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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款针织贝雷帽设计的研究
王新泉，
包子蔷，
丁 慧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包头 014040）
摘 要院[研究意义]针对手工棒针编织针织贝雷帽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和制约，采用电脑横机开发出的一
款针织贝雷帽设计的编织工艺。[研究方法]采用日本岛精 SDS-ONE 设计系统进行工艺与制版设计、绘制球形减针意匠
完成的一款立体
图，并用 100%纯羊绒纱线在日本岛精 SSR112-S 机型的电脑横机上编织，
最后经过后整理洗缩与定型，
立体感强、外
成型针织贝雷帽的设计工艺研究。[研究结果与结论]结果表明：①利用电脑横机所编贝雷帽具有保暖舒适、
观精美等特点，完全可以与手工棒针贝雷帽相媲美；②它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起到了作用；③它对针
织帽类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加工企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设计工艺；机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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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sign based on a kind of knitted beret hat
WANG Xin-quan, BAO Zi-qiang, DING Hui

（Inner Mongolia King Deer Cashmere Co., LTD, Baotou 014040 China）

Abstract: Because hand knitting of beret doesn't benefit to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cost of the enterpris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kind of knitted beret hat with computer horizontal machine. This paper firstly carry out designs of process planning
and plate-making, secondly draw a plan of weave about spherical reduction needle, thirdly knit a beret hat on the computer
horizontal machine of Japanese Shimaseiki SSR112 -S model, finally finish the production after washing and shaping. This
paper holds some points of view as follow:淤this product is warm, comfortable,strong three-dimensional sense; 于it can reduce
production cost and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to knit beret hat on computer horizontal machines; 盂 this design is
important to develope knitted hats and related products.
Key words: cashmere yarn; knitted beret hat; computer horizontal machine; rocking principle; design technology; machine
parameters

“贝雷帽”
（Beret Hat）是一种平顶的圆形无

法不一造成织物密度不协调等问题一直困扰着

沿软帽，一般用呢绒毛料制成，最初是源自古希

生产企业，对生产交货造成影响，从而不适合大

腊，现今作为一些国家军队的别动队、特种部队
和空降部队的人员标志。后来也被广泛运用到时

规模批量生产。现今，
电脑横机已经成为针织类
而利用电脑横机
产品生产加工的主要设备之一，

装范畴，成为很多时髦女性的必备单品，从而使

编织针织贝雷帽这方面的知识点及相关设计工

贝雷帽进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贝雷帽分为针织

艺资料较少。本文从这方面进行研究，采用 100%

类和毛料类两种，
毛料类按照纸样结构进行剪裁

羊绒纱线，
采用智能吓数工艺设计软件和日本岛

后再进行机缝成型，
而针织类贝雷帽市场中大部

精 SDS-ONE 设计系统，在日本岛精 SSR112-S 机

分还是采用棒针进行手工编织，
这种编织方法的

型上设计开发出一款立体成型八瓣贝雷帽的生

所编贝雷帽手
缺点是：
用工数量多、
人工费用高、

产编织工艺，
采用特殊的后整理洗缩、定型工艺，

[1]

所制作的针织贝雷帽具有便于折叠、不怕挤压、
容易携带、美观优雅等特点，完全替代了手工棒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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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泉，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工程师。

针编织贝雷帽的产品，
是智能针织帽类产品的一
次创新和延伸 [2]，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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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提升产品附加值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选用长度：
28～33mm；细度：
15.5滋 m 左右；短

