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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针织服装从广义范畴上是指任何附着于人

体[1],且肉眼可见的、服装的边缘穿着在身上看不出来

或少有剪裁、接缝、车缝痕迹的“少缝”服装。它还特别

指根据人体不同部位和尺寸要求采用无缝针织技术,
在专用的无缝智能机器设备上立体编织出两边无需接

缝的、不需要太多缝合工序制作的、一次成形的服装

(只需要附加一些简单的后整工序,如拉链、纽扣和织

出的圆筒只进行简单剪裁车缝等)。由于无缝针织服

装线条符合人体设计,穿着自然舒适、贴体无痕、多功

能、简约时尚,且保持针织原有的伸缩性,从而形成了

对传统有缝针织技术的替代趋势。
无缝针织服装从纱线、织造、染整等生产过程中不

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疵点,这些疵点最终会影响

无缝针织服装的质量,甚至在生产过程中因不合格的

半成品流入后续生产环节从而影响生产效率且带来潜

在经济损失。

1 无缝针织服装的检测标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各行业质量标

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衣食住行”中排在第一

位“衣”所在的纺织行业。“十二五”以来,纺织标准化

在标准体系建设、国际标准化推进、标准宣贯实施等方

面取得了很大进展,2016年出版的最新《中国纺织标

准汇编(第三版)》共收录1048项标准,涉及棉纺织、
印染、毛纺织、麻纺织、丝纺织、化学纤维、针织、服装、
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等多个领域,涵盖了服用、
家用、产业用三大应用领域。标准汇编中包含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基础标准和方法标准等)和推荐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两个标准体系

相辅相成,已基本满足了无缝针织服装的行业发展和

检测的需求[2]。
1.1 纱线的常规执行标准

(1)纱线的基本规格 主要包括名称、品种、编号、
号数、成份、重量、回潮率、卷装形式等项目的检测。其

中名称、品种、编号、重量、卷装形式一般以双方签订的

合同为准进行基本的检验,其他部分主要项目的检验

则按国标要求:号数检验按GB/T4743-1995的纱线

密度测定执行;回潮率检验按GB/T9995-1997的纺

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测定执行。
(2)纱线的外观 主要包括污渍、纱结、纱疵、杂

质、粗细纱、条干、颜色、白度、色差、光泽、花纱、毛丝、
毛羽、手感等项目的检测。纱线外观的检测主要以

GB/T9996-2001棉及化纤纯纺、混纺纱线外观质量

黑板检验方法和批复的“标准样照”通过目光直观检验

为准,其他部分主要项目的检验则按国标要求:白度检

验按GB/T8424.2-2001纺织品相对白度的仪器评

定方法执行;色差检验按GB/T8424.3-2001纺织品

色差执行。
(3)纱线的物理性能 主要包括密度、纱线断裂强

力及伸长率、捻度、捻向、纺纱结构等项目的检测。其

中部分主要项目的检验按国标要求:纱线断裂强力及

伸长率的检验按GB/T3916-1997纺织品单根纱线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执行;捻度、捻向、纺纱结构检

验按GB/T2543.1-2543纺织品纱线捻度执行。
(4)纱线的色牢度 企业一般对“色纱”才会有色

牢度相关项目的检验,检测标准可参照面料和无缝针

织服装的色牢度检测标准。
(5)纱线在工厂的实操检测 企业实际运行中也

·83· 纺织科技进展            2018年第7期     




会采用先抽检部分采购回的纱线并安排编织少许数量

的坯品,然后依据实际情况染具有代表性的黑、白、肤
色或敏感颜色,最后通过检测这些染色的样板来分析

评判该批采购纱线的质量状况。

1.2 面料的常规执行标准

国内外最常用的面料检测标准主要有美国服装协

会标准制定的“国际四分制标准”、“十分制标准”及针

对不同面料的国标均用于查验面料的疵点并评估面料

的等级。其中“国际四分制标准”多被国内外针织企业

应用,主要有:十分制标准(Ten-PointSystem)、国际

四分制标准(Four-PointSystem)、GB/T17759-2009
本色布布面疵点检验方法、GB/T17760-2009印染布

布面疵点检验方法。

1.3 无缝针织服装的常规执行标准

无缝针织服装的检验一般分为通过肉眼查验的

“外在质量检测”和通过机器设备检测的“内在质量检

测”。

1.3.1 外在质量检测[3]

