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41025.2

(22)申请日 2018.11.12

(71)申请人 南通薇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26600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城东镇晓星大道8号

(72)发明人 戴世元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智东方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578

代理人 张红　程立民

(51)Int.Cl.

D06N 3/00(2006.01)

D06N 3/14(2006.01)

 

(54)发明名称

吸水透气人造革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

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聚氨酯面层

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聚氨酯树脂100

重量份；聚4-甲基-1-戊烯8～12重量份；二月桂

酸二丁基锡2～3重量份；月桂酸锌2～4重量份；

油酸聚乙二醇酯1～3重量份；增塑剂2～4重量

份；碳化钛0.5～2重量份。本发明的吸水透气人

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通过对

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配方进行优化，在

微观程度上改进人造革的内部结构，其具有优异

的力学性能、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低、吸水透气性

能和耐氧化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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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

所述聚氨酯面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还包括1～2重量份的2-氨基环

己羧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还包括1～2重量份的琥珀酰壳

聚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塑剂为顺-3-己烯基苯

甲酸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

分子量为2000～2200g/mo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

的原料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剂为对4-氨基偶氮

苯。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

数均分子量为3200～3400g/mol。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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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纺织造而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聚氨

酯面层；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后形

成发泡层；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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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透气人造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人造革，特别是涉及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造革是一种外观、手感似皮革并可代替其使用的塑料制品。我国人造革合成革

工业是建国后新兴的工业，于五十年代末起步发展，是塑料工业中发展较早的行业之一。经

过近几十年的建设，人造革合成革行业已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随着国内外高科技的发展

与先进工艺设备的应用，行业管理、技术水平、产品档次都有了根本性的质的飞跃，人造革

合成革已发展成为日常消费制品工业中重要的行业之一，与整个加工工业同步迈入世界大

国行列，是世界上的生产大国、消费大国，进出口贸易大国之一。

[0003] 现有的人造革制造技术的日趋成熟，其手感、强度已基本和天然革相差无几，但是

在吸湿透湿性方面与天然革的差别还很大，由于天然革为动物蛋白，动物蛋白质的亲水性

和吸水性能都要好于人造革用的胶料，因此天然皮革的吸湿性能要明显优于一般人造革。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开发一款吸水透气人造革，所述人造革同

时具有优异的加工性能、吸湿透气性能、力学性能和耐氧化性能。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概述如下：

[0006]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所述

聚氨酯面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07]

[0008]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还包括1～2重量份的2-氨基环己羧酸。

[0009]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还包括1～2重量份的琥珀酰壳聚糖。

[0010]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增塑剂为顺-3-己烯基苯甲酸酯。

[0011]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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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200g/mol。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

成：

[0013]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发泡剂为对4-氨基偶氮苯。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

量为3200～3400g/mol。

[0016] 优选的是，所述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其中，所述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

而成：

[0017]

[0018]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其中，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020]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021]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022]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023]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本发明的吸水透气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通过对聚氨酯面

层、发泡层和基布层配方进行优化，在微观程度上改进人造革的内部结构，其具有优异的力

学性能、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低、吸水透气性能和耐氧化的优点。

[0026] (2)本发明聚氨酯树脂面层以聚氨酯树脂作为主体，有较好的机械性能，抗撕裂性

能和抗冲击强度；聚4-甲基-1-戊烯可以与聚氨酯树脂结合使用，以进一步提高其机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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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二月桂酸二丁基锡和月桂酸锌可提高其热稳定性能和机械加工性能；油酸聚乙二醇酯

可以提高其面层的透气性能；聚异丁烯多丁二酰亚胺改善氧化硼在体系中的分散性，并进

一步提高聚氯乙烯的高温稳定性；碳化钛可有效提升聚氨酯树脂面层在高温下的耐候性、

耐酸碱性能和透气性能；2-氨基环己羧酸可以阻止人造革在被紫外照射后发硬发黄，以保

持较好的结构韧性和保色性能，从而保证人造革的使用寿命；通过加入琥珀酰壳聚糖进一

步改善人造革的吸水透气性能。

[0027] (3)本发明发泡层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可以与聚氨酯树脂结合使用，以进一步提

高其机械强度；2-乙基-4-甲基-1-己烯可以改善发泡层的发泡强度和气孔均匀度；乌洛托

品可作为热稳定剂和抗氧化剂，提高发泡层的热稳定性能和高温抗氧化性能；对4-氨基偶

氮苯作为发泡剂可保证整个发泡体系的发泡稳定性能。

[0028] (4)本发明的基布层，以棉纤维作为主体，通过加入聚丙烯纤维提高基布层的强

度、弹性、耐磨、耐腐蚀性能；通过加入甲壳素纤维进一步提高吸湿性能，并改善其纺织保温

功能；通过加入玉米纤维提高其强度、吸湿透气、光泽及舒适度、悬垂性、耐热性及抗紫外线

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

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30] 本案提出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其特征在于，所述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

和基布层；所述聚氨酯面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31]

