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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

裤，包括本体，所述本体包括包覆在腰腹位置处

的腰腹部，以及包覆在大腿根部位置处的裤腿

部，在两个所述裤腿部之间形成一裆部，在裆部

位置处设置有开槽，在所述开槽处缝合有透气用

的纱网层，在所述本体的内侧、对应所述裆部位

置处缝合有抑菌布；本产品可以免穿内裤，增加

阴部位置处的透气性和抑菌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0538978 U

2020.05.19

CN
 2
10
53
89
78
 U



1.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其特征在于：包括本体，所述本体包括包覆在腰腹位置

处的腰腹部，以及包覆在大腿根部位置处的裤腿部，在两个所述裤腿部之间形成一裆部，在

裆部位置处设置有开槽，在所述开槽处缝合有透气用的纱网层，在所述本体的内侧、对应所

述裆部位置处缝合有抑菌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其特征在于：所述抑菌布采用银纤维

面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网层采用棉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腰腹部的位置缝

制有弹力线，所述弹力线上、下设置有多根，所述弹力线的两端从所述腰腹部的后端向前延

伸，并且所述弹力线的两端之间留有2cm～4cm的间隙，在所述裤腿部的外部缝制有第一弹

力线和第二弹力线，所述第一弹力线和第二弹力线交错后形成“X”形，在所述裤腿部的外围

处缝合有第三弹力线，所述第三弹力线水平设置，所述第三弹力线上、下平行设置有多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网层采用双层复

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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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

背景技术

[0002] 速干裤就是干的比较快的裤子，它并不是把汗水吸收，而是将汗水迅速地转移到

衣服的表面，通过空气流通将汗水蒸发，从而达到速干的目的。

[0003] 一般的速干裤的干燥速度比棉织物要快50％。在户外的时候，速干的衣服保证你

在早晨起来穿的时候不难受。不过有一点，出去的时候要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晚上在营地

穿上干衣服，以免感冒。

[0004] 但是在现有技术中穿着速干裤时还需要搭配内裤，内裤采用纯棉材质，而阴部又

是比较潮湿的部位，因此在训练期间，阴部位置处累积的汗水和湿气不能快速的挥发，导致

了阴部位置处的湿疹，同时也滋生较多的细菌。

[0005]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可以免穿内裤，增加阴部位置处的透气性和抑菌

性的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以免穿内裤，增加阴部位置处的透

气性和抑菌性的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

[0007]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包括本体，所述本体包括包覆在腰腹位置处的腰腹

部，以及包覆在大腿根部位置处的裤腿部，在两个所述裤腿部之间形成一裆部，在裆部位置

处设置有开槽，在所述开槽处缝合有透气用的纱网层，在所述本体的内侧、对应所述裆部位

置处缝合有抑菌布。

[0009] 优选地，所述抑菌布采用银纤维面料。

[0010] 优选地，所述纱网层采用棉纱。

[0011] 优选地，在所述腰腹部的位置缝制有弹力线，所述弹力线上、下设置有多根，所述

弹力线的两端从所述腰腹部的后端向前延伸，并且所述弹力线的两端之间留有2cm～4cm的

间隙，在所述裤腿部的外部缝制有第一弹力线和第二弹力线，所述第一弹力线和第二弹力

线交错后形成“X”形，在所述裤腿部的外围处缝合有第三弹力线，所述第三弹力线水平设

置，所述第三弹力线上、下平行设置有多根；上述结构主要是起到塑身的效果，增加与身体

之间的贴合度。

[0012] 优选地，所述纱网层采用双层复合结构。

[0013] 本体采用的面料介绍

[0014] (1)涤纶面料

[0015] 优点:涤纶面料是日常生活中用的非常多的一种化纤服装面料。其最大的优点是

抗皱性和保形性很好，耐磨性仅次于耐磨性最好的锦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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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缺点:吸湿性较差，穿着有闷热感，同时易带静电、沾污灰尘，影响美观和舒适性。

手感硬、触感差、光泽不柔和等缺点。

[0017] (2)锦纶面料

[0018] 优点:锦纶织物的耐磨性能居各类织物之首，比同类产品其它纤维织物高许多倍，

因此，其耐用性极佳。锦纶织物的吸湿性在合成纤维织物中属较好品种，因此用锦纶制作的

服装比涤纶服装穿着舒适些。锦纶织物属轻型织物，在合成纤维织物中仅列于丙纶、腈纶织

物之后，因此，适合制作登山服、冬季服装等。锦纶织物的弹性及弹性恢复性极好，但小外力

下易变形，故其织物在穿用过程中易变皱折。

[0019] 缺点:锦纶织物的耐热性较差，在穿着使用过程中须注意洗涤、保养的条件，以免

损伤衣物。

[0020] (3)高科技功能处理

[0021] 部分速干裤还会使用一些特殊的高科技功能处理，如美国3M公司(世界前  50强公

司)开发出的享誉全球的Scotchgard工艺，赋予了组织非常好的防油防污性，使您的速干裤

轻松应对各种恶劣环境，时刻带给你轻松舒爽。另外，还有部分品牌采用了最新的纳米微孔

纤维技术，纤维内部采用"蜂巢"仿生设计，会根据人体的温度和温度自动调节。当人体出汗

时，水汽会通过微孔直接散发，其余部分液体则会被贴近皮肤的高密度微孔迅速吸收，并由

织物外侧的高密度微孔迅速扩散和蒸发，使身体时刻感觉盈爽舒适。部分国际品牌，如狼

爪、  MARMOT、Wildview的多微孔系列，采用的是这种技术。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产品在裆部位置处增加了纱网层和抑菌布，纱网层

