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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编领域专利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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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国内外经编领域专利申请的检索和分析，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在该领域的专利技术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
势，并对经编产业未来的研发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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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编是针织领域的一个重要技术分支。 随着经编
产业的逐步发展，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经编
专利申请量逐渐增多。 目前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中，超

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经编专利申请按年
代分布情况见图 １。

过 １ ／ ４ 的针织专利涉及经编技术，从全球范围来看，经
编专利技术也超过总的针织专利技术 的 １ ／ ５。 近 年

来，经编产品质量轻，强度高，在航天、航空、生物医疗、
绿色能源等产业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涉及经编产
品和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呈显著增加趋势。 本文主要通
过对国内外专利文献的检索，分析国内外经编技术的
发展现状，总结未来发展趋势，并对产业未来的研发提
供一些建议。

１

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本文涉及的检索结果为申请日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中国专利申请和公开日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外国专利申请。 本文专利文献的检索工
作截止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通常，发明专利申请自申

请日起（ 有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 满 １８ 个月公开，

图１

中国经编专利申请量按年代分布情况

由图 １ 可见，中国经编专利申请量 ２００５ 年之前增

长缓慢，２００５ 年仅有 ５０ 多件申请，２００５ 年之后申请量
急剧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年申请量已达到 ３５０ 件，特别是
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这与政府鼓励创新和申请
人专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有关。
经编专利申请的申请量按年代分布情况见图 ２。

同时各数据库更新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因此截止本
文数据检索日，尚有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提出的部分专利申
请未被主要数据库所收录，导致本报告中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期间的专利申请数据统计不完全，将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分析结果，后文对此现象和原因不再赘述。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３－１２

作者简介： 郑树华（１９８３－） ，女，山西省人，发明专利审查员，主要从事发
明专利申请的实审工作。

图２

全球经编专利申请量按年代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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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２ 可见，全球经编专利申请量从 ６０ 年代中期

送经机构，铺纬机构在国外申请量较多，在国内申请中

到 ７０ 年代中期增幅较陡，此后 ２０ 年间，申请量稍有下

所占份额相对较少，牵拉卷曲和成圈机构方面的专利

增长，也反映出该领域技术飞速发展。

２．２

２

２．２．１

滑，但整体较为平稳，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迎来了再次大幅

２．１

经编专利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经编专利技术现状

申请在国内所占比例相对较大。
经编专利技术及发展趋势解析 ［１，２］
成圈运动机构

经编工艺是依靠成圈元件之间相互配合实现的，

目前经编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分经编产品和工

而成圈元件之间相互配合是由主轴带动传动机构和横

艺、经编机械两大方面。 新的经编机械方面的发明创

移机构实现。 成圈机件的传动机构除了使各成圈机件

造一般伴随着新的织造工艺，而织造工艺的改变往往

产生按一定规律且在时间上互相配合的成圈运动外，

会带来经编产品结构和性能的改变。 专利审查指南明

还应该做到运动平稳。 经编机上采用的成圈机件传动

确规定，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或者

机构一般有凸轮机构和偏心连杆机构两种。 偏心连杆

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专利申请提出，因而在一份专

传动机构由于加工简便，易于达到较高的制造精度，而

利申请中，申请人经常会同时要求保护具有同一发明

且磨损较小，传动平稳、精确，高速时噪音小等特点而

构思的经编产品和工艺，或经编机械和工艺。 而对于

得到广泛的应用，这在专利申请量上有明显的体现。

同一份专利申请，分类员可能会同时给出对应于产品
和工艺的分类号，以及对应于机械结构的分类号，为了
避免重复统计，本文着重分析经编机械方面的专利申

在中文库中利用与成圈机构最相关的分类号 Ｄ０４Ｂ２７ ／

０８ 进行简单检索得到 ９５ 篇文献，其中 ６５ 篇涉及偏心
连杆机构形成的成圈传动机构，２６ 篇涉及利用凸轮机

请，以期透过经编机械专利技术的发展情况预测经编

构形成的成圈传动机构，而且专利文献的申请年代越

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靠后，涉及偏心连杆机构越多。 但偏心连杆传动机构

通过中文和外文文献的初步检索和浏览，经编机
械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成圈运动机构、
梳栉、铺纬机构、送经、牵拉卷曲。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示

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接触面存在间隙，当构件增多时，
机构的积累误差增大，其设计和平衡问题较复杂等。
常州市第八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提出的

出了在中国经编专利申请按照技术分支分布的情况和

实用新型专利利用多个围绕同一轴颈旋转的偏心轴分

全球经编专利申请按照技术分支分布的情况。

别连接不同的成圈机件，驱动织针及其他成圈机件配
合完成成圈运动，缩短了成圈机件的运动动程，有利于
提高机速；润源经编机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实
用新型专利通过在偏心轮和油箱输出杆之间仅设置一
连杆和下摆臂，工作时利用该结构将主轴输出的动力
传递给槽针和针芯，实现两者的摆动，简化了成圈驱动
机构，缩短了传动路线，提高了传动效率。 当然也有发
明人从编织的产品角度来对机器结构进行发明创造，

