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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

料，包括基础层，所述基础层是由经线和纬线组

成，所述基础层表面纵向设置经线，且基础层横

向设置纬线，所述经线包括锦纶特种纱、弹力贡

缎和羊绒蛋白纤维，所述锦纶特种纱一侧加捻有

弹力贡缎，所述锦纶特种纱和弹力贡缎外部包覆

有羊绒蛋白纤维，所述纬线包括精梳纱和棉线，

所述精梳纱合股搓捻成纱线结构，所述棉线螺旋

加捻在精梳纱外部，所述基础层外侧复合有粘胶

纤维层。本实用新型通过经线和纬线交织相连，

使面料更具耐撕裂和亲肤舒爽的特性，提高了穿

着的舒适度；通过粘胶纤维层，提高了面料的高

吸湿性和耐疲劳性，通过抗菌纤维层，能够抵抗

细菌在衣物上的附着，具有很好的抗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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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包括基础层(1)，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层(1)是由经线

(2)和纬线(3)组成，所述基础层(1)表面纵向设置经线(2)，且基础层(1)横向设置纬线(3)，

所述经线(2)包括锦纶特种纱(201)、弹力贡缎(202)和羊绒蛋白纤维(203)，所述锦纶特种

纱(201)一侧加捻有弹力贡缎(202)，所述锦纶特种纱(201)和弹力贡缎(202)外部包覆有羊

绒蛋白纤维(203)，所述纬线(3)包括精梳纱(301)和棉线(302)，所述精梳纱(301)合股搓捻

成纱线结构，所述棉线(302)螺旋加捻在精梳纱(301)外部，所述基础层(1)外侧复合有粘胶

纤维层(4)，且基础层(1)内侧复合有抗菌纤维层(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粘胶纤维层(4)

是由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和高强力粘胶纤维(402)组成，所述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

一侧加捻有高强力粘胶纤维(402)，所述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和高强力粘胶纤维(402)

螺旋绞合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纤维层(5)

包括银系抗菌涤纶(501)和银系抗菌丙纶(502)，所述银系抗菌涤纶(501)和银系抗菌丙纶

(502)搓捻成纱线结构，且银系抗菌涤纶(501)呈螺旋状加捻在银系抗菌丙纶(502)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经线(2)和纬线

(3)在基础层(1)表面均呈等距分布，且设置为多股，多股所述经线(2)和纬线(3)之间互相

垂直交织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锦纶特种纱

(201)和弹力贡缎(202)螺旋绞合相连，所述羊绒蛋白纤维(203)合股加捻成纱线结构，且羊

绒蛋白纤维(203)螺旋加捻在锦纶特种纱(201)和弹力贡缎(202)外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层(1)最外

两侧设置有第一透气层(6)和第二透气层(7)，所述第一透气层(6)和第二透气层(7)表面一

体成型有透气孔，且呈等距密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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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针织面料相关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混纺即混纺化纤织物，是化学纤维与其它棉毛、丝、麻等到天然纤维混合纺纱织成

的纺织产品，既有涤纶的风格又有棉织物的长处，如涤棉布、涤毛华达呢等。

[0003] 针织面料即是利用织针将纱线弯曲成圈并相互串套而形成的织物。针织面料与梭

织面料的不同之处在于纱线在织物中的形态不同。针织分为纬编(weft  knitted  fabric)

和经编(warp  knitted  fabric)，针织面料广泛应用于服装面料及里料，家纺等产品中，受

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纬编针织品最少可以用一根纱线就可以形成，但是为了提高生产效

率，一般采用多根纱线进行编织；而经编织物用一根纱线是无法形成的织物的，一根纱线只

能形成一根线圈构成的琏状物。所有的纬编织物都可以逆编织方向脱散成线，但是经编织

物不可以。经编织物不能用手工编织。纬编织物有拉伸性，有卷边性，脱散性等。经编织物因

为形成了回环绕结，结构稳定，有的弹性极小。

[0004] 现有的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在使用的时候存在以下缺点：

[0005] 1、现有的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由于所选材料的限制，面料制

品仅追求经久耐磨的效果，回弹性及柔软度较低，穿着的舒适度相对较差；

[0006] 2、现有的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不具备抑菌杀菌的功效，附着在衣物表面的细菌

会诱发皮肤性炎症，面料的吸湿透气性能方面也相对欠缺，穿着工作时相当不舒服。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的