检测场所需光线明亮,检验台面需避免阳光与白

光反射,必须以“最终确认的样衣标准版”为基准进行

对比检测,检测项目包括面辅料、款式、尺码、做工和编

织工艺、同件或同批颜色色差、表面污渍瑕疵、整烫、手
感、平服整洁、折叠、包装及其他烫印商标饰物等。当

无缝针织服装上出现明显瑕疵且无法进行隐藏或修复

的、影响外观服用性能的即被认定为质量不合格品或

次品。
由于无缝针织服装从产品上分类主要包括无缝内

衣、一次成型文胸、无缝运动衣、无缝泳衣、无缝毛衫

等,所以,目前适用国内无缝针织服装的主要执行标准

见表1。
表1 无缝针织服装对应的常规执行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GB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1335 服装号型

FZ/T70012-2010 一次成型束身无缝内衣号型

Q/WFZZ001-2009 生态无缝服装

1.3.2 内在质量检测[3]

检验项目包括服装纤维含量、拉力、水洗尺寸、缩
水率、勾丝、顶破强力等物理性能,以及色牢度、pH值、
烟熏黄变、酚黄变、甲醛含量、偶氮及重金属物质等化

学性能及环保指标等。内在质量的检测需按各终客品

牌及销售市场不同选用协定的国内外标准进行检测。

2 无缝针织服装常见疵点分析

2.1 原料常见疵点

(1)污渍纱。纱线上因有油渍、灰尘或其他脏污使

纱线颜色发生变化的称为污渍纱,一般情况下是在纺

纱生产过程、包装运输过程、环境因素、人为原因等造

成的。污渍纱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在生产可用范围内,
可通过除油、除尘、完善生产管理、挑出或返修等方法

进行消减。
(2)粗细纱、条干疵点、成型不良纱。明显比邻近

纱线过粗或过细的一段粗细不匀的纱线称为粗细纱,
一般情况下这类疵点纱都是在纺纱生产过程中形成

的。可通过调整纺纱设备、控制张力、捻度和条干均匀

度、完善生产管理、挑出或返修等方法进行控制改善。
(3)颜色、白度、色差、手感。纺的纱线在颜色、白

度、色差、手感上部分或全部与“确认的纱线标准版”有
较大差异,这类颜色和手感方面的疵点一般情况下是

在纺纱生产过程、包装运输过程、环境因素等造成的。
可通过调控纺纱的原料及生产工艺、完善管理、挑出或

返修等方法进行控制改善。

2.2 织造阶段常见疵点

(1)反丝(又称为翻纱,defectiveplating)。反丝是

指编织过程中地纱线圈出现在织物正面从而在织物上

产生的“反丝疵点现象”,见图1所示。产生的原因一

般情况下是面纱和地纱线的导纱器调节不当或张力不

当,或在弯纱时由于穿底纱的纱嘴与穿面纱的纱嘴相

对高度相差不大或出现反差,就会造成底纱和面纱相

互位置发生翻转。
通常解决反丝的方法是在设计无缝针织服装时面

纱需比底纱粗,编织设备在调纱嘴时需把底纱比面纱

调高半级,即将底纱的垫纱横角大于面纱的垫纱横角,
但不可过大以防过大导致底纱垫于钩针之外出现漏针

问题或纱嘴碰针问题。
(2)横路、横条和停机痕(CrossMarkandStop

Mark)。横路是指织物上有规律地出现一个横列的线

圈较其他横列的线圈稀密不匀,它对织物外观质量影

响非常大,如图2所示。横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各路纱线张力调节不匀(同批次或不同批次纱线

都可能有这种现象);二是机器设备的弯纱值协调不

好、压针深度不一致从而造成某路纱线张力比较紧,在
织物上产生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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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解决横路的方法是检测各路纱线张力并用调

