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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圆纬机针织面料横档疵点一直是困扰针织企业的棘手问题,造成了面料质量等级下降、资源耗费及成本增

加。分析了织造环节对织物横档的影响,对起横档机台的送纱张力和沉降片三角同心度进行了测量,探讨了织物起横档

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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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纱线原材料的使用不当以及生产管理和技术上的

不足,会使某些针织企业的面料质量有所下降,圆纬机

(大圆机)布面横档作为一种典型的针织面料疵点在生

产中呈高发态势。横档的出现直接影响到织物的外

观,造成面料质量等级下降,甚至导致整匹布报废,不
但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还会严重影响公司形象[1]。
分析了横档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措施,对
于提升面料品质和减少企业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文主要分析与考察织造环节对于面料横档的影

响。

1 针织物横档疵点

针织物横档又称为横条或横路,是沿着针织物横

向有规律或无规律地出现非设计性的一个或若干个横

列或条纹的线圈,较其他正常处的线圈在空间形态或

色泽等方面存在差异,属于针织物横列疵点的一种。
关于针织物的横列疵点,国家标准GB/T24117-

2009《针织物疵点的描述术语》[2]以及纺织行业标准

FZ70004-1992《纺织品针织物疵点术语》[3]中都有相

关的定义及描述。
针织物横档根据在布面的分布状况可分为规律性

和非规律性横档,规律性横档的外观特征表现一致且

循环重复出现,多数情况下横贯整个布幅且纵向跨度

在3m以上;非规律性横档表现为随机分布的条影,外

观特征无明显规律性,俗称“云斑”。

2 织造环节对针织物横档的影响

从生产环节来看,造成针织物横档的原因主要有

原料质量、织造和染整工艺等。本文主要分析普通(非
提花)圆纬机织造工序对坯布横档的影响。

2.1 送纱

普通圆纬机大多采用积极式送纱装置,通过齿形

带驱动储纱轮回转进行同步储纱及送纱,送纱量由变

速盘调节,可按织物的要求以统一送纱速度定量地将

纱线送入编织区域,保证了各路送纱张力的一致性。
但是变速盘磨损、变速盘的调节滑块中嵌入飞花,经长

时间积累导致变速盘的圆整度出现偏差(如图1所

示),驱动皮带磨损或没张紧导致皮带与储纱轮之间打

滑、储纱轮转动不灵活等问题都会导致送纱量变化,进
而影响线圈大小的均匀性[4]。

V V′

图1 变速盘磨损或嵌入飞花示意图

对于弹性针织物来说,氨纶丝一般是通过氨纶送

纱装置上的传动轴,依靠摩擦力驱动氨纶丝筒以相同

的线速度导出,经滑轮后以添纱的方式喂入编织系统

弯纱成圈。氨纶丝因具有高延伸性及弹性回复性,当
送纱装置故障或滑轮转动不良时,将以不同的牵伸倍

数被输送至编织区域弯纱成圈,坯布下机后氨纶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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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应力作用下发生不同程度的收缩,导致面料出现横