[0032] 聚氨酯树脂作为聚氨酯树脂面层的主体，有较好的机械性能，抗撕裂性能和抗冲

击强度。聚4-甲基-1-戊烯可以与聚氨酯树脂结合使用，以进一步提高其机械强度；二月桂

酸二丁基锡和月桂酸锌可提高其热稳定性能和机械加工性能；油酸聚乙二醇酯可以提高其

面层的透气性能；聚异丁烯多丁二酰亚胺改善氧化硼在体系中的分散性，并进一步提高聚

氯乙烯的高温稳定性；碳化钛可有效提升聚氨酯树脂面层在高温下的耐候性、耐酸碱性能

和透气性能。

[0033]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还包括1～2重量份的2-氨基环己羧酸。2-氨基环己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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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可以阻止人造革在被紫外照射后发硬发黄，以保持较好的结构韧性和保色性能，从而保

证人造革的使用寿命。

[0034]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还包括1～2重量份的琥珀酰壳聚糖。通过加入琥珀酰

壳聚糖进一步改善人造革的吸水透气性能。

[0035]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增塑剂为顺-3-己烯基苯甲酸酯。顺-3-己烯基苯甲酸

酯具有协效作用，其与油酸聚乙二醇酯结合后，可协同提高聚氨酯树脂面层的韧性，降低体

系内部应力，使得其具有最高的机械强度，且长时间使用，机械强度几乎不变。

[0036]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000～2200g/mol。

[0037]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38]

[0039] 聚氨酯树脂作为聚氨酯树脂发泡层的主体，有较好的机械性能，抗张强度，冲击强

度；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可以与聚氨酯树脂结合使用，以进一步提高其机械强度；2-乙基-

4-甲基-1-己烯可以改善发泡层的发泡强度和气孔均匀度；乌洛托品可作为热稳定剂和抗

氧化剂，提高发泡层的热稳定性能和高温抗氧化性能。

[0040]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发泡剂为对4-氨基偶氮苯。对4-氨基偶氮苯作为发泡

剂可保证整个发泡体系的发泡稳定性能。

[0041]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200～3400g/

mol。

[0042] 作为本案又一实施例，其中，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043]

[0044] 棉纤维是多孔性物质，且其纤维素大分子上存在许多亲水性基团(-OH)，所以其吸

湿性较好，一般大气条件下，棉纤维的回潮率可达8.5％左右；通过加入聚丙烯纤维提高基

布层的强度、弹性、耐磨、耐腐蚀性能；通过加入甲壳素纤维进一步提高吸湿性能，并改善其

纺织保温功能；通过加入玉米纤维提高其强度、吸湿透气、光泽及舒适度、悬垂性、耐热性及

抗紫外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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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047]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048]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049]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050]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051] 下面列出具体的实施例和对比例：

[0052] 实施例1：

[0053]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所述聚氨酯面层

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54]

[0055]

[0056]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000g/mol。

[0057]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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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200g/mol。

[0060]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061]

[0062]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3]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064]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065]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066]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067]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068] 实施例2：

[0069]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聚氨酯面层主要

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70]

[0071]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100g/mol。

[0072]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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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300g/mol。

[0075]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076]

[0077]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8]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079]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080]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081]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082]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083] 实施例3：

[0084]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聚氨酯面层主要

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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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0087]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200g/mol。

[0088]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089]

[0090]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400g/mol。

[0091]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092]

[0093]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94]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095]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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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097]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098]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099] 对比例1：

[0100]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所述聚氨酯面层

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01]

[0102]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03]

[0104]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200g/mol。

[0105]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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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09]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110]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111]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112]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113]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114] 对比例2：

[0115]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所述聚氨酯面层

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16]

[0117]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000g/mol。

[0118]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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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0120]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200g/mol。

[0121]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122]

[0123]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24]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125]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126]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127]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128]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129] 对比例3：

[0130]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聚氨酯面层主要

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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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0132]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100g/mol。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

成：

[0133]

[0134]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300g/mol。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

织造而成：

[0135]

[0136]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37]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138]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139]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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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成发泡层；

[0140]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141]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142] 对比例4：

[0143]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聚氨酯面层主要

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44]

[0145]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100g/mol。

[0146]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47]

[0148]

[0149]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300g/mol。

[0150]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0151] 棉纤维                                  44重量份；

[0152] 聚丙烯纤维                              13重量份；

[0153] 玉米纤维                                4重量份。

[0154]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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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156]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157]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158]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159]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160] 对比例5：

[0161]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人造革包括聚氨酯面层、发泡层和基布层；聚氨酯面层主要

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62]

[0163]

[0164] 聚4-甲基-1-戊烯的数均分子量为2200g/mol。

[0165] 发泡层主要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0166]

[0167] 马来酸-丙烯酸共聚物的数均分子量为3400g/mol。

[0168] 基布层下述重量份的原料混纺织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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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 棉纤维                                  50重量份；

[0170] 聚丙烯纤维                              14重量份；

[0171] 甲壳素纤维                              8重量份。

[0172] 一种吸水透气人造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73] (1)选定基布和离型纸并配制聚氨酯面层浆料；

[0174] (2)将配制好的聚氨酯面层浆料均匀涂覆在选定的离型纸上，经120℃烘干后形成

聚氨酯面层；

[0175] (3)配制发泡浆料，将配制好的发泡浆料均匀涂覆在聚氨酯面层上，经130℃烘干

后形成发泡层；

[0176] (4)发泡层上贴合选定的基布，然后经130℃烘干；

[0177] (5)去除离型纸，得到吸水透气人造革。

[0178] 下面列出实施例和对比例的性能测试结果：

[0179]

[0180]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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