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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新型米面料技术领域，尤其是一

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包括第一基布层以

及第二基布层，所述第一基布层与第二基布层为

相同设置，且第一基布层与第二基布层均为弹力

雪纺层，所述第一基布层与第二基布层之间设置

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置有填充层，所述第一基

布层的上表面复合设置有延展层，所述延展层的

表面缝合设置有防水层，且防水层具体为有机氟

树脂层，所述第二基布层的下表面缝合设置有恒

温层，所述恒温层的下表面设置有防静电层。本

发明结构牢固，让人感到舒适无比，能够吸收身

体产生的多余的热量，在人体需要热量时释放热

量，特点是调节温度，管理许多纺织物的热量和

湿度，从而提高纺织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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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包括第一基布层（6）以及第二基布层（8），所述第一

基布层（6）与第二基布层（8）为相同设置，且第一基布层（6）与第二基布层（8）均为弹力雪纺

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布层（6）与第二基布层（8）之间设置有空腔（7），所述空腔（7）内

设置有填充层（5），所述第一基布层（6）的上表面复合设置有延展层（3），所述延展层（3）的

表面缝合设置有防水层（1），且防水层（1）具体为有机氟树脂层，所述第二基布层（8）的下表

面缝合设置有恒温层（2），所述恒温层（2）的下表面设置有防静电层（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层（5）

包括羊绒层（51）以及天鹅绒层（52），且羊绒层（51）与天鹅绒层（52）按照重量1:1的比例进

行填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延展层（3）

包括氨纶片（31）以及聚酯纤维片（33），且氨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的宽度以及厚度均

相同，所述氨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按照垂直交叉编织的方式编织而成，且氨纶片

（31）与聚酯纤维片（33）的交接处均缝合有弹力棉柱（32），所述弹力棉柱（32）贯穿氨纶片

（31）与聚酯纤维片（33），且弹力棉柱（32）的上下两端分别与防水层（1）以及第一基布层（6）

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温层（2）

包括缝合设置在第二基布层（8）下表面的羊毛纤维层（21），所述羊毛纤维层（21）的下表面

缝合设置有导热层（22），且导热层（22）具体为人造棉层，所述导热层（22）的下表面缝合设

置有储热层（23），且储热层（23）具体为珍珠纤维层，所述羊毛纤维层（21）、导热层（22）、储

热层（23）之间的厚度比例为1: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静电层

（4）包括缝合设置在恒温层（2）下表面的导电布（41），所述导电布（41）内部防止有多个防静

电点珠（4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层（1）、

恒温层（2）、延展层（3）、防静电层（4）、填充层（5）、第一基布层（6）以及第二基布层（8）之间

的厚度比例为1:3:3: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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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型面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面料就是用来制作服装的材料。作为服装三要素之一，面料不仅可以诠释服装的

风格和特性，而且直接左右着服装的色彩、造型的表现效果。

[0003] Outlast是美国Outlast技术公司与德国特种纤维制造商Kelheim纤维公司共同研

制的第一个拥有专利权的粘胶纤维，这种新型纤维具有普通粘胶纤维的所有优点，例如与

棉花或蚕丝相似的柔软、美好的手感，吸湿能力和极好的卫生性能，还具有极端舒适的温度

缓冲性能，虽然Outlast技术公司生产的面料具有自动调温功能，但是价格昂贵，普通一件T

恤能够卖到两千美金甚至更高，从而使得广大的消费群众望而却步。

[0004] 同时，现有市场上的面料功能单一，弹力以及强度不够，且无法起到自动调温的效

果，因此不利于推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

能的面料。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设计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包括第一基布层以及第二基布层，所述第一基布