图３

中国经编专利申请量按技术分布情况

如选用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型平面六连杆机构后串联一个用作
动程调整的平面四连杆机构，不仅获得了较大的行程
速比系数，而且便于调整织针针床摆动角度，适应不同
编织要求。 未来经编在成圈运动机构方面的改进将主
要体现在通过缩短成圈机件的动程、简化曲柄连杆机
构来提高传动效率和质量。
２．２．２

图４

全球经编专利申请量按技术分布情况

通过比较图 ３、４ 可见，梳栉方面的专利申请无论

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申请量均位居榜首，其次是

梳栉

经编机梳栉的运动由平行于针床方向的横移运动
和垂直于针床方向的摆动运动构成，后者即梳栉带着
导纱针在织针前后摆动，为实现导纱针在针前或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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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移做准备。 梳栉运动的形式决定了经编花纹种

润源经编机械有限公司利用伺服控制系统控制传

类，梳栉运动稳定与否与形成织物的质量相关，因而对

送链、横移机构、铺纬小车和纬纱挂针的运动，实现多

梳栉本身的改进以及对梳栉控制的优化成为实现经编

层纬纱的铺设和缠绕，相对于传统铺纬机构中的链条

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

传动，有利于机速提高，噪声也较小。 瑞士利巴公司通

了梳栉方面的专利申请量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名列前

过改善输线装置的移动轨迹实现在提高工作速度的情

茅的原因。

况下以平稳的工作方式将纱线适时从输线装置的拉紧

卡尔迈耶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提出的发明专利中，将碳

位置松开，具体方式是为每个纵向传送带分别配设一

纤维增强塑料应用于梳栉中，相对于传统梳栉采用具

个输线装置，并使输线装置二维地在与敷设平面平行

有不同热膨胀系数的金属条持针部和梳栉本体，不仅

延伸的移动平面中移动。 另外，随着双轴向及多轴向

简化了梳栉结构，降低了制造成本，更重要的是减轻了

经编织物在民用、航天等产业领域应用的不断增加，国

梳栉质量，提高了结构刚度，便于梳栉进行有效的横移

内外经编企业纷纷在这方面开展研发；而铺纬机构是

和摆动运动；其在 ２００９ 年提出的发明专利中，进一步

实现双轴向及多轴向编织的主要部件，因而也是双轴

改进了纤维增强塑料在梳栉中的应用，通过为梳栉主

向及多轴向经编机的主要创新点。 如何实现稳定高效

体设置至少两个朝不同方向铺叠的纤维增强塑料单向

的铺纬将成为未来铺纬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纤维层，使梳栉获得了显著提升的纵向刚度、抗弯刚度

２．２．４

送经

以及抗扭刚度。 在花梳栉经编机中，将由前后部的底

经编送经就是将经轴上的经纱根据所编织的织物

纱用梳栉以及连结纱用梳栉构成的全部导纱梳栉的摆

要求送出相应的纱线量，由成圈机件不断编织形成织

动位移，综合到以一个支撑轴为中心的简洁的驱动机

物。 送经量恒定与否不仅影响经编机效率，且与坯布

构中，由此大幅削减杆、臂等驱动部件的数量，而且使

质量密切相关。 传统的机械送经系统，每根经轴由主

各导纱梳栉的摆动位置的调整变得容易；而利用花梳

轴经过齿轮传动，经轴转速的改变再通过机械的无级

栉与柔性刚质材料形成环形结构，横移垫纱运动由伺

调速实现，远不能满足现代经编机高速和编织多样化

服电动机驱动，不仅便于快速进行花纹变换，而且简化

的需求，多速 ＥＢＣ 电子送经系统可以适应编织过程中

传动，有利于高效生产。 在卡尔迈耶公司的相当一部

变化的多种送经量，在每个送经量切换的过程中经轴

分专利申请中，通过设计梳栉与线性电动机的相对位

电动机能够做出快速反应，实现送经量的突变，因而现

置，使得在不增加额外空间的情况下更容易地控制梳

代经编机专利技术在送经方面的改进主要是电子送经

栉运动。

系统的应用和改进。

通过以上分析容易发现，未来经编机专利技术在

卡尔迈耶公司在这方面有较多的专利申请。 为了

梳栉横移和摆动方面的改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避免随着经轴退绕、经轴直径变化带来的经纱张力变

