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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

织物，其包含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在表层和底

层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连接层为局部连接，在

表层和底层的两端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而在表

层和底层的中间位置进行局部连接，连接的部分

形成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的三层实心结构；而

未连接的部分就形成表层和底层的局部中空的

结构，即没有连接层。本申请的局部中空的结构

起到良好的透气效果以及良好的视觉刺激，尤其

是在表层和底层存在色差的情况下。尤其在用于

鞋材技术领域，需要局部中空和局部实心，比如

鞋面需要局部中空起到透气功能，鞋帮需要实心

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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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特征在于，其包含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在表层

和底层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

连接层为局部连接，在表层和底层的两端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而在表层和底层的中

间位置进行局部连接，连接的部分形成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的三层实心结构；而未连接的

部分就形成表层和底层的局部中空的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特征在于，连接层为150D阳

离子低弹丝。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特征在于，表层为耐折涤纶

单丝。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特征在于，底层为高强度涤

纶单丝。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特征在于，连接层以圆形将

表层和底层进行连接，且相邻圆形之间的距离为圆形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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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经编网布生产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

织物。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20200037.X涉及一种网布，包括有内网层和外网层，所述的

内网层由锦纶单丝和丙纶单丝交织而成，且锦纶单丝的密度为每厘米  15～23根，丙纶单丝

的密度为每厘米17～21根，因此使所述内网层的密度保持相对宽松的状态，进而使所述网

布具备良好地透气和散湿性能；所述的外网层由涤纶单丝和聚乙烯单丝交织而成，且涤纶

单丝的密度为每厘米32～37根，聚乙烯单丝的密度为每厘米28～35根，因此使所述外网层

的密度保持相对致密的状态，进而使所述网布具备一定弹性和强度，所述内网层与外网层

之间通过尼龙单丝层交替编织连接，从而使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网布既具备良好地透气和

散湿性能，又具备一定弹性和强度。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20295187.3涉及纺织面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网布。本实用

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独特，具有良好的手感，弹性好的网布。所述网布，包括交错编

织的经线和纬线，所述经线或纬线上设有表面突出的若干凸起，所述经线或纬线的材质为

复合纱线，所述复合纱线包括芯纱和外缠纱，所述芯纱为氨纶纤维，所述外缠纱包括天丝纤

维，所述外缠纱沿芯纱的轴线方向包缠在芯纱的外圆周面上。本实用新型的网布由相互编

织的经线和纬线构成，经线或纬线设有竹节状的凸起，应用时使得产品更加结实、牢固，不

易引起脱丝并且结构新颖，美观而大方，能够满足各种产品或场合需求。

[0004]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20295015.6涉及一种布料，具体涉及一种具有一定弹性作用

的弹性网布。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提供一种弹性网布，所述弹性网布是由涤纶布层和

粘胶纤维布层粘合而成，所述涤纶布层和粘胶纤维布层表面具有褶皱，所述涤纶布层和粘

胶纤维布层之间设有伸缩丝，所述涤纶布层为涤纶纤维经编针织而成的具有网孔的织物，

所述粘胶纤维布层为粘胶纤维经编针织而成的具有网孔的织物。本实用新型的弹性网布在

未拉伸状态下是上下具有褶皱，可以拉伸回缩，并且能够始终紧贴身体，具有很好的舒适

性，伸缩丝夹置于上下两层之间，提高了上下两层的连接强度。

[0005]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20294900 .2涉及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涤纶网

布。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特殊弹性结构的抗菌涤纶网布。所述涤纶网布由面层、

底层和连接于二者之间的含抗菌剂的涤纶单丝支撑层构成，所述的面层，底层和含抗菌剂

的涤纶单丝支撑层以经编方式织成三维立体的抗菌三层网布。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

实用新型涤纶网布是以含有抗菌剂的涤纶单丝作为支撑层的抗菌三层网布，具有抑菌杀菌

功能，在网布材料的表布中使用了粘胶纤维和棉纤维，提高了材料的整体吸湿性能和接触

性能。这种三层网布是一种高品质、环保的新型品种，可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更高要求。

[0006]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031468.3涉及一种网布复合面料，所述复合面料由三层结

