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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

面料，属于纺织面料技术领域，包括面料体，所述

面料体内部中心层为涤纶基层，所述涤纶基层上

层复合混纺有抗紫外线二层，所述抗紫外线二层

上层复合交织有抗紫外线一层，所述抗紫外线一

层上层还复合有防水透气层，所述涤纶基层下层

复合交织有异形状纤维层，所述异形状纤维层下

层还复合混纺有吸湿层。本实用新型设计新颖，

便于操作且使用效果好，可使得涤纶面料具有抗

紫外线性能，能够有效地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

界紫外线，并且具有高吸湿性能，制成衣物后能

够对人体进行吸汗，人体出汗时，衣物不贴身，还

具有防水透气性，制成衣物后对人体穿着不会闷

热，亲肤不易湿，能够有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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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其特征在于：包括面料体(3)，所述面料体(3)内部中心

层为涤纶基层(2)，所述涤纶基层(2)上层复合混纺有抗紫外线二层(6)，所述抗紫外线二层

(6)上层复合交织有抗紫外线一层(4)，所述抗紫外线一层(4)上层还复合有防水透气层

(5)，所述涤纶基层(2)下层复合交织有异形状纤维层(7)，所述异形状纤维层(7)下层还复

合混纺有吸湿层(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湿层(1)内

部是由吸湿棉(8)复合制成，所述吸湿棉(8)上设有吸湿孔(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形状纤维层

(7)内部是由异形状纤维(15)进行混纺制成，所述异形状纤维(15)之间设置有吸湿异形沟

槽(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紫外线二层

(6)内部是由春亚纺纤维(11)进行复合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紫外线一层

(4)是由氟碳漆涂层(16)和涤丝纺纤维(12)复合组成，所述氟碳漆涂层(16)覆盖涂粘在涤

丝纺纤维(12)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透气层

(5)是由防水膜(14)复合紧贴于蚕丝透气纤维(13)上层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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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面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涤纶是合成纤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是中国聚酯纤维的商品名称。也是日常生活

中用的非常多的一种化纤服装面料，它是以精对苯二甲酸(PTA)或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

和乙二醇(EG)为原料经酯化或酯交换和缩聚反应而制得的成纤高聚物——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PET)，经纺丝和后处理制成的纤维。涤纶的用途很广，大量用于制造衣着和工业

中制品。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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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保型性很好，涤纶面料吸湿性较差，夏季穿着有闷热感，同时冬季容易携带静电，影响

舒适性，不过洗后容易干燥。

[0003] 专利号CN211165642U公布了一种涤纶弹力纤维面料，包括基布层，所述基布层由

弹力棉经纱和弹力棉纬纱相互交织而成，所述基布层的顶部通过粘合剂连接有竹炭纤维

层，所述竹炭纤维层的顶部通过粘合剂连接有第一亚麻纤维层。本实用新型通过基布层由

弹力棉经纱和弹力棉纬纱相互交织而成，起到了增强弹力的效果，通过竹炭纤维层的顶部

通过粘合剂连接有第一亚麻纤维层，第一亚麻纤维层的顶部通过粘合剂连接有弹力纤维

层，弹力纤维层的顶部通过粘合剂连接有无纺布层，无纺布层的顶部通过粘合剂连接有第

二亚麻纤维层，起到了进一步增加弹力的效果，解决了现有的涤纶面料在使用时弹性效果

差，为人们的使用带来了不便的问题。

[0004] 上述专利具有以下缺点：1、不具有抗紫外线性能，无法有效地对人体进行防护抵

抗外界紫外线；2、不具有高吸湿性能，制成衣物对人体无法吸汗，人体出汗时容易使得衣物

贴身；3、不具有防水透气性，制成衣物对人体穿着容易产生闷热，不亲肤且易湿，不能有效

防水。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设计新颖，便于操作且使用效果好，

旨在通过抗紫外线一层和抗紫外线二层，可使得涤纶面料具有抗紫外线性能，能够有效地

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界紫外线；通过吸湿层和异形状纤维层，可具有高吸湿性能，制成衣

物后能够对人体进行吸汗，人体出汗时，衣物不贴身；通过防水透气层，可具有防水透气性，

制成衣物后对人体穿着不会闷热，亲肤不易湿，能够有效防水。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包括面料体，所述面料体内部中

心层为涤纶基层，所述涤纶基层上层复合混纺有抗紫外线二层，所述抗紫外线二层上层复

合交织有抗紫外线一层，所述抗紫外线一层上层还复合有防水透气层，所述涤纶基层下层

复合交织有异形状纤维层，所述异形状纤维层下层还复合混纺有吸湿层。

[0008] 可选的，所述吸湿层内部是由吸湿棉复合制成，所述吸湿棉上设有吸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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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可选的，所述异形状纤维层内部是由异形状纤维进行混纺制成，所述异形状纤维