层与第二基布层为相同设置，且第一基布层与第二基布层均为弹力雪纺层，所述第一基布

层与第二基布层之间设置有空腔，所述空腔内设置有填充层，所述第一基布层的上表面复

合设置有延展层，所述延展层的表面缝合设置有防水层，且防水层具体为有机氟树脂层，所

述第二基布层的下表面缝合设置有恒温层，所述恒温层的下表面设置有防静电层。

[0007] 优选的，所述填充层包括羊绒层以及天鹅绒层，且羊绒层与天鹅绒层按照重量1:1

的比例进行填充。

[0008] 优选的，所述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延

展层包括氨纶片以及聚酯纤维片，且氨纶片与聚酯纤维片的宽度以及厚度均相同，所述氨

纶片与聚酯纤维片按照垂直交叉编织的方式编织而成，且氨纶片与聚酯纤维片的交接处均

缝合有弹力棉柱，所述弹力棉柱贯穿氨纶片与聚酯纤维片，且弹力棉柱的上下两端分别与

防水层以及第一基布层相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恒温层包括缝合设置在第二基布层下表面的羊毛纤维层，所述羊毛

纤维层的下表面缝合设置有导热层，且导热层具体为人造棉层，所述导热层的下表面缝合

设置有储热层，且储热层具体为珍珠纤维层，所述羊毛纤维层、导热层、储热层之间的厚度

比例为1:1:2。

[0010] 优选的，所述防静电层包括缝合设置在恒温层下表面的导电布，所述导电布内部

防止有多个防静电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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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防水层、恒温层、延展层、防静电层、填充层、第一基布层以及第二基

布层之间的厚度比例为1:3:3:1:3:9:9。

[001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有益效果在于：该具有自动调温功

能的面料具有防水、防静电以及拉伸的效果，且制造成本低，让人感到舒适无比，能够吸收

身体产生的多余的热量，在人体需要热量时释放热量，特点是调节温度，管理许多纺织物的

热量和湿度，从而提高纺织品的性能，因此有利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的结构放大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的恒温层的结构放大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的延展层的结构放大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的防静电层的结构放大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的填充层的结构放大图。

[0018] 图中：防水层1、恒温层2、羊毛纤维层21、导热层22、储热层23、延展层3、氨纶片31、

弹力棉柱32、聚酯纤维片33、防静电层4、导电布41、防静电点珠42、填充层5、羊绒层51、天鹅

绒层52、第一基布层6、空腔7、第二基布层8。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0] 参照图1-5，一种具有自动调温功能的面料，包括第一基布层6以及第二基布层8，

第一基布层6与第二基布层8为相同设置，且第一基布层6与第二基布层8均为弹力雪纺层，

雪纺以平纹组织交织，织物的经纬密度很小，坯绸经精练后，由于丝线的退捻作用而收缩起

绉，形成绸面布满均匀的皱纹、结构疏松的乔其纱，根据所用的原料可分为真丝乔其纱、人

造丝乔其纱、涤丝乔其纱和交织乔其纱等几种，若纬丝只采用一种捻向，织得乔其纱称为顺

纤乔其纱，顺纤乔其纱呈现经向凹凸褶裥状不规则皱纹，成本造价低于纱织品，雪纺具有质

地轻薄透明，手感柔爽富有弹性，外观清淡雅洁，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悬垂性，耐磨性好、不

易起球，尺寸稳定、不易褶皱，从而能够有效的将衣物内部的结构进行支撑，防止衣物结构

变形的优点。

[0021] 第一基布层6与第二基布层8之间设置有空腔7，空腔7内设置有填充层5，填充层5

包括羊绒层51以及天鹅绒层52，且羊绒层51与天鹅绒层52按照重量1:1的比例进行填充，羊

绒具有吸湿保干、蓬松柔软不板结、阻燃、防尘阻电以及抗菌抑螨，天鹅绒绒毛丰满、质地细

腻、手感柔软，穿着舒适、美观大方、有弹性、不掉毛、不起球、吸水性能好、是全棉产品的三

倍、而且对皮肤无任何刺激、天鹅绒的绒毛或绒圈紧密耸立，色光文雅、织物坚牢耐磨以及

回力弹性好的优点，从而使得填充层5具有防虫杀菌、舒适贴身以及弹性好的效果。

[0022] 第一基布层6的上表面复合设置有延展层3，延展层3包括氨纶片31以及聚酯纤维

片33，且氨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的宽度以及厚度均相同，氨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按照

垂直交叉编织的方式编织而成，且氨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的交接处均缝合有弹力棉柱