构的面料组成，该复合面料的外层为涤纶双面布，该复合面料的中间层为TPU膜，该复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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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内层为网布。该种复合面料采用三明治的夹层式结构，其将外层防风防水的涤纶双面

布、中间层高效透气透湿防水的TPU  膜及保暖性、以及轻薄的网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能

防止雨水进入又同时让汗气和湿气排散出去，具有较佳的高防风，高防水，透湿透气，保暖，

耐老化，抗冷冻，耐磨擦等多种功能，使人体保持长久的干爽和舒适。同时也可将该贴合的

复合面料以裁剪方式缝制成各种用品，如护腰带、护颈带、护膝带、护腕带、床垫等。

201320675899.8本实用新型涉及布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透视网布，包括顶层网布，所

述透视网布还包括有底层网布，底层网布和所述顶层网布之间设置有多个EVA发泡材料或

PE发泡材料制作的块状物，多个所述块状物间隔排布。本实用新型的透视网布，其顶层和底

层均为网布结构，且顶层网布和底层网布之间间隔设置有多个块状物，确保本实用新型从

顶层网布看过去就能看到中间的块状物和底层网布，从底层网布看过去也能看到中间的块

状物和顶层网布，透视效果好，进一步提升布料的透气性能，另外，块状物为EVA发泡材料或

PE发泡材料制成，具有材料轻质、物性优良且安全无毒的性能，有利于提高布料产品的附加

值。

[0007]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10016147.5涉及一种竹炭纤维网布，其是由面丝、毛丝、底丝

经编成型的三明治结构网布，所述的面丝形成网布的面层，所述的底丝形成网布的底层，所

述的毛丝形成网布的支撑层，且所述的支撑层位于所述的面层与所述的底层之间，所述的

面丝或/和底丝包含有至少一条竹纤维丝，所述的面层或/和底层为柔软光滑的竹纤维面层

或/和底层。本实用新型竹炭纤维网布由面丝、毛丝以及底丝一体经编成三明治结构，面丝

或/和底丝包含有竹纤维丝，从而使面层或/和底层为柔软光滑的竹纤维面层或/和底层，进

而使得本竹炭纤维网布具有天然环保、防臭、抗菌、舒适、柔软等诸多优点。

[0008]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20294896.X涉及纺织面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型网布。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不仅能保有网布原先的通风、透气特性，还具有较佳强度和外

观的复合型网布。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复合型网布，包括网布和树脂层，

所述网布包括内层表布、中间层布和外层表布，所述中间层布为直立织制型态组织，所述内

层表布、中间层布和外层表布以经编针织的方式一体织成，所述树脂层固设在网布表面上

成为一体，所述树脂层表面设有通孔。本实用新型让该树脂层与该网布成为一体，树脂层布

设多个通孔，使得该网布能保有原先的通风、透气特性外，还具有该树脂层的强度，并利用

该树脂层上所预设的通孔、纹路图案设计，可让网布具有更多样化的设计。

[0009]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20044219.2涉及一种布料技术领域的网布材料结构，本实用

新型的网布材料结构包括面层、中间夹层和底层，中间夹层设置在面层与底层之间形成夹

层式结构，中间夹层为镂空结构，本实用新型的网布材料结构通过中间夹层将面层和底层

分隔开一定的空间，并且中间夹层为镂空结构，镂空部位形成气流通道，气流能够直接由底

层穿过镂空结构形成的气流通道后由面层穿出，气流通畅，具有良好的透气效果和减震支

撑效果。

[0010]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242408.6涉及一种网布，特别涉及一种涤纶网布，属于纺

织产品。由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所述的经线包括中间线和侧线，所述的中间线的两侧分别

设有侧线，所述的纬线间的二根经线相互交叉连接，所述的中间线穿接过二根经线的交叉

点，所述的中间线和二根侧线相间隔分布。涤纶网布结构紧凑，强度提升，使用寿命延长。

[0011]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10496733.X涉及一种复合弹性材料网布，包括由顶层、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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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连接顶层和底层的连接层组成的经编立体织物，顶层、底层和连接层围成空腔，空腔内填