之间设置有吸湿异形沟槽。

[0010] 可选的，所述抗紫外线二层内部是由春亚纺纤维进行复合制成。

[0011] 可选的，所述抗紫外线一层是由氟碳漆涂层和涤丝纺纤维复合组成，所述氟碳漆

涂层覆盖涂粘在涤丝纺纤维上。

[0012] 可选的，所述防水透气层是由防水膜复合紧贴于蚕丝透气纤维上层制成。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本实用新型设计新颖，便于操作且使用效果好，通过设有抗紫外线一层和抗紫

外线二层，抗紫外线一层是将氟碳漆涂层喷涂在涤丝纺纤维上制成，氟碳漆涂层是指以氟

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的涂料，又称氟碳漆、氟涂料、氟树脂涂料等，具有耐候性、耐热性、耐

低温性、耐化学药品性，而且具有独特的不粘性和低摩擦性，可以很强的吸收紫外线。涤丝

纺纤维以涤纶丝织成的纺绸。平织物，质地较轻薄、挺括，定形后防皱性好，织物强力高。可

作为各种涂层产品的基布，可以用于防护紫外线。抗紫外线二层内部是由春亚纺纤维进行

复合制成，春亚纺纤维具有手感柔软滑爽、不易裂卸、不易退色、光泽亮丽、吸收紫外线性

能，将抗紫外线一层和抗紫外线二层复合于涤纶面料内层上，如此，可使得涤纶面料具有抗

紫外线性能，能够有效地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界紫外线。

[0015]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吸湿层和异形状纤维层，吸湿层内部是由吸湿棉复合制

成，吸湿棉具有吸水、吸汗的作用，在人们穿着涤纶面料制成的衣物时，身体出汗时，吸湿层

内部的吸湿棉能够将人们的汗液进行吸取，做到衣物不粘身，而且吸湿棉具有吸湿孔，更有

助于吸湿汗液，异形状纤维层内部的异形状纤维之间设置有吸湿异形沟槽，异形状纤维交

织设计为吸湿异形沟槽，利用毛细管效应，使异形状纤维能迅速吸收皮肤表面湿气与汗水，

通过扩散、传递到外层挥发，如此，可具有高吸湿性能，制成衣物后能够对人体进行吸汗，人

体出汗时，衣物不贴身。

[0016] 3、本实用新型通过设有防水透气层，防水透气层是由防水膜复合紧贴于蚕丝透气

纤维上层制成，防水膜是由高分子防水透气材料(PTFE膜)进行制成，而蚕丝透气纤维是熟

蚕结茧时所分泌丝液凝固而成的连续长纤维，也称天然丝，是一种天然纤维，蚕丝透气纤维

质轻而细长，织物光泽好，穿着舒适，手感滑爽丰满，导热差，吸湿透气，将防水膜复合于蚕

丝透气纤维上，防水膜利用毛细运动原理进行防水，蚕丝透气纤维用于透气，如此，可具有

防水透气性，制成衣物后对人体穿着不会闷热，亲肤不易湿，能够有效防水。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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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的吸湿层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的异形状纤维层结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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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的抗紫外线二层结构示意

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的抗紫外线一层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的防水透气层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中：1.吸湿层；2.涤纶基层；3.面料体；4.抗紫外线一层；5.防水透气层；6.抗紫

外线二层；7.异形状纤维层；8.吸湿棉；9.吸湿孔；10.吸湿异形沟槽；11.春亚纺纤维；12.涤

丝纺纤维；13.蚕丝透气纤维；14.防水膜；15.异形状纤维；16.氟碳漆涂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

新型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

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下面将结合图1～图6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进行详

细的说明。

[0027] 参考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包括面料体

3，所述面料体3内部中心层为涤纶基层2，所述涤纶基层2上层复合混纺有抗紫外线二层6，

所述抗紫外线二层6上层复合交织有抗紫外线一层4，所述抗紫外线一层4上层还复合有防

水透气层5，所述涤纶基层2下层复合交织有异形状纤维层7，所述异形状纤维层7下层还复

合混纺有吸湿层1，可使得涤纶面料具有抗紫外线性能，能够有效地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