现有的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由于所选材料的限制，面料制品仅追求经

久耐磨的效果，回弹性及柔软度较低，穿着的舒适度相对较差，现有的防撕裂混纺针织面

料，不具备抑菌杀菌的功效，附着在衣物表面的细菌会诱发皮肤性炎症，面料的吸湿透气性

能方面也相对欠缺，穿着工作时相当不舒服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包括

基础层，所述基础层是由经线和纬线组成，所述基础层表面纵向设置经线，且基础层横向设

置纬线，所述经线包括锦纶特种纱、弹力贡缎和羊绒蛋白纤维，所述锦纶特种纱一侧加捻有

弹力贡缎，所述锦纶特种纱和弹力贡缎外部包覆有羊绒蛋白纤维，所述纬线包括精梳纱和

棉线，所述精梳纱合股搓捻成纱线结构，所述棉线螺旋加捻在精梳纱外部，所述基础层外侧

复合有粘胶纤维层，且基础层内侧复合有抗菌纤维层，通过经线中的锦纶特种纱、弹力贡缎

配合羊绒蛋白纤维，提高了面料的韧性及柔软度，结合纬线中触感柔滑的精梳纱和棉线，从

而使面料更具耐撕裂和亲肤舒爽的特性，提高了穿着的舒适度。

[0009] 优选的，所述粘胶纤维层是由高湿模量粘胶纤维和高强力粘胶纤维组成，所述高

湿模量粘胶纤维一侧加捻有高强力粘胶纤维，所述高湿模量粘胶纤维和高强力粘胶纤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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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绞合相连，通过高湿模量粘胶纤维配合高强力粘胶纤维，提高了面料的高吸湿性和耐疲

劳性，同时具有光滑凉爽且透气的效果，从而使面料具有棉的本质，丝的品质。

[0010] 优选的，所述抗菌纤维层包括银系抗菌涤纶和银系抗菌丙纶，所述银系抗菌涤纶

和银系抗菌丙纶搓捻成纱线结构，且银系抗菌涤纶呈螺旋状加捻在银系抗菌丙纶一侧，通

过银系抗菌涤纶结合银系抗菌丙纶，能够抵抗细菌在衣物上的附着，从而远离病菌的侵扰，

具有很好的抗菌性能。

[0011] 优选的，所述经线和纬线在基础层表面均呈等距分布，且设置为多股，多股所述经

线和纬线之间互相垂直交织相连，基础层通过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使基础层布局安稳，布

面平坦，悬垂时通常不呈现驰垂现象，作为服装面料，具有耐洗涤性好的特点。

[0012] 优选的，所述锦纶特种纱和弹力贡缎螺旋绞合相连，所述羊绒蛋白纤维合股加捻

成纱线结构，且羊绒蛋白纤维螺旋加捻在锦纶特种纱和弹力贡缎外部，韧性高的锦纶特种

纱结合触感柔滑的弹力贡缎，使面料不仅耐磨性高且柔和性高，配合外部的羊绒蛋白纤维，

使面料更具亲肤舒适感。

[0013] 优选的，所述基础层最外两侧设置有第一透气层和第二透气层，所述第一透气层

和第二透气层表面一体成型有透气孔，且呈等距密集分布，通过第一透气层和第二透气层

表面的透气孔提高了面料的透气性。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基础层是由经线和纬线组成，基础层通过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使

基础层布局安稳，布面平坦，悬垂时通常不呈现驰垂现象，作为服装面料，具有耐洗涤性好

的特点，经线包括锦纶特种纱、弹力贡缎和羊绒蛋白纤维，韧性高的锦纶特种纱结合触感柔

滑的弹力贡缎，使面料不仅耐磨性高且柔和性高，配合外部的羊绒蛋白纤维，使面料更具亲

肤舒适感，结合纬线中触感柔滑的精梳纱和棉线，从而使面料更具耐撕裂和亲肤舒爽的特

性，提高了穿着的舒适度。

[0016] (2)本实用新型粘胶纤维层是由高湿模量粘胶纤维和高强力粘胶纤维组成，通过

高湿模量粘胶纤维配合高强力粘胶纤维，提高了面料的高吸湿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具有光

滑凉爽且透气的效果，从而使面料具有棉的本质，丝的品质，抗菌纤维层包括银系抗菌涤纶

和银系抗菌丙纶，通过银系抗菌涤纶结合银系抗菌丙纶，能够抵抗细菌在衣物上的附着,从

而远离病菌的侵扰，具有很好的抗菌性能，通过第一透气层和第二透气层表面的透气孔提

高了面料的透气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基础层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经线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纬线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基础层；2、经线；201、锦纶特种纱；202、弹力贡缎；203、羊绒蛋白纤维；3、