充有可固化的复合材料，连接层由多层沿网布长度方向平行分布的网状纤维织物组成，每

层网状纤维织物由多个交替编织的波形纤维组成，每个波形纤维的每个波峰与一个第一结

点固接，且与每个波形纤维上的波峰固接的第一结点在同一直线上，同一直线上每个波形

纤维的相邻的两个波峰之间设置的第一结点的数量为1～5个；优点是：使用方便，方便人工

装卸和运输，使用时只需浇水等液体即可形成具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的网状复合混凝土层

的特殊材料；综合性能好；环境友好；应用灵活；成本低，施工方便效率高。

[0012]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320157.9涉及布料领域，提供一种透气性能佳的新型透气

网布，包括透气网布本体，所述透气网布本体包括由人造丝与涤纶交织而成的上层透气网

层、下层拉伸变形丝层，所述上层透气网层与下层拉伸变形丝层之间设有全拉伸丝层。

[0013]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10335260 .5涉及一种空间网布复合材料，其从上到下包括

PVC面膜层、空间网布层和PVC底膜层，空间网布层包括平行设置的上、下网布层，及垂直设

置在上、下网布层间的拉丝。所述的空间网布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1)空

间网布层涂刮上糊；2)预热；3)贴合；4)冷却、切边和收卷。本实用新型的空间网布复合材

料，在复合材料的  PVC面膜层和PVC底膜层间设置了空间网布层，这样当空间网布复合材料

应用在气垫产品中时，充气后，气垫产品表面平整，外形美观；承受力好，在充气过程中不易

爆开；中间的空间网布层使得气垫产品的弹性好、抗压性能好。

[0014]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191034.X涉及聚四氟乙烯纤维纤维网布，尤其涉及用于制

备全氟磺酸离子交换膜的聚四氟乙烯纤维网布，属于聚四氟乙烯工业技术领域。一种聚四

氟乙烯纤维网布，所述网布由聚四氟乙烯纤维为经纬线织造而成，所述网布为一经二纬结

构，所述纬线基于所述经线交错；所述网布的经纬线均单丝加捻，所述网布的纬向纤维宽度

为220～230μm，经向纤维宽度为130～160μm，所述经向纤维和纬向纤维的细度为80～100

旦。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聚四氟乙烯纤维网布专为离子交换膜设计，特别适宜用作离子交换

膜的骨架材料。树脂的共聚物涂覆于该网布上，涂层均匀，涂层薄，涂层与网布骨架粘结牢

固；制成的离子交换膜具有良好的质子通过性能，无渗透性，具有尺寸稳定性高、强度高的

优点。

[0015]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032205.4涉及网布，特指一种新型的遮阳网布，所述的遮

阳网布由反光性材料交叉编织而成，上下两端分别设置有支撑杆，支撑杆的两端伸出遮阳

网布外并设置有悬挂孔，支撑杆的两端设置有夹紧遮阳网布两端部的夹子，悬挂孔上设置

有控制遮阳网布伸出长度的弹性夹及栓系支撑杆用的挂钩或挂绳，遮阳网布的径向或者纬

向上间隔设置有成排的透气孔，由于上述结构特征使得本实用新型能及时带走网布所吸收

的热量，解决了现有的遮阳网布这样效果不佳的问题，具有节能等优点。

[0016]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505295.4涉及一种保暖三层网布，它涉及一种网布。它包

含网眼层、毛高层、底平布层；网眼层设置在保暖三层网布的上表层，毛高层设置在网眼层

与底平布层之间，底平布层设置在保暖三层网布的下表层，网眼层和毛高层采用涤纶材料

制作而成，底平布层采用涤纶短纤制作而成；本实用新型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而且外形美

观，适用于鞋、服装和箱包上，也适用于作装饰布。

[0017]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505322.8涉及一种提花无缝三层网布，它涉及一种三层网

布。它包含提花层、毛高层、底平布层，提花层设置在提花无缝三层网布的上表层，毛高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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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提花层与底平布层之间，底平布层设置在提花无缝三层网布的下表层；提花层采用涤

纶材料通过压点贾卡制作而成；毛高层、底平布层均采用涤纶材料制作而成；本实用新型采

用压电贾卡，提花做面，使提花层不存在缝隙，外形美观，适用于鞋、服装和箱包上，也适用

于作装饰布。

[0018]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20505325.1涉及一种透明三层网布，它涉及一种网布。它包

