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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传统的针织服装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

求。针织面料由于其柔软的手感、良好的悬垂性和

适体性，使得人们在追求舒适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

展现人体的曲线美，针织内衣外穿跨出了针织服装

外衣化的第一步。近年来，随着新型原料、特别是

多组分纤维及纱线的应用，国际市场对针织外衣及

面料的需求日益增加，推动了纬编针织外衣面料的

开发，各种针织外衣面料层出不穷，已经部分取代

了机织面料，成为针织面料与服装的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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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量情况

名称 企业户数（个） 产量（亿件） 同比（%）

服装 10222 270.9 1.27

机织服装 7090 139.2 3.75

针织服装 3947 131.7 -1.08

1 针织服装及面料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3年，受国内经济

减速和消费需求降低的影响，全国服装生产增速放

缓，针织服装更是同比负增长，与2012年同比增长

4.68%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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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国家
与地区

针织物
（亿美元）

同比
（%）

针织服装
（亿美元）

同比
（%）

欧盟 2.6 17 164.5 11

美国 6.6 15 122.4 8

日本 81.2 38 96.7 1

越南 15.4 36 42.8 36

柬埔寨 8.8 36

哈萨克斯坦 20.2 22

2013年我国针织物及针织服装出口情况

根据海关数据，2013年针织物出口同比增长大于
针织服装的出口；出口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东盟、中
亚的增长速度显著，成为2013年针织行业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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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针织内衣
的出口数量逐年下降，而针织外衣的出口数量逐年
上升，并于2012年首次超过针织内衣的出口。这表
明国际市场针织服装外衣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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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从这两年在我国举办国际面料展看出

这种趋势，2013春北京国际面料展上60%是针织面

料，并且针织外衣面料占针织面料的50%；2014年

3月上海国际面料展上，针织外衣面料占针织面料

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市场份额上升比较明显。

下面介绍近年来纬编圆机针织外衣面料的开发

动态与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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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面变换组织系列面料

这类织物是在双面多针道（2+4，2+2）圆纬机

上，利用织物组织结构设计以及原料组合开发的外

衣面料，既有结构紧密、尺寸稳定的机织布风格，

又有悬垂性、弹性、适形性好的针织布特点，适宜

制作休闲装、西装、职业装等外套，下面是一些流

行的面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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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四路罗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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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织物又称双罗纹空气层组织，结构比较紧密厚

实，具有较好的弹性。在织物表面呈现双罗纹线圈形
成的横向凸出条纹。该织物采用了四种颜色的涤纶，
具有混色外观；加上涤纶DTY弹性蓬松性较好，而涤
纶FDY延伸小光泽较好，与粘胶短纤纱交织并配合氨
纶添纱使织物具有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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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六路罗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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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路罗马布也属

于双罗纹空气层组织，
它与四路罗马布的结
构区别在于：前者形
成一横列空气层需要4
路，而后者需要两路。
六路罗马布表面平整、
厚实，横向延伸度较
小，而四路罗马布弹
性较好。目前六路罗
马布没有四路罗马布
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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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仿精纺毛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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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织物由不完全罗纹第1、3、4、6路和不完全

平针第2、5路组成，由于存在较多浮线，所以延伸

度小，尺寸稳定。黑白两色线圈在织物正面交错分

布，形成了麻灰效应，织物反面是黑白相间纵条纹。

涤纶FDY与POY组成异收缩混纤纱，织物在染整处理

过程中, 由于湿热作用, 织物中的异收缩丝产生不

同的收缩效果, 高收缩的POY丝趋于芯层, 低收缩

FDY丝螺旋卷曲于丝束的表面, 织物蓬松丰满, 具有

较好的仿毛效果；加上涡流纺纱线具有表面光洁、

抗起毛起球性能好等特点，使织物呈现精纺毛机织

面料的风格。



15

2.4 斜纹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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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织物在2+4
针道双面机上编
织，双面编织的
第1、4、7、10路
采用涤锦氨纶包
覆纱，会将下针
编织的B纱线圈抽
紧凹进；而下针
单面编织的第2、
5、8、11路，由
于A纱线圈与上针
没有联系较为松
弛从而凸出，结
果在织物正面呈
现A纱线圈的凸斜
纹和B纱线圈的凹
斜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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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中涤纶钻石丝的主要特点是:（1）纤维的

一字型截面能像棱镜那样使光线产生折射和分光,进

而折射出多彩光线,使织物产生散布超亮的光点；

（2）因纤维的端面凹凸不平,故纤维与纤维间、纱

线与纱线间的间隙多,比同样规格的织物具有良好的

透气性；（3）纤维的抱合力强,起毛和起球的现象

大大减少,改善了织物的悬垂性和耐折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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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粗针距系列面料