节张力器微调弯纱值直到横路消除或不明显为止。停

机痕顾名思义是因编织设备在停机重新启动后因送纱

张力变化从而导致线圈的变化使编织面料的纬向出现

一条痕迹。一般成衣时避裁使用。

图1 反丝-疵点图片

图2 横路、横条-疵点图片

(3)稀路和针路(NeedleLine)和油路(StripOil
Stain)。因纱线粗细不匀或针头粗细不匀从而导致织

物表面的痕迹通常称直稀路,是指织物中出现纵条线

圈稀密不匀[4]。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坏针或由于某枚织

针在编织过程中形成的线圈特别大或偏离相邻纵行的

线圈,形成明显的直稀路。
针路是在织物上有规律地出现纵列的线圈较其他

纵列的线圈稀密不匀,在织物上呈现一明一暗的条痕,
如图3所示。油路顾名思义是织物上呈现油渍痕迹。
稀路和针路的一般消除方法是检查纱线的粗细是否不

匀,织针的针舌、针头等是否损坏,织针型号是否搞错,
提花针在针槽内是否过紧、过松,根据织物的稀路和针

路位置找出相应的织针,用调换织针或清理针槽的方

法来解决直稀路疵点。而油路则是通过及时清洁机器

设备和清洁成衣去除油渍即可。
(4)漏针(dropstitch)。在编织过程中,织针没有

钩到纱线或钩到后又脱出针钩从而形成线圈脱散,在
织物表面出现垂直条痕及孔洞的现象称为漏针,如图4
所示。

造成漏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织针在三角跑

道间隙和针槽内过紧或过松从而造成织针剧烈振动,
使纱线张力变化太大跳出针钩而形成的;二是断针、针
头歪斜或坏了以至于和纱口位置无法吻合造成漏针。

一般消除方法是检查漏针位置然后调换新针,调
整导纱器、牵拉张力、沉降片三角、压针三角和纱嘴的

正确位置[5]。

图3 针路-疵点图片

图4 漏针-疵点图片

(5)破洞(Hole)。纱线在成圈过程中,由于某种原

因,线圈断裂、脱散从而导致织物表面存在大小不一的

孔洞,如图5所示。破洞一般是因纱线牵拉张力不匀

或过大、纱线强力不够、条干不匀、编织设备故障、车间

温湿度不恒定、人为因素等原因造成,从而使织物出现

破洞、漏针的疵点。在编织中,碰到布面出现破洞,应
根据布面破洞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原料、编织设备、工
艺参数、车间温湿度、人为因素、车间管理等,然后按各