档。

2.2 弯纱深度

对于圆纬机而言,弯纱深度与织针针钩内点到沉

降片片鄂线(单面机)或针盘及针筒筒口线(双面机)的
垂直距离有关,各路编织系统弯纱三角高低位置不同

将导致弯纱深度的差异。理论上积极式送纱装置每路

编织系统的送纱量是相同的,但是各路编织系统弯纱

深度的不同将会影响成圈过程中的弯纱张力,较大的

弯纱张力会引起纱线的回退。这种回退可能来自导纱

器端、已成圈的纱线端或者两者均有,此外回退情况是

否发生取决于成圈过程中相邻几枚织针之间的纱线段

上张力的大小[5]。由于弯纱三角高低位置的不同或者

三角轨道的磨损导致的弯纱张力差异可能会发生成圈

过程中纱线回退、不回退以及回退量不同等情况,进而

影响线圈大小的均匀性造成布面出现横档。

2.3 牵拉卷曲机构

牵拉卷曲机构是给织物施加一定的张力将形成的

针织物从编织区域牵引出来并卷绕成一定形式或容量

的卷装。根据牵拉辊驱动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机械连续

式牵拉、机械间歇式牵拉以及直流力矩电动机连续式

牵拉。
间歇式牵拉是指牵拉辊的转动力矩大于织物对牵

拉辊产生的张力矩时才会进行牵拉,此方式会造成牵

拉张力的周期性波动,影响成圈过程中线圈的均匀性,
从而在布面上形成隐横条。此外,连续式牵拉机构的

牵拉速度过快或加压辊对织物施加压力过小可能会造

成牵拉辊与织物之间的滑动,引起牵拉张力波动而导

致织物布面起横档。

2.4 机件制造与安装精度

双面圆纬机编织过程中,针盘与针筒同步回转,当
针盘和针筒的水平度、自圆度以及两者的同心度超过

允许误差时,就会引起盘口线及筒口线间距的变化。
如图2所示,沿针筒回转方向在各成圈系统处形成的

线圈长度由A到B逐渐减小,由B到A逐渐增大[6],
在布面上形成线圈长度大小循环过渡的隐横条。单面

圆纬机编织过程中,沉降片三角的同心度偏差超过允

许误差时,也会因织针与沉降片的配合不一致而导致

布面起横档。
此外,牵拉卷曲机构与针筒之间的同心度及水平

度超过允许误差时,会造成沿针筒圆周方向牵拉张力

的不均匀分布;针筒传动齿轮与大盘齿轮之间松动量

过大导致针筒与针盘或牵拉卷曲机构在开、停车时的

不同步运转也是造成停机横档的原因之一。
针盘盘口线

针筒回转方向
针筒筒口线

A （A）成圈系统B成圈系统

图2 针盘与针筒运转示意图

3 生产实例

在实际生产中发现产生布面横档疵点的多为单面

普通圆纬机,为进一步考察这些机器的送纱以及机件

安装精度对针织物横档的影响,使用了纱线张力仪和

百分表对大圆机的送纱张力以及沉降片三角的同心度

进行了测量及分析。

3.1 生产实例一

加工的面料及机器参数见表1。
表1 实例一面料及机器参数

名 称 规格与参数

原 料 18.2tex精梳棉纱+29.2tex普梳棉纱+44dtex氨纶丝

织物结构 斜纹单卫衣

机 型 单面卫衣机

机 号 E28
筒 径 762mm(30英寸)
路 数 90

  本实例中单面卫衣机为90路,其中18.2tex精梳

棉纱与29.2tex普梳棉纱为隔路交替喂入,喂纱路数

分别为45路,44dtex氨纶丝与18.2tex精梳棉纱同

路喂入编织。经测量,44dtex氨纶丝的送纱张力为

3.5±0.5cN,无明显张力差异及波动,后分别对29.2
tex普梳棉纱及18.2tex精梳棉纱的各路送纱张力进

行了测量,其数值分布如图3和图4所示。

张
力

/c
N 10

9
8
7
6
5
4
3
2
1
0

路数

送纱张力
最小值
送纱张力
最大值

454035302520151050

图3 29.2tex普梳棉纱各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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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器及送纱装置的运转及震动等,送纱张力