用，
对针织帽类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加工企

绒率：
16%以下的 100%纯羊绒纱线；
纱支：22tex/2

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两股并捻。

1 针织贝雷帽设计原理
1.1 电脑横机摇床原理

选用规格为：2030# 氨纶包覆丝（弹力丝），股
线为 1 股，其拉伸长度可达到原纤维的 5~7 倍，

电脑横编机的摇床机构工作原理是步进电

其所编织物部分具有高弹性和强大的伸缩性,在

机通过丝杆传动机构带动后针板横移实现的。摇

起底和起底后几行使用，
有效增加起底拉伸和弹

床按其目的主要分为编织摇床和移圈摇床。编织

性，
使穿戴帽时更符合人体学。

摇床通常指为花色织物的编织而进行的摇床动
通常为整针横移；
移圈摇床指针床由编织位置移

2.2 横机参数设计
采用日本岛精 SSR112-S 型电脑横机，机号为
7 针 /25.4mm，前后相向的一对针床，且后针床可

至移圈位置或移回原位，即针槽相错和针槽相对

以左右摇床错位，
针床幅宽为 43in(1.1m)。选用

之间的变换，摇床距离通常为非整数针横移[3]。

另一把导纱
2 把导纱器，
一把导纱器带羊绒纱线，

文章在编织贝雷帽的球形减针工艺时，利用移圈

器带氨纶包覆丝（弹力丝），
其中穿有羊绒纱线导

摇床原理，
将针数移够摇床针数后再逐渐移回原

纱器的乌斯座宽度调节在 2.0cm~2.5cm 之间，穿

位，
达到线圈间留 2 针辫后减针收花的目的。

有氨纶包覆丝（弹力丝）导纱器的乌斯座宽度调

1.2 贝雷帽的设计原理
本文设计的针织贝雷帽是源于手工棒针编
织贝雷帽基础上开发设计的一款电脑横机编织
的贝雷帽，
结合手工棒针所编织贝雷帽的方法和
外观特点，采用电脑横机“一行减多针”的球形
编织工艺设计，将帽身分为八瓣，在同一行上进
后道采用侧缝套
行留 2 针辫后减针收花的形式，
后整理洗缩、整烫定
合、
帽顶采用线圈手工穿针，
型工艺完成的立体八瓣贝雷帽[4-5]。

节在 4.2cm~4.6cm 之间[7]。

作，如扳花组织等所需的针床横移，摇床的距离

2 针织贝雷帽制备流程工艺
针织贝雷帽的制备流程一般为：
规格设计→密度提
制备原料→贝雷帽形状、
取→编织工艺及制版设计→电脑横机度目及卷
布参数的提取和预估→侧缝套合、
帽顶手穿→后
整理洗缩和整烫定型[6]。
2.1 原料选择

2.3 贝雷帽形状、
规格参数设计
如图 1 贝雷帽分部位尺寸图所示，帽径 S:
25cm，由 1、
2、
3、
4、
5、
6、
7、
8 个分瓣减针构成；帽
罗高 3.5cm，
帽高 T:19cm；
成品重量为 32g。
2.4 密度参数提取
成品横密为 3.6 纵行 /cm，纵密为 2.9 横列
/cm；
平面拉密为 7 行 /25.4mm（反面拉）。
2.5 编织工艺及制版设计
（1）编织工艺设计。
采用智能吓数工艺软件对贝雷帽成型工艺
进行设计。如图 2 编织工艺设计所示，其中：K
表示转数 （1 转＝2 行），N 表示针数；a 位置表
示两侧收针，中心留 2 针辫，从中心位置开始左
右对称减针，减针形式如图中 b 所示。
编织时：共排 212 针，按 1-1 罗纹形式起底，

图 1 贝雷帽分部位尺寸图
Fig.1

Size of various parts of Be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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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前针床，BB 表示电脑横机的后针床；
Y4 表示
穿有羊绒纱的 4 号导纱器；字母 a 表示每一枚织
针；表示新线圈 b；表示需要堕套线圈 c；表示
堕套线圈后的双线圈 n； 表示翻到后床的旧线
圈；↗表示前床线圈 + 向右摇床后翻到后床；↙
表示后床线圈 + 向左摇床后翻到前床；↘表示后
床线圈 + 向右摇床后翻到前床；↓表示后床线圈
翻到前床；字母 L 表示向左摇床；字母 R 表示向
右摇床；
字母 P 表示针数。
具体编织工段分析如下，如图 3 球形减针编
织意匠图（部分）所示：