含面平布层、提花及毛高层、底平布层，面平布层设置在透明三层网布的上表层，提花及毛

高层设置在面平布层与底平布层之间，底平布层设置在透明三层网布的下表层，面平布层

和底平布层采用涤纶透明丝制作成，提花及毛高层采用涤纶制作而成；本实用新型采用透

明丝制作而成，透明度高，外形美观，适用于鞋、服装和箱包上，也适用于作装饰布。

实用新型内容

[001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

物。

[002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21] 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包含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在表层和底层通过

连接层进行连接。

[0022] 连接层为局部连接，在表层和底层的两端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而在表层和底层

的中间位置进行局部连接，连接的部分形成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的三层实心结构；而未连

接的部分就形成表层和底层的局部中空的结构。

[0023] 连接层以圆形将表层和底层进行连接，且相邻圆形之间的距离为圆形的直径。

[0024] 连接层以III字形将表层和底层进行连接，且相邻III字形之间的距离为III字形

的宽度。

[0025] 连接的部分形成的三层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0026] 而局部中空的结构起到良好的透气效果以及良好的视觉刺激，尤其是在表层和底

层存在色差的情况下。尤其在用于鞋材技术领域，需要局部中空和局部实心，比如鞋面需要

局部中空起到透气功能，鞋帮需要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0027] 连接层为150D阳离子低弹丝。

[0028] 表层为耐折涤纶单丝。

[0029] 底层为高强度涤纶单丝。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是：

[0031] 本申请的局部中空的结构起到良好的透气效果以及良好的视觉刺激，尤其是在表

层和底层存在色差的情况下。尤其在用于鞋材技术领域，需要局部中空和局部实心，比如鞋

面需要局部中空起到透气功能，鞋帮需要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附图说明

[0032] 图1本申请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本申请的连接层的示意图；

[0034] 附图中的标记为：1表层，2连接层，3底层，21圆形连接的部分，22圆形未连接的部

分，221III字形连接的部分，222III字形未连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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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提供本实用新型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

[0037] 请参见附图1，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包含表层1，连接层2 以及底层3，

在表层和底层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

[0038] 连接层为局部连接，在表层和底层的两端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而在表层和底层

的中间位置进行局部连接，连接的部分21形成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的三层实心结构；而未

连接的部分22就形成表层和底层的局部中空的结构。

[0039] 连接层以圆形将表层和底层进行连接，且相邻圆形之间的距离为圆形的直径。

[0040] 连接层以III字形将表层和底层进行连接，且相邻III字形之间的距离为III字形

的宽度。

[0041] 连接的部分形成的三层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0042] 而局部中空的结构起到良好的透气效果以及良好的视觉刺激，尤其是在表层和底

层存在色差的情况下。尤其在用于鞋材技术领域，需要局部中空和局部实心，比如鞋面需要

局部中空起到透气功能，鞋帮需要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0043] 连接层为150D阳离子低弹丝。

[0044] 表层为耐折涤纶单丝。

[0045] 底层为高强度涤纶单丝。

[0046] 实施例2

[0047] 请参见附图2，一种局部中空的经编间隔织物，其包含表层1，连接层2 以及底层3，

在表层和底层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

[0048] 连接层为局部连接，在表层和底层的两端通过连接层进行连接，而在表层和底层

的中间位置进行局部连接，连接的部分221形成表层，连接层以及底层的三层实心结构；而

未连接的部分222就形成表层和底层的局部中空的结构。

[0049] 连接层以III字形将表层和底层进行连接，且相邻III字形之间的距离为III字形

的宽度。

[0050] 连接的部分形成的三层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0051] 而局部中空的结构起到良好的透气效果以及良好的视觉刺激，尤其是在表层和底

层存在色差的情况下。尤其在用于鞋材技术领域，需要局部中空和局部实心，比如鞋面需要

局部中空起到透气功能，鞋帮需要实心结构，起到支撑作用。

[0052] 连接层为150D阳离子低弹丝。

[0053] 表层为耐折涤纶单丝。

[0054] 底层为高强度涤纶单丝。

[005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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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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