这类织物一般是在机号E3.5～E12的圆纬机

上编织，且单面织物居多。采用的原料除了较粗

的纱线外，也可粗纱与细纱交织，以及加有花式

纱线，而且呈现多组分。面料外观类似横机织物，

适宜制作女装，时装，休闲服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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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花色衬垫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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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粗花色衬垫纱C的
白黑混色悬弧显露在织
物正面，呈现斜向分布
以及横条纹效应，在织
物反面为凸横条纹。较
细花色衬垫纱B的白、黑、

闪亮混色悬弧，在织物正面呈现较小的分布色点，在
织物反面为凹横条纹。



21

3.2 交错集圈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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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织物第2、
4纵行，绿色B纱
线交错集圈与浮
线，使弹性和蓬
松度较好驼色A
纱线连续8个线
圈凸显在表面，
呈现交错纵条纹；
而驼色A纱线连
续4次集圈形成
的悬弧，凸显在
织物表面形成间
断的横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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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粗细纱提花织物

该织物原料为腈纶/羊毛（87/13）,重量
110g/m2，在机号E7的单面提花圆机上编织，粗纱
线圈形成较密和凸出的花纹，而细纱线圈形成较
稀的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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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花、拉毛、复合系列面料

这些面料通过物理的后整理方法以及复合技术，

使织物在原有结构基础上，附加了一些花色效应及

服用功能，下面介绍的产品多为出口到日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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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网眼压花布

原料为100D涤纶DTY,重量160g/m2。在原有交错
分布网眼双面织物的基础上，形成了不规则的压花条
纹。可用于制作女装，裙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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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双面提花拉毛布

原料为100%涤纶DTY,重量380g/m2。在粗针距（E7）
双面提花机上编织，反面经拉毛处理，织物具有粗犷毛
呢风格和保暖性好特点，适宜制作外套，大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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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针织牛仔拉毛布

原料成分为涤纶55%,粘胶39%，氨纶6%，重量
290g/m2。该面料正面呈现牛仔风格，反面经拉毛处
理，提高了保暖性，并具有较好的弹性和保型性，
适宜制作裤子，休闲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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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提花/磨绒/聚氨酯复合织物

由正面的提花织物，反面的磨绒织物，以及夹在
中间的防水透气聚氨酯薄膜复合而成。原料成分为涤
纶85%，聚氨酯15%，重量290g/m2。具有较好的防风
雨和保暖性能以及弹性回复性，可用于制作风衣，户
外运动休闲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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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纬编/经编复合织物

由正面的经编花边织物（棉60/锦纶35/金银丝5）
和反面的纬编平针织物（涤55/腈45/棉5）复合而成，
重量320g/m2。既显示了经编花边织物的凹凸立体花纹
效果，又发挥了纬编针织物弹性与延伸性较好的特点，
弥补了仅采用花边织物过于镂空的不足，适宜制作女
装，时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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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面无缝服装系列面料

根据无缝针织圆机是单面机或双面机，无缝

服装也可分为单面和双面两类，目前国内外市场

还是单面无缝内衣占据多数。而双面无缝服装具

有较为厚实，可以编织光边罗纹下摆、双面提花、

添纱和移圈结构等单面无缝内衣所不具备的特点，

更适宜制作外衣、运动服、休闲服等产品，正在

成为半成形针织服装的发展方向之一。

以下介绍的面料是在上下针均为电子选针，

并具有移圈功能的双面无缝针织圆机上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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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空筒提花织物

正面的黑色斜纹正对着反面的白色斜纹，正面的

白色斜纹正对着反面的黑色斜纹，除了黑白色斜纹交
界处织物正反面线圈连接外，其余地方正反面线圈没
有连接形成空筒。该织物可以制作两面穿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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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凹凸提花织物

正面的凸出提花部分与反面没有连接，而凹下部

分正反面线圈有连接；此外采用了两种热收缩率不同
的纱线，编织反面的纱线收缩率大而正面的收缩率小，
从而使正面的提花部分明显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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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浮线提花织物

织物正面分布的浮线形成了提花图案，其结构较

稀松，其余线圈部分结构较紧密，两种区域形成了
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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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花移圈织物

根据提花图案进行选针移圈，原来双面编织的区

域移圈后变成单面区域，从而在织物表面形成了单面
凹下双面凸出的凹凸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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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针织物特别是圆纬机针织面料历来都是制作

针织内衣的首选，但是随着针织服装外衣化的流

行趋势，国内外消费市场的变化，新型针织原料、

针织设备和相关技术的不断推出，开发针织外衣

面料及服装有利于调整针织产品结构、促进内需、

扩大出口，其前景广阔。



36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