本身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图3和图4中的圆点和三

角分别表示了张力波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图3可

知29.2tex普梳棉纱的张力波动范围在3~6cN之

间,其中有3路的送纱张力最大值较为明显地偏离了

波动范围,此外,张力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波动区间分

布混乱,造成各路间出现较大的张力差异。由图4可

看出18.2tex精梳棉纱的张力波动范围在7.5~10.5
cN之间,相对而言,其张力数值分布的均衡性要优于

29.2tex普梳棉纱的张力分布,但仍需进一步调整。

张
力
/c
N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路数

送纱张力
最小值
送纱张力
最大值

454035302520151050

图4 18.2tex精梳棉纱各路张力

通过图4可以看出,2种棉纱的送纱张力均存在不

均匀的现象,通过调节弯纱三角的高低位置并配合张

力表定量地将2种纱线的各路张力调节均匀后,织物

的起横档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这表明圆纬机织造

过程中的送纱张力差异大是造成针织物起横档的原因

之一。

3.2 生产实例二

加工的面料及机器参数见表2。
表2 实例二面料及机器参数

名 称 规格与参数

原 料 18.2tex精梳棉纱+111dtex/48F涤纶低弹丝

织物结构 珠地卫衣

机 型 单面卫衣机

机 号 E28
筒 径 762mm(30英寸)
路 数 90

  本实例中的单面卫衣机为90路,其中18.2tex精

梳棉纱与111dtex涤纶低弹丝以2∶1的比例喂入,

111dtex涤纶低弹丝喂纱路数为30路。经测量,18.2
tex精梳棉纱的送纱张力为4±0.5cN,无明显张力差

异及波动,后对111dtex涤纶低弹丝的各路送纱张力

进行了测量,其数值分布如图5所示。

由图5可以明显看出111dtex涤纶低弹丝的送纱

张力分布极不均匀,没有明显的分布趋势及张力波动

范围,采用上例同样的方式进行张力调节后布面质量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张
力

/c
N

4

3

2

1

0

路数

送纱张力
最小值
送纱张力
最大值

302520151050

图5 111dtex涤纶低弹丝各路张力

3.3 生产实例三

加工的面料及机器参数见表3。
表3 实例三面料及机器参数

名 称 规格与参数

原 料 14.6tex精梳棉纱+33dtex氨纶丝

织物结构 平纹

机 型 单面四针道机

机 号 E32
筒 径 762mm(30英寸)
路 数 90

  此实例中经过张力调节后,布面质量并无明显改

善,于是对沉降片三角的同心度进行了测量。首先选

定一枚沉降片,为了便于测量,去除其相邻的少量沉降

片及相应的织针,将百分表及支架固定于针筒内侧,百
分表触头抵在沉降片片鄂外侧并使百分表有一定的示

数;点动圆纬机,分别记录沉降片在各三角轨道作用下

运动到针筒最内侧时百分表的示数,以第一个数值为

基准,各路示数与之差值的绝对值即为沉降片三角的

同心度偏差,其差值分布如图6所示。

差
值

/m
m

0.2

0.1

0.0

-0.1

-0.2

-0.3

个数
9075604530250

图6 沉降片三角同心度差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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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圆纬机安装精度的要求,沉降片三角间的同

心度差异理论上应控制在0.05mm以内,即图6中2
条虚线包括的范围,本实例中沉降片三角的同心度偏

差均值为0.12mm,最大值为0.22mm,可明显看出

大多数偏差值已经超出理论区域,此外,正偏差与负偏

差会造成相邻沉降片三角间出现更大的差异。
沉降片三角的同心度偏差主要是由于沉降片三角

座偏移或者沉降片三角出现松动造成,偏差过大会造

成沉降片与织针在成圈过程中的配合出现差错,从而

影响线圈的均匀性。分别对沉降片三角进行同心度调

节后,布面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

4 结语

通过对布面起横档圆纬机的送纱张力以及沉降片

三角同心度的测量及分析,表明在织造过程中,送纱张

力差异大以及机件安装精度差是造成织造环节针织面

料起横档的主要原因。
此外,圆纬机的送纱张力差异和波动以及机件的

安装精度存在一个误差范围,此误差范围则由织物结

构、纱线质量以及机器性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当偏差超

过此范围时,就会出现布面质量问题。相对于短纤纱

而言,化纤长丝尤其是加弹丝,因其具有较高的弹性回

复性,故此误差范围会相对较小,即对织造条件更加敏

感。
通过进一步加强车间管理及人员培训,确保织造

环节送纱张力的均匀性及稳定性,对机器进行定期保

养及维护,确保良好的加工条件,是解决圆纬机针织物

布面横档疵点的有效措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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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abricbarresfromcircularknittingmachinewasadifficultproblemforknittingenterprises,whichcausedthede-

clineoffabricqualitygrade,resourceconsumptionandcostincrease.Theinfluenceofknittingprocessonthefabricdefectwasana-

lyzed.Thefeedingtensionandtheconcentricityofsinkercamonthemachineweremeasured.Thereasonsoffabricbarresweredis-

cussed,andthecorrespondingimprovementmeasureswereputforward.

Keywords:circularknittingmachine;knittedfabric;barre;feedingtension;installation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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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andPropertiesofIndigoDyeModifiedwithGoldNanoparticles
DUANTai-gang

(SichuanYibinHuimeiThreadCo.,Ltd.,Yibin644000,China)

  Abstract:2-nitrobenzaldehydewasusedasstabilizertogenerategoldnanoparticles(AuNPs),andthenAuNPsmodifiedindigo

wassynthesized.X-raydiffractometer(XRD),X-rayphotoelectronspectroscopy(XPS),ultravioletspectrophotometer(UV-vis)

wereappliedtoconfirmthestructure.Thedyeuptake,mechanicalpropertiesandantibacterialpropertiesofdyedcottonfabricswere

tested.TheresultsshowedthatAuNPsmodifiedindigohadexcellentdyeingpropertyandantibacterialproperty.Theantibacterialra-

tiosagainstStaphylococcusaureusandEscherichiacoliwere95%and90%,respectively.

Keywords:2-nitrobenzaldehyde;indigo;goldnanoparticle;antibacteria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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