（１） 采用轻质摆动机构， 加强结构刚度， 减小机器振

化，为每个经轴设置一个连接到控制装置的直径检测

动；（２） 优化摆动运动的传动控制，扩大传动运动的调

装置和分析装置，可以实时控制和调整经纱张力；在喂

节范围，实现传动运动轨迹多样化调节；（３） 电子式横

纱区和针织区之间设置带有拉簧的纱线张力装置，利

移控制，实现平稳、无冲击的横移运动；（ ４） 优化导纱

用由纤维增强塑料成形的拉簧也可以实现自由的经纱

梳栉的空间排布，简化导纱梳栉的驱动机构。

张力调节，而且当弹簧采用碳纤维增强塑料时，不仅弹

２．２．３

簧本身的机械性能得到增强，而且有利于排除经纱静

铺纬机构

铺纬主要是铺纬装置在伺服电动机的驱动下，在

电。 在提花经编机中，除了由经轴抽取的底线外，还需

幅宽范围内往复运动，将纬纱按照要求铺放在两侧的

要提花线，提花线的消耗速率不同于底线的消耗速率，

传送链上，传送链通过伺服电动机带动的一套传动系

后者一般是相对稳定的，而提花线根据所希望的提花

统带动向前传动，将纬纱推送到编织区编织成织物。

效果可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消耗，而在另一时刻消耗

截至申请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文库中铺纬机构

量非常小，因而提花轴的旋转速度也需要得到相应的

铺纬小车和横移传动机构方面。

提花轴相连接，实现了对提花轴的精确控制，进而提高

方面的专利申请共 ５７ 篇，主要集中在铺纬控制系统、

控制。 卡尔迈耶公司通过将可控制电动机无滑动地与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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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专利

了织物质量。

进行检索，并加以比对判断，根据初步检索和比对得到

总结以上分析，未来经编送经专利技术的主要发
展方向集中在电子送经系统的改进上，特别是利用其

的相关技术信息，确定新产品的研发方向，避免重复研
发，并减少不必要的侵权纠纷和经济损失。
（２） 在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时，应根据公司的实

他辅助装置来检测并反馈经轴转速或经纱张力，以达
到实时控制经轴转速和经纱张力，实现稳定送纱。

际研发水平和客观条件选择一两项核心功能进行，争

２．２．５

取实现技术突破，并及时就相关的技术方案获得专利

牵拉卷曲

牵拉卷曲装置以一定的张力和速度将织物从成圈

保护，取得市场先机；在研发过程中，如果确实遇到无

区域引出并卷成布卷。 传统牵拉卷曲主要通过在机械

法绕开的专利障碍，可以根据需要，向专利权人寻求专

部件的结构方面进行不断的改进来优化牵拉卷曲的质

利技术的许可或转让。
（３） 如果公司通过研究收集到的专利信息和相关

量，如在工作区域和卷曲装置之间设置边撑来实现在
工作范围和织物卷曲之间很小的隔距情况下也能完全

的现有技术信息，发现存在与将要研发的某项新产品

地或很大程度上防止织物边缘的收缩，或在织物行进

或新技术相关的专利，并且相关专利符合无效的条件，

方向上最后的引出辊处设置夹紧装置，使其与最后的

可以主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起相关

引出辊构成夹紧夹，使织物在该处的静摩擦增大，以至

专利权无效请求。 一旦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将被视为

于大于织物幅面的松弛力，避免织物下机后产生幅面

自始不存在，这也就为公司研发这项新产品或新技术

不均匀收缩。 电子牵拉卷曲装置结构简单，能够有效

扫清了专利障碍。

减小织物因链传动起停而引起的横条疵点，而且便于

４

调节卷曲张力，能保证卷曲后的织物花型图案不失真
变形，并具有良好的弹性，占用空间较小，在现代经编
机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通过电子控制优化牵拉卷曲工
艺将成为未来经编技术的发展方向。

３

结

语

通过对经编机械领域专利申请现状及专利技术的
分析可见，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经
编技术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都有较为迅猛的发展，作为具有
良好市场前景的传统纺织大国，中国已经吸引了全球

对经编技术研发及专利申请的建议

［３］

主要经编机械生产商的目光。 通过检索发现，来自德

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被告侵权

国、日本、瑞士的经编机械制造商已经在中国从申请时

的风险，同样，当自己获得一项专利权时，又存在被侵

间、数量以及技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建立起了紧密的

权的问题。 专利侵权与被侵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企

专利保护网，而且在不断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这是整个

业的研发，特别对于一些专利意识较为薄弱的企业，这

行业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利信号，同时也给国内经

方面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２００６ 年常州润源经编有

编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中国企业要积极面

限公司就被德国的卡尔迈耶公司起诉，认为其产品侵

对目前局面，在学习他人经验的同时，提高专利意识，

犯了卡尔迈耶的专利权。 虽然经过对专利技术的比对

注重自主创新，利用专利为自己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

分析，润源经编的产品并不存在侵犯卡尔迈耶专利权

间。

的问题，但也给整个纺织行业乃至其他国内企业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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