界紫外线，并且具有高吸湿性能，制成衣物后能够对人体进行吸汗，人体出汗时，衣物不贴

身，还具有防水透气性，制成衣物后对人体穿着不会闷热，亲肤不易湿，能够有效防水。

[0028] 参照图2所示，所述吸湿层1内部是由吸湿棉8复合制成，所述吸湿棉8上设有吸湿

孔9，吸湿层1用于使得涤纶面料具有吸湿性能，对人体进行吸汗。

[0029] 参照图3所示，所述异形状纤维层7内部是由异形状纤维15进行混纺制成，所述异

形状纤维15之间设置有吸湿异形沟槽10，异形状纤维层7用于加强涤纶面料的吸湿性能，对

人体进行快速吸汗。

[0030] 参照图4所示，所述抗紫外线二层6内部是由春亚纺纤维11进行复合制成，抗紫外

线二层6用于加强涤纶面料的抗紫外性能，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界紫外线。

[0031] 参照图5所示，所述抗紫外线一层4是由氟碳漆涂层16和涤丝纺纤维12复合组成，

所述氟碳漆涂层16覆盖涂粘在涤丝纺纤维12上，抗紫外线一层4用于使得涤纶面料具有抗

紫外性能，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界紫外线。

[0032] 参照图6所示，所述防水透气层5是由防水膜14复合紧贴于蚕丝透气纤维13上层制

成，防水透气层5使得涤纶面料既具有防水性能，又具有透气性能，能够使得面料防水和透

气。

[003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使用时，通过设有抗紫外线

一层4和抗紫外线二层6，抗紫外线一层4是将氟碳漆涂层16喷涂在涤丝纺纤维12上制成，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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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漆涂层16是指以氟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的涂料，又称氟碳漆、氟涂料、氟树脂涂料等，具

有耐候性、耐热性、耐低温性、耐化学药品性，而且具有独特的不粘性和低摩擦性，可以很强

的吸收紫外线。涤丝纺纤维12以涤纶丝织成的纺绸。平织物，质地较轻薄、挺括，定形后防皱

性好，织物强力高。可作为各种涂层产品的基布，可以用于防护紫外线。抗紫外线二层6内部

是由春亚纺纤维11进行复合制成，春亚纺纤维11具有手感柔软滑爽、不易裂卸、不易退色、

光泽亮丽、吸收紫外线性能，将抗紫外线一层4和抗紫外线二层6复合于涤纶面料内层上，如

此，可使得涤纶面料具有抗紫外线性能，能够有效地对人体进行防护抵抗外界紫外线；通过

设有吸湿层1和异形状纤维层7，吸湿层1内部是由吸湿棉8复合制成，吸湿棉8具有吸水、吸

汗的作用，在人们穿着涤纶面料制成的衣物时，身体出汗时，吸湿层1内部的吸湿棉8能够将

人们的汗液进行吸取，做到衣物不粘身，而且吸湿棉8具有吸湿孔9，更有助于吸湿汗液，异

形状纤维层7内部的异形状纤维15之间设置有吸湿异形沟槽10，异形状纤维15交织设计为

吸湿异形沟槽10，利用毛细管效应，使异形状纤维15能迅速吸收皮肤表面湿气与汗水，通过

扩散、传递到外层挥发，如此，可具有高吸湿性能，制成衣物后能够对人体进行吸汗，人体出

汗时，衣物不贴身；通过设有防水透气层5，防水透气层5是由防水膜14复合紧贴于蚕丝透气

纤维13上层制成，防水膜14是由高分子防水透气材料(PTFE膜)进行制成，而蚕丝透气纤维

13是熟蚕结茧时所分泌丝液凝固而成的连续长纤维，也称天然丝，是一种天然纤维，蚕丝透

气纤维13质轻而细长，织物光泽好，穿着舒适，手感滑爽丰满，导热差，吸湿透气，将防水膜

14复合于蚕丝透气纤维13上，防水膜14利用毛细运动原理进行防水，蚕丝透气纤维13用于

透气，如此，可具有防水透气性，制成衣物后对人体穿着不会闷热，亲肤不易湿，能够有效防

水。

[0034]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为一种抗紫外高吸湿涤纶面料，包括吸湿层1、涤纶基

层2、面料体3、抗紫外线一层4、防水透气层5、抗紫外线二层6、异形状纤维层7、吸湿棉8、吸

湿孔9、吸湿异形沟槽10、春亚纺纤维11、涤丝纺纤维12、蚕丝透气纤维13、防水膜14、异形状

纤维15、氟碳漆涂层16，上述元件均为现有技术产品，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使用的需要，

选取、安装并完成元件的调试作业，确保各元件均能正常工作，部件均为通用标准件或本领

域技术人员知晓的部件，其结构和原理都为本技术人员均可通过技术手册得知或通过常规

实验方法获知，本申请人在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35]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

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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