织物的

组织结构有可能由几种或者十几种横列组成,对于这

种复杂的针织物是否需要将每一个横列的纱线线密度

进行测试,本文通过用标准FZ/T01152-2019检测纬

编针织物线密度的试验进行结果分析,并根据实际应

用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

1 纬编针织物线物密度测试方法的原理

标准FZ/T01152-2019测试针织物线密度的原

理是在样品的2个不同部位各拆取一组纱线试样,每
组纱线拆取的单根纱线自然长度不小于250mm,且总

长度不少于10m,测试拆下的每根纱线的伸直长度,
然后称取在标准大气中调湿的质量,根据质量和伸直

长度计算线密度。

2 试验部分

2.1 材料与设备

材料:纬编针织物。
设 备:钢 直 尺,FY111-II织 物 纱 长 测 定 仪,

BSA124S电子分析天平。
2.2 组织结构分析

对试样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编织图,如图1
所示。

图1 编织图

通过分析该试样的编织图可以知道该试样是由9
个横列组成的一个编织图案,即9个横列为一个循环,
按照标准FZ/T01152-2019中所拆取的纱线一般包

含一个完整编织图案的要求,则需要分别检测这9种

纱线的线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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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伸直张力的确定

从剪取的试样中分别拆取这9个横列中9种纱线

各5根,在织物纱长测定仪上分别测量其长度,并分别

称取这9种纱线各5根的总质量,通过测得的长度和

质量计算线密度的估测值,再根据表1确定伸直张力。
表1 纱线伸直张力的确定

纱线的类型 伸直张力/cN·tex-1

短纤维纱 0.5±0.1
长丝纱 2.0±0.1

  对试样9个横列纱线类型进行分析知道,第一、
四、七横列纱线为长丝纱,其他几个横列纱线为短纤维

纱,确定9个横列纱线的伸直张力见表2。
表2 纱线伸直张力

线密度估测值/tex 伸直张力/cN

第一横列纱线 9.1 18.2
第二横列纱线 17.0 8.5
第三横列纱线 36.3 18.2
第四横列纱线 9.2 18.4
第五横列纱线 17.1 8.6
第六横列纱线 36.3 18.2
第七横列纱线 9.1 18.2
第八横列纱线 17.1 8.6
第九横列纱线 36.3 18.2

2.4 测试纱线线密度

在试样的2个不同部位分别拆取这9个横列中9
种纱线,并确保每种纱线总长度不少于10m,每种纱

线得到两组试样,在拆取纱线时应将9种纱线分别放

置并尽量避免退捻。在织物纱长测定仪上根据确定的

伸直张力分别测量所有纱线的伸直长度,并分别称取

每组纱线调湿平衡的总质量,通过测得的总长度和总

质量计算纱线线密度,9个横列纱线线密度见表3。
表3 纱线线密度

第一组线
密度/tex

第二组线
密度/tex

平均线密度
/tex

第一横列纱线 9.2 9.3 9.2
第二横列纱线 16.8 17.0 16.9
第三横列纱线 36.0 36.1 36.0
第四横列纱线 9.3 9.3 9.3
第五横列纱线 16.9 16.8 16.8
第六横列纱线 36.1 36.0 36.0
第七横列纱线 9.3 9.2 9.2
第八横列纱线 16.9 16.9 16.9
第九横列纱线 36.0 36.0 36.0

2.5 结果与分析

按照标准FZ/T01152-2019测试纬编针织物线密度

的结果可以看出,虽然该试样组织结构是由9个横列组成

的,但根据线密度结果偏差可以知道,第一、四、七横列纱

线应为同一种纱线,第二、五、八横列纱线应为同一种纱

线,第三、六、九横列纱线应为同一种纱线,所以该试样组

织结构虽然是由9个横列组成的,但其实只有3种纱线编

织而成,即由9.2tex的长丝纱、16.9tex的短纤维纱、36.0
tex的短纤维纱组成。标准FZ/T01152-2019中检测针

织物线密度需要测试所有拆下纱线的伸直长度,而总长度

不能少于10m,这本身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测试上,
若再遇到复杂结构的针织物,按照标准中所拆取的纱线一

般包含一个完整编织图案的要求进行测试,那测试完整个

针织物纱线线密度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其实针织物组

织结构虽然复杂,但是在用纱上是有一定规律的,例如示

例中虽然为9个横列一个组织循环,但其实是3种纱线排

列组成的,还有平时常见的斜纹双卫衣、十字罗纹等结构

的针织面料,虽然它们组织结构横列多,但用纱种类却有

一定的规律,相对横列数纱线种类则较少,因此在检测针

织物线密度前除了要分析组织结构,还要分析结构中的用

纱情况,确认纱线种类后再进行检测。

3 结语

在用标准FZ/T01152-2019测试纬编针织物线

密度时建议注意几个方面:
(1)纬编针织物可能由多种不同类型不同线密度

的纱线编织而成,在测试线密度前应先区分不同的纱

线。
(2)要确定纬编针织物不同的横列类型需要准确

分析其组织结构。
(3)在分析出纬编针织物组织结构后还要对结构

中的纱线类型进行分析,可以根据常见的针织物组织

结构用纱情况进行分析,确认结构中是否存在同一种

纱,在确认纱线种类后再进行测试,以免重复不必要的

工作,但当不能确定该组织结构中的每一横列纱线是

否为同一种或几种纱线时,需要对整个组织循环中的

每一横列的纱线分别进行线密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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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2和表3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烘干初期

回潮率越大的纤维重量差异变化越大,回潮率小的纤

维重量差异变化小,但是每种纤维的重量变化差异都

超过了0.1%。绵羊毛的重量变化差异最大,依次是黏

纤、亚麻、桑蚕丝、棉、锦纶、腈纶、聚酯纤维。每种纤维

的重量变化差异X1 基本都明显大于X2,说明随着烘

干时间越来越长,重量变化差异越来越小。样品在湿

样状态下重量达到恒重的时间要明显长于在干样状态

下的时间。在干样状态下,样品从60min开始重量达

到恒重状态,连续2次称量,重量变化差异 X3、X4 都

小于0.1%。在湿样状态下,样品120min开始重量达

到恒重状态,连续2次称量,重量变化差异 X3、X4 都

小于0.1%。

3 结论

在保证检测数据准确,不影响纤维含量检测准确

性的前提下,样品在干样状态下60min可以实现重量

恒重。样品在湿样状态下(即试验后的样品)120min
可以实现重量恒重。大大缩短了纤维含量的检测时

间,提高了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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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DryingTimeofTextileFiberContent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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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ibercontenthad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dailytestingoftextiles.Fastdetectionoffibercontenthadbecomea

difficultproblemtobesolvedbymajorinspectionagencies.Thedryingtimeofthesamplewasthelongestperiodforthefibercontent

detection.Thebestdryingtimewasdeterminedbystudyingthedryingeffectofseveraltime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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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estingMethodofLinearDensityofWeftKnitted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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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standardFZ/T01152-2019methodfortestingthelineardensityofweftknittedfabrics,it

wasfoundthattherewerethesameyarnsinthefabricstructure.Ifthesameyarnscannotbedistinguishedbeforethetest,thewhole

testwillberepeated.Beforetestingthelineardensityofknittedfabric,thefabricstructureshouldbeanalyzed,andtheyarninthe

fabricstructureshouldbeanalyzed.Theyarntypeshouldbeconfirmedbefor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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