较为透气，同时附着颜色，避免透光，起到防走光的效果，抑菌布贴合阴部，起到抑菌的效

果，避免细菌滋生，同时抑菌布也可以增加在裆部位置处的厚度，避免卡入患者的阴道口

内，避免尴尬，同时本产品的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合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图；

[0026] 图3为第一弹力线的侧视图；

[0027] 图4为第二弹力线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29] 本说明书(包括任何附加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

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

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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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一端”、“另一端”、“外侧”、“上”、“内

侧”、“水平”、“同轴”、“中央”、“端部”、“长度”、“外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

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

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

用新型的限制。

[0031] 此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个，三个等，除非

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32]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置”、“套接”、“连接”、“贯

穿”、“插接”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

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

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33]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的一种抑菌、速干瑜伽纤体裤，包括本体1，所述本体1包

括包覆在腰腹位置处的腰腹部101，以及包覆在大腿根部位置处的裤腿部102，在两个所述

裤腿部102之间形成一裆部，在裆部位置处设置有开槽，在所述开槽处缝合有透气用的纱网

层103，在所述本体1的内侧、对应所述裆部位置处缝合有抑菌布104。

[0034] 本实用新型中一个较佳的实施例，所述抑菌布104采用银纤维面料。

[0035] 本实用新型中一个较佳的实施例，所述纱网层103采用棉纱。

[0036] 本实用新型中一个较佳的实施例，在所述腰腹部101的位置缝制有弹力线  121，所

述弹力线121上、下设置有多根，所述弹力线121的两端从所述腰腹部  101的后端向前延伸，

并且所述弹力线121的两端之间留有4cm的间隙，在所述裤腿部102的外部缝制有第一弹力

线131和第二弹力线141，所述第一弹力线  131和第二弹力线141交错后形成“X”形，在所述

裤腿部102的外围处缝合有第三弹力线151，所述第三弹力线151水平设置，所述第三弹力线

151上、下平行设置有多根；上述结构主要是起到塑身的效果，增加与身体之间的贴合度。

[0037] 本实用新型中一个较佳的实施例，所述纱网层103采用双层复合结构。

[0038] 本体采用的面料介绍

[0039] (1)涤纶面料

[0040] 优点:涤纶面料是日常生活中用的非常多的一种化纤服装面料。其最大的优点是

抗皱性和保形性很好，耐磨性仅次于耐磨性最好的锦纶。

[0041] 缺点:吸湿性较差，穿着有闷热感，同时易带静电、沾污灰尘，影响美观和舒适性。

手感硬、触感差、光泽不柔和等缺点。

[0042] (2)锦纶面料

[0043] 优点:锦纶织物的耐磨性能居各类织物之首，比同类产品其它纤维织物高许多倍，

因此，其耐用性极佳。锦纶织物的吸湿性在合成纤维织物中属较好品种，因此用锦纶制作的

服装比涤纶服装穿着舒适些。锦纶织物属轻型织物，在合成纤维织物中仅列于丙纶、腈纶织

物之后，因此，适合制作登山服、冬季服装等。锦纶织物的弹性及弹性恢复性极好，但小外力

下易变形，故其织物在穿用过程中易变皱折。

[0044] 缺点:锦纶织物的耐热性较差，在穿着使用过程中须注意洗涤、保养的条件，以免

损伤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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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3)高科技功能处理

[0046] 部分速干裤还会使用一些特殊的高科技功能处理，如美国3M公司(世界前  50强公

司)开发出的享誉全球的Scotchgard工艺，赋予了组织非常好的防油防污性，使您的速干裤

轻松应对各种恶劣环境，时刻带给你轻松舒爽。另外，还有部分品牌采用了最新的纳米微孔

纤维技术，纤维内部采用"蜂巢"仿生设计，会根据人体的温度和温度自动调节。当人体出汗

时，水汽会通过微孔直接散发，其余部分液体则会被贴近皮肤的高密度微孔迅速吸收，并由

织物外侧的高密度微孔迅速扩散和蒸发，使身体时刻感觉盈爽舒适。部分国际品牌，如狼

爪、  MARMOT、Wildview的多微孔系列，采用的是这种技术。

[004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产品在裆部位置处增加了纱网层和抑菌布，纱网层

较为透气，同时附着颜色，避免透光，起到防走光的效果，抑菌布贴合阴部，起到抑菌的效

果，避免细菌滋生，同时抑菌布也可以增加在裆部位置处的厚度，避免卡入患者的阴道口

内，避免尴尬，同时本产品的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合推广使用。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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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0538978 U

7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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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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