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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及其

制备方法，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

进行混纺，得到的混纺纤维，不但具备良好的服

用性能，而且具备一定的保健功效；将珍珠粉、纳

米级碳酸钙一起加入到纺丝浆料中，得到的海藻

纤维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尤其是在夏季运动

过后，纤维中的碳酸钙被人体的碱性汗水溶解，

人体毛孔增大，珍珠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保健

功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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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其特征在于，由竹纤维、Coolplus纤维和海藻纤维混纺而

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其特征在于，竹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15-

25%；Coolplus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50-60%，余量为海藻纤维。

3.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A、浆料制备：将纳米级珍珠粉、纳米级碳酸钙、海藻酸钠和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得到纺

丝浆料；

B、再将所得到的纺丝原液过滤、快速脱泡，以氯化钙为凝固浴进行湿法纺丝，得到纳米

初生纤维；

C、然后，将初生纤维在去离子水中浸泡24h-72h，再经后处理即得改性海藻纤维；

D、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混纺并经过染色、印刷、后整理即可得到所述

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A中，所

述的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纳米级珍珠粉  1-3%

纳米级碳酸钙  0.05-0.1%

海藻酸钠  8-12%

去离子水 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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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功能型服装面料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藻纤维是人造纤维的一种，指从海洋中一些棕色藻类植物中提取得到的海藻酸

为原料制得的纤维。海藻炭是天然的海藻类(昆布、海带、马尾藻等)经过特殊窑烧成的灰烬

物。海藻炭内含钠量少，含有丰富矿物质，化学成份多，也含有一些藻盐类成分。

[0003] 面料特性

[0004] 远红外线的效果

[0005] 特殊技术烧成的海藻炭做成之海藻炭纤维素材，在35℃时远红外线放射率可高达

90％以上，属于高数值的远红外线放射率素材。远红外线放射可使细胞内的分子运动活泼

化产生共振，使身体内部产生暖和的感觉。这种活动能给予细胞活力，细胞充满生机。

[0006] 远红外线照射能使人体血液产生共鸣共振，促使体内水分子振动，分子间磨擦产

生热反应，促使皮下温度上升。热胀冷缩效应使微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消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并且能迅速产生新酵素，使人体生理机能更加活络。

[0007] 负离子效果

[0008] 离子是散布在空气中带电的微粒子。在都市中空气污染严重，导致空气中正离子

居多，使人体细胞氧化与老化的速度加快。在富有含水的自然环境里有很多的负离子，可以

促使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使身体健康。海藻炭纤维也能产生负离子，而且海藻炭纤维含有矿

物质可放出α波，让人心境宽松而具有舒适感。

[0009] 海藻炭纤维面料具有保温及保健双重效果，适用于T恤、内衣等服装，长期穿着使

人体分子磨擦产生热反应，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具有一种蓄热保温的效果。海藻炭纤维织成

的袜子具有保温、抗菌及防臭效果。

[0010] 为了进一步提升海藻纤维纺织面料的保健功效，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夏季运动内衣

面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11]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及其制备方法。

[0012]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由竹纤维、Coolplus纤维和海藻纤维混纺而成。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中，竹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15-25％；Coolplus

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为50-60％，余量为海藻纤维。

[0014]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15] A、浆料制备：将纳米级珍珠粉、纳米级碳酸钙、海藻酸钠和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得

到纺丝浆料；

[0016] B、再将所得到的纺丝原液过滤、快速脱泡，以氯化钙为凝固浴进行湿法纺丝，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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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初生纤维；

[0017] C、然后，将初生纤维在去离子水中浸泡24h-72h，再经后处理即得改性海藻纤维；

[0018] D、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混纺并经过染色、印刷、后整理即可得到

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所述的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20] 纳米级珍珠粉  1-3％

[0021] 纳米级碳酸钙  0.05-0.1％

[0022] 海藻酸钠  8-12％

[0023] 去离子水 余量。

[0024]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进行混纺，得到的混纺

纤维，不但具备良好的服用性能，而且具备一定的保健功效；将珍珠粉、纳米级碳酸钙一起

加入到纺丝浆料中，得到的海藻纤维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尤其是在夏季运动过后，纤维

中的碳酸钙被人体的碱性汗水溶解，人体毛孔增大，珍珠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保健功效更

佳。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28] 竹纤维  20％

[0029] Coolplus纤维  55％

[0030] 海藻纤维 余量。

[0031]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32] A、浆料制备：将纳米级珍珠粉、纳米级碳酸钙、海藻酸钠和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得

到纺丝浆料；

[0033] B、再将所得到的纺丝原液过滤、快速脱泡，以氯化钙为凝固浴进行湿法纺丝，得到

纳米初生纤维；

[0034] C、然后，将初生纤维在去离子水中浸泡60h，再经后处理即得改性海藻纤维；

[0035] D、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混纺并经过染色、印刷、后整理即可得到

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

[0036] 所述的步骤A中，所述的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37] 纳米级珍珠粉  1.5％

[0038] 纳米级碳酸钙  0.08％

[0039] 海藻酸钠  10％

[0040] 去离子水 余量。

[0041] 实施例2

[0042]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43] 竹纤维  25％

[0044] Coolplus纤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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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海藻纤维 余量。

[0046]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47] A、浆料制备：将纳米级珍珠粉、纳米级碳酸钙、海藻酸钠和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得

到纺丝浆料；

[0048] B、再将所得到的纺丝原液过滤、快速脱泡，以氯化钙为凝固浴进行湿法纺丝，得到

纳米初生纤维；

[0049] C、然后，将初生纤维在去离子水中浸泡72h，再经后处理即得改性海藻纤维；

[0050] D、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混纺并经过染色、印刷、后整理即可得到

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

[0051] 所述的步骤A中，所述的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52] 纳米级珍珠粉  3％

[0053] 纳米级碳酸钙  0.05％

[0054] 海藻酸钠  12％

[0055] 去离子水 余量。

[0056] 实施例3

[0057]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58] 竹纤维  15％

[0059] Coolplus纤维  60％

[0060] 海藻纤维 余量。

[0061]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62] 一种夏季运动内衣面料的制备方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0063] A、浆料制备：将纳米级珍珠粉、纳米级碳酸钙、海藻酸钠和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得

到纺丝浆料；

[0064] B、再将所得到的纺丝原液过滤、快速脱泡，以氯化钙为凝固浴进行湿法纺丝，得到

纳米初生纤维；

[0065] C、然后，将初生纤维在去离子水中浸泡24h，再经后处理即得改性海藻纤维；

[0066] D、将海藻纤维与竹纤维和Coolplus纤维混纺并经过染色、印刷、后整理即可得到

所述的夏季运动内衣面料。

[0067] 所述的步骤A中，所述的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成分：

[0068] 纳米级珍珠粉  1％

[0069] 纳米级碳酸钙  0.1％

[0070] 海藻酸钠  8％

[0071] 去离子水 余量。

[0072] 对比例1

[0073] 将实施例1中的海藻纤维替换为不加珍珠粉的海藻纤维，其余条件不变。

[0074] 对实施例1-3和对比实施例1的面料进行抑菌测试，得到如下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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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007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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