图 2 编织工艺设计

在 S1 编织工段中：带入 Y4 导纱器，所有前

Fig.2 Design of knit technology

床 FB 织针编织新线圈 b，
编织完成后，将前床 FB

打 1.5K 空转和前 2K 编织带有氨纶包覆丝的 1－

线圈向右移 2 针后翻到后床 BB，
d 位置“↗”所

1 罗纹，
按照添纱组织形式编织；
剩余 9K 的 1-1 罗纹编织不带有
氨纶包覆丝的羊绒纱线，下机尺
寸按高 4cm* 宽 54cm 控制；编织
完 11K 罗纹后，将反板线圈翻到
前板，开始编织前板平针组织线
圈，共编织 25K 平针组织。待编
织到 21K 球形减针位置时，左右
两侧缝按 14 针，其余按 24 针均
分排针，球形减针每保留 2 针为
一个瓣，共 8 个瓣，如图 2a 所
示；球形减针编织形式如图 2b
所示，从中心位置左右对称减
针，首先按 2K 减 8 针减 10 次，
然后再按 1K 减 8 针减 2 次的形
式减针，最后余针 20 针，一行上
八个瓣共减掉 16 针 （具体球形
减针动作见编织制版设计所述）
。

[8]

（2）编织制版设计。
采 用 日 本 岛 精 SDS-ONE 或
APEX3/4 设计系统对贝雷帽工艺
制版进行设计。如图 3 是基于图
2 编织工艺设计基础上的（左）球
形减针（部分）编织意匠图设计，
其中：
左列栏中标记的“S+ 数字”
表 示 球形 减 针 编 织 的 动 作 工
段；右列栏中的 FB 表示电脑横

图3
Fig.3

球形减针编织意匠图（部分）

Plan of wave about spherical reduction nee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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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改和改变，设计出 4 瓣、
8 瓣、
12 瓣、
16 瓣等不同
在 S2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作，将后床 BB 上的 2 针线圈向左摇 1 针后翻到
前床 FB，
e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在 S3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作，将后床 BB 上的 1 针线圈向左摇 2 针后翻到
前床 FB，
f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在 S4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作，将后床 BB 上的 2 针线圈向右摇 1 针后翻到
前床 FB，
g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在 S5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不翻针，此工段
无实际意义，
只是能够清晰地再现出此时前床 FB

瓣数的针织贝雷帽[9]。

2.6 度目参数及卷布拉力参数提取
（1）度目参数。
贝雷帽的度目参数设计如表 1 所示。度目数
值越大，织物的松紧密度越松。度目值一般根据
工艺要求和织物的外观风格而定。S1、
S2 分别代
表横机系统 1 和系统 2，
前代表前板线圈度目值，
每台电脑横机设备度目
后代表后板线圈度目值，
三角的状态不同，度目值的设定有一定的区别，
需根据不同纱线原料及电脑横机车况进行设定
调节。

和后床 BB 线圈的结构位置。

表 1 度目参数值（参考）

在 S6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动作，将

Tab.1 Stitch parameter

后床 BB 上的 6 针线圈翻到前床 FB，
h 位置“↓”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S1――――S2―

度目

―S2――――S1→

段数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作，将后床 BB 上的 2 针线圈向右摇 3 针后翻到

起底

10

23

10

23

10

23

10

23

前床 FB，
i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罗纹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平针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在 S7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在 S8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作，将后床 BB 上的 6 针线圈向右摇 2 针后翻到
前床 FB，
j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2）卷布（拉力）参数。

在 S9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贝雷帽的卷布（拉力）参数的设定如表 2 所

作，将后床 BB 上的 2 针线圈向右摇 5 针后翻到

示。卷布数值越大，
表示横机电机的转速越快，
织

前床 FB，
k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在 S10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作，将后床 BB 上的 6 针线圈向右摇 4 针后翻到
前床 FB，
l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物所承受的拉力越大。卷布配件包括起底板、主
罗拉、副罗拉等部位。卷布值的设定需根据纱线
卷布皮辊磨损及设备
强力、织物密度、
织物幅宽、
型号等情况而定。
表 2 卷布(拉力)值（参考）

在 S11 编织工段中：不编织、仅翻针摇床动

Tab.2

作，将后床 BB 上的 5 针线圈向右摇 6 针后翻到
前床 FB，
m 位置
“↘”
所示，
其它线圈不动作。

排针数 /43in

Pulling force of cloth roller
卷布值 /N

段数

在 S12 编织工段中：
带入 Y4 导纱器，所有前

起底

副起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板

底板

副罗拉

床 FB 织针编织新线圈 b。此时，
左侧边缘被减掉

翻针

1

315

10

15

100

45

0

8 针，
被减掉的针数均匀分布在堕套线圈上，
如图

起底

1

315

30

50

100

70

0

中 n 位置所示。

罗纹

1

315

25

55

100

70

0

直摇

1

315

25

52

100

70

0

减针

1

315

20

50

100

70

0

同理，右面的球形减针方法与左面的球形减
针方法相同，仅摇床方向相反，共同形成每 2 针
堕套辫子的八瓣组织结构形状。
应当理解的是，
以上的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
释性的，
并不能限制贝雷帽的瓣数和堕套的辫子
针数。按照以上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流程
及结构，
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有针对性的修