32，弹力棉柱32贯穿氨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且弹力棉柱32的上下两端分别与防水层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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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基布层6相连接，氨纶片伸阔性大、保型性好、而且不起皱、手感柔软平滑、弹性最好、

穿着舒适、体贴合身、耐酸碱、耐磨、耐老化、具有良好的染色性，而且不宜褪色的特点，聚酯

纤维具有较高的强度与弹性恢复能力，因此坚牢耐用、抗皱免烫，它的耐光性较好，其耐晒

能力胜过天然纤维织物，尤其是在玻璃后面的耐晒能力很好，几乎与腈纶不相上下，另外聚

酯面料耐各种化学品性能良好，酸、碱对其破坏程度都不大，同时不怕霉菌，也不怕虫蛀，氨

纶片31与聚酯纤维片33均具有抗拉伸、防断裂以及耐磨的特点，从而有效的提高了衣物的

抗拉伸的能力，使得衣物更加具有弹性，增加了衣物的强度。

[0023] 延展层3的表面缝合设置有防水层1，且防水层1具体为有机氟树脂层，氟树脂是具

有优异的耐热性、耐药性、摩擦特性、非粘附性、电气特性等的高性能树脂，产品的无脱气及

无成分析出的特点也得到重视，在要求清洁环境的半导体领  域等方面也得到广泛应用，通

过该设计，使得衣物在具备防水的效果的同时也具有耐磨以及防粘附性，从而能够有效的

起到防雨水的效果，能够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

[0024] 第二基布层8的下表面缝合设置有恒温层2，恒温层2包括缝合设置在第二基布层8

下表面的羊毛纤维层21，羊毛纤维层21的下表面缝合设置有导热层22，且导热层22具体为

人造棉层，导热层22的下表面缝合设置有储热层23，且储热层23具体为珍珠纤维层，羊毛纤

维层21、导热层22、储热层23之间的厚度比例为1:1:2，人造棉面料品具有色泽鲜艳、不褪

色、质地柔软、富有弹性以及导热的优点，羊毛纤维吸湿性好、具有较高的吸收热量的能力

以及收缩性高的优点，珍珠纤维面料是新型纤维面料的一种，是采用高科技手段将纳米级

珍珠粉在粘胶纤维纺丝时加入纤维内，使纤维体内和外表面均匀分布着纳米珍珠微粒，具

有珍珠所特有的护肤功能和抵抗紫外线的功能，并且具有优良的吸湿回潮率以及储热的功

能，舒适的手感和服用性能，适宜制作高档内衣等贴身衣物，当人体产生的热量过高时，珍

珠纤维内的热量将传递给人造棉，再通过人造棉传递给羊毛纤维，从而使得羊毛纤维对热

量进行储存，当人体产生的热量过低时，羊毛纤维将热量传递给人造棉，再通过人造棉将热

量传递到珍珠纤维内进行储热，从而使得该面料达到自动调温的作用，且该面料制作的成

本较低，符合大部分的消费人群，从而起到对人体保护的作用。

[0025] 恒温层2的下表面设置有防静电层4，防静电层4包括缝合设置在恒温层2下表面的

导电布41，导电布41内部防止有多个防静电点珠42，导电布41是以纤维布，一般常用聚酯纤

维布为基材，经过前置处理后施以电镀金属镀层使其具有金属特性而成为导电纤维布，可

分为：镀镍导电布，镀金导电布，镀炭导电布，铝箔纤维复合布，具有很好的导电以及防静电

的功能，且该面料舒适贴身，有效的提高了人体穿着的舒适程度，防静电点珠42具有很好的

防静电效果，且质地轻盈，成本低，同时能够对人体皮肤起到通血活络的效果，提高了穿着

者的穿着健康。

[0026] 防水层1、恒温层2、延展层3、防静电层4、填充层5、第一基布层6以及第二基布层8

之间的厚度比例为1:3:3:1:3:9:9，通过该厚度的比例设计，使得该面料的版型更加坚挺，

提高了了结构的牢固性，从而改变了面料的性质以及用途。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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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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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