自原因予以消除解决。
(6)花针(misstuck)、错花。花针是在成圈过程

中,新旧线圈重叠在一起形成一个线圈,在布面上出现

·04· 纺织科技进展            2018年第7期     




连续或不连续的小坑、纱乱等,如图6所示。花针主要

是个别织针损坏或在编织成圈过程中退圈不足、脱圈

不足造成的,一旦发现花针、坏针疵点,需及时分析原

因并更换新针、调整针筒位置、调整牵拉张力,也要考

虑环境温湿度问题。

图5 破洞-疵点图片

图6 错花-疵点图片

(7)断纱(BrokenYarn)和毛纱。断纱就是指纱线

在编织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断裂而机器继续编

织,织出来的织物有明显的断纱现象,如图7所示。一

般情况下,发生断纱时机器上的电脑会自动停机并显

示出哪路纱线断了,只需重新穿好纱然后把织物打掉

即可。但对于多根纱线喂入时,可能因为纱线比较细

发生断纱时机器没察觉而继续运转,致使织出来的产

品不合格,浪费了原料,增加了生产成本,为此要加以

注意。毛纱是织针不良引起的织物表面纵向一条或几

条纱线起毛。

(8)脱线、跑线。在机器运转过程中,某一进纱路

线上的纱线垫不到织针上而离开编织区,称跑线,如图

8所示。当发生跑线后,如果不及时处理,将会损坏织

针,严重时会撞坏机器。一般产生原因是由于断纱自

停装置失灵;针槽内有杂物使织针运动不灵活;粗纱、

乱纱的存在,造成织针不能顺利成圈。为此挡车工要

加强巡回,随时处理好送纱路线防止拼线,经常检查断

纱自停装置,防止失灵。

图7 断纱-疵点图片

图8 脱线、跑线-疵点图片

2.3 染整阶段常见疵点

2.3.1 染色阶段主要疵点

拒染点(ResistMark,见图9)、助剂斑(Chemical
Stain,见图10)、沾色(ColorStain)、飞花、色花、色差、

缸差、色污和色渍(ColorStain)、锈渍、鸡爪痕、水洗牢

度、擦伤(Bruises)、刮伤(DragMark)、勾丝等。这类

疵点主要产生在染色过程中,因工艺制定及操作问题、

染料和固色剂配方问题、染料未充分溶解或过滤不当、

染缸内壁清洁不到位、染液或染料粒子飞溅、操作方法

不当、染缸内壁与面料摩擦或面料与面料彼此摩擦、机
器运转不正常或设备上的污渍等原因引起的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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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疵点。消除方法一般是严格按照完善的染色工艺流

程操作、及时清洁机器设备,通过修补或返修等进行消

减。

图9 拒染点-疵点图片

图10 助剂斑-疵点图片

2.3.2 定型阶段主要疵点

定型油污(OilStain,见图11)、脏污(DirtMark)、

拖污、折皱、折痕(CreaseMark)、压痕(PressMark,见
图12)、压斑、烫伤(见图13)、荷叶边(UnevenSel-
vedge,见图14)、纬斜、克重和缩水率问题、手感问题、

不良气味、破边和烂边(BrokenSelvedge)等。这类疵

点主要产生在定型生产过程中,因定型机器设备温控、

操作不当、设备上污渍或机器运转不正常等原因引起

的。消除方法一般是严格按照完善的定型工艺流程操

作、及时清洁机器设备,通过修补或返修等进行消减。

2.3.3 裁剪、缝制、熨烫、包装等阶段主要疵点

主要是规格尺寸、做工、烫痕(见图15)、熨烫色变、

油渍、污渍等方面的疵点。这类疵点主要产生在制衣

油污

图11 油污-疵点图片

图12 压痕-疵点图片

图13 烫伤-疵点图片

生产过程中,因成衣生产工艺制定、操作不当、管理不

完善、缝制等机器设备上有污渍或运转不正常等原因

引起的。消除方法一般是以“最终确认的样衣标准版”
为标准,严格按照完善的制衣工艺流程操作、及时清洁

机器设备、加强管理,通过避裁、挑片和修补方法等进

行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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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荷叶边-疵点图片

图15 烫痕、熨烫色变-疵点图片

3 结语

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欧洲的无缝针织服装产业,
从1992年作为较高科技含量的新型服装行业正式进

入中国后,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2005年至今中国已

经成为无缝针织服装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
随着无缝针织服装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成熟及完

善,客户对无缝针织服装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疵

点特征与形成原因上的分析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如
何加强生产管理提前消减疵点及规避风险,更好地和

国际接轨仍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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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CommonDefectsforSeamlessKnittedGar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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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defectsintheproductionprocesswereabigproblemthataffectedthequalityofseamlessknittedgarments.Accord-
ingtotheactualproductionsituationoftheenterprise,thedefectsfeatureandformingcausesofseamlessknittedgarmentswereana-
lyzedfromtestingstandard,yarnmaterial,knitting,dyeingandfinishing.Itcouldprovidetheoreticalbasisandtechnicalreferencefor
thequalitycontrolintheproductionprocessofseamlessgar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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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FabricDisplaySystemBasedonStyle
HUABing-yu,WANGJin-mei*,ZHUShuang-wu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fabricdisplaysystembasedonstylewasaccordingtoexistingfabricandclothingstyle.Fabricwas
spreadtoclothingstyletofullyshowflowertypeandcolorofthefabricintheclothingstyle.Fabricfillingeffectdiagramofastyleand
sixdifferentbodypositionwereloadedcontinuouslytoshowdynamiceffectofthefabric.Consumercouldchoosefabricsbetterintheir
favoritestyle.Fabricdesignercoulddesignthefabricaccordedwiththespecifiedstyle,colorandflow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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