帽顶手穿
2.7 侧缝套合、
在 7 针 /25.4mm 的电脑横机上编织的贝雷
帽，选择 8 针的缝盘机进行左右侧缝边缘的套
合，套合针数为 2 针。另外，
帽顶剩余的 20 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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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需要利用缝针将同色系羊绒纱线手工反复穿

设计制作直径 S：
25cm 增加 1~2cm 的“圆形”状烫

入每一个线圈，如图 4 帽顶手穿展开图所示，剩

板，采用烫板整烫贝雷帽，蒸汽熨斗温度控制在

线圈间被拉紧，
余 20 针线圈经过多轮的穿线后，

135~140℃将贝雷帽整烫平整。定型后的贝雷帽

‘圆点’
状，
保证了外
最后形成了一个没有空隙的

产品具有尺寸稳定性和拉伸后恢复性好，轻薄、

观效果，
也避免了在穿戴过程中帽顶线圈脱散的

蓬松、
柔软等优点，
穿戴时没有前后左右之分，外

现象发生 。

观立体效果较好[11]，如图 5 所编针织贝雷帽正、

[10]

反面成品图所示。

图 4 帽顶手穿展开图
Fig.4

The unfolded picture of hat top

3 针织贝雷帽后整理洗缩和整烫定型工艺
后整理洗缩和整烫定型是决定产品最终风

a 正面图

格和外观、
手感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选用了最大

图5

Fig.5

洗涤重量为 6KG 的 XGQ-25F 型缩绒机。
后整理洗缩定型工艺流程包括：称重→洗
缩→漂洗→清投→柔软→脱水→烘干→定型。

b 反面图
针织贝雷帽成品图

finished product of knitted beret hat

4 结语
本文是在手工棒针编织贝雷帽的基础上，开

3.1 称重
每 6kg 为一机洗重量。
3.2 洗缩
（1）洗涤整理：浴比 1:15~20，
水温 38±2℃，
PH=6.5，毛能净 1~3%（owf），缩绒机转速 35rpm，
洗涤时间与织物的颜色和数量有关，一般洗涤时

发出的一款利用电脑横机编织的立体球形针织

间控制在 5~15min，
以绒面符合产品要求为宜；

后整理洗缩、整烫定
合、
帽顶线圈采用手工穿针，

（2）漂洗：
一般而言，需在洗衣机的高水位档
常温漂洗 1min。
（3）清投：
清水中投洗 2 遍。

3.3 柔软

贝雷帽。通过对贝雷帽的外观结构设计、编织原
理和编织工艺、横机参数、后整理等方面展开分
析和研究，
利用电脑横机
“一行减多针”的球形编
织工艺技术，将帽身分为八瓣，在同一行上进行
留 2 针辫后减针收花的形式，后道采用侧缝套
型工艺完成的立体八瓣贝雷帽。本文研究的针织
贝雷帽的结构和工艺设计符合人体学配戴，并具
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延伸性，是智能化产品开发的
基础，解决了手工编织贝雷帽存在的问题，电脑

软化整理工艺一般选用浴比 1:15~1：
20，水

横机编织的贝雷帽外形与结构同手工棒针编织

温为 32±2℃，柔软剂用量 0.03 毫升 /6KG，
平滑

的贝雷帽可以相媲美。电脑横机编织的贝雷帽从

剂含量 2%~4%，缩绒机转速为 20~25rpm，软化时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

间为 15~20min 的参数。

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对帽类产品研

3.4 脱水
脱水机转速设置为 900rpm，时间为 1~1.5
min。
3.5 烘干
烘干温度通常设计为 85~95℃，烘干时间为
20~25min。

发的技术人员及加工生产企业具有一定的参考

3.6 定型
建议利用厚度大约为 5mm 的木制复合板材，

价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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