纬线；301、精梳纱；302、棉线；4、粘胶纤维层；401、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2、高强力粘胶纤

维；5、抗菌纤维层；501、银系抗菌涤纶；502、银系抗菌丙纶；6、第一透气层；7、第二透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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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3] 如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技术方案：一种防撕裂混纺针织面料，包括基础层

1，所述基础层1是由经线2和纬线3组成，所述基础层1表面纵向设置经线2，且基础层1横向

设置纬线3，所述经线2包括锦纶特种纱201、弹力贡缎202和羊绒蛋白纤维203，所述锦纶特

种纱201一侧加捻有弹力贡缎202，所述锦纶特种纱201和弹力贡缎202外部包覆有羊绒蛋白

纤维203，所述纬线3包括精梳纱301和棉线302，所述精梳纱301合股搓捻成纱线结构，所述

棉线302螺旋加捻在精梳纱301外部，所述基础层1外侧复合有粘胶纤维层4，且基础层1内侧

复合有抗菌纤维层5。

[0024] 所述粘胶纤维层4是由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和高强力粘胶纤维402组成，所述高

湿模量粘胶纤维401一侧加捻有高强力粘胶纤维402，所述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和高强力

粘胶纤维402螺旋绞合相连，通过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配合高强力粘胶纤维402，提高了面

料的高吸湿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具有光滑凉爽且透气的效果，从而使面料具有棉的本质，丝

的品质。

[0025] 所述抗菌纤维层5包括银系抗菌涤纶501和银系抗菌丙纶502，所述银系抗菌涤纶

501和银系抗菌丙纶502搓捻成纱线结构，且银系抗菌涤纶501呈螺旋状加捻在银系抗菌丙

纶502一侧，通过银系抗菌涤纶501结合银系抗菌丙纶502，能够抵抗细菌在衣物上的附着，

从而远离病菌的侵扰，具有很好的抗菌性能。

[0026] 所述经线2和纬线3在基础层1表面均呈等距分布，且设置为多股，多股所述经线2

和纬线3之间互相垂直交织相连，基础层1通过经线2和纬线3交织而成，使基础层1布局安

稳，布面平坦，悬垂时通常不呈现驰垂现象，作为服装面料，具有耐洗涤性好的特点。

[0027] 所述锦纶特种纱201和弹力贡缎202螺旋绞合相连，所述羊绒蛋白纤维203合股加

捻成纱线结构，且羊绒蛋白纤维203螺旋加捻在锦纶特种纱201和弹力贡缎202外部，韧性高

的锦纶特种纱201结合触感柔滑的弹力贡缎202，使面料不仅耐磨性高且柔和性高，配合外

部的羊绒蛋白纤维203，使面料更具亲肤舒适感。

[0028] 所述基础层1最外两侧设置有第一透气层6和第二透气层7，所述第一透气层6和第

二透气层7表面一体成型有透气孔，且呈等距密集分布，通过第一透气层6和第二透气层7表

面的透气孔提高了面料的透气性。

[0029] 工作原理，基础层1是由经线2和纬线3组成，基础层1通过经线2和纬线3交织而成，

使基础层1布局安稳，布面平坦，悬垂时通常不呈现驰垂现象，作为服装面料，具有耐洗涤性

好的特点，经线2包括锦纶特种纱201、弹力贡缎202和羊绒蛋白纤维203，韧性高的锦纶特种

纱201结合触感柔滑的弹力贡缎202，使面料不仅耐磨性高且柔和性高，配合外部的羊绒蛋

白纤维203，使面料更具亲肤舒适感，结合纬线3中触感柔滑的精梳纱301和棉线302，从而使

面料更具耐撕裂和亲肤舒爽的特性，提高了穿着的舒适度，粘胶纤维层4是由高湿模量粘胶

纤维401和高强力粘胶纤维402组成，通过高湿模量粘胶纤维401配合高强力粘胶纤维402，

提高了面料的高吸湿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具有光滑凉爽且透气的效果，从而使面料具有棉

的本质，丝的品质，抗菌纤维层5包括银系抗菌涤纶501和银系抗菌丙纶502，通过银系抗菌

涤纶501结合银系抗菌丙纶502，能够抵抗细菌在衣物上的附着，从而远离病菌的侵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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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抗菌性能，通过第一透气层6和第二透气层7表面的透气孔提高了面料的透气性。

[003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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