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878738.6

(22)申请日 2021.11.23

(73)专利权人 福建省诺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 362300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柳城露

江工业区

(72)发明人 郑晓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泉州市潭思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5221

专利代理师 郭婉清

(51)Int.Cl.

A61F 13/496(2006.01)

A61F 13/494(2006.01)

A61F 13/511(2006.01)

A61F 13/537(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婴儿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包括裤体、弹

性腰带、形成裤体的面料层以及开设于裤体两侧

的套腿孔；所述套腿孔的边沿位置设置有防止尿

液侧漏的防侧漏褶边，防侧漏褶边的外沿设置有

柔性花边；所述裤体的下部内表面中部开设有用

于收集尿液并导流尿液的内凹槽，裤体下部外表

面设置有外凸起；所述裤体下方内部设置有多孔

结构的吸液芯，吸液芯上方填充有吸水颗粒，吸

液芯下方设置有吸湿棉层；所述外凸起内部设置

有吸液棒。本申请防漏尿效果较好，具有较好的

实用价值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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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包括裤体(1)、弹性腰带(2)、形成裤体(1)的面料层(8)以

及开设于裤体(1)两侧的套腿孔(3)；所述套腿孔(3)的边沿位置设置有防止尿液侧漏的防

侧漏褶边(4)，防侧漏褶边(4)的外沿设置有柔性花边(5)；其特征在于：所述裤体(1)的下部

内表面中部开设有用于收集尿液并导流尿液的内凹槽(6)，裤体(1)下部外表面设置有外凸

起(7)；所述裤体(1)下方内部设置有多孔结构的吸液芯(9)，吸液芯(9)上方填充有吸水颗

粒(11)，吸液芯(9)下方设置有吸湿棉层(12)；所述外凸起(7)内部设置有吸液棒(1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液芯(9)外部包

覆面料层(8)；所述面料层的上表面设置有亲肤层(81)，亲肤层(81)的下表面设置无纺布层

(82)，无纺布层(82)的下表面设置导流层(83)，导流层(83)的下表面设置隔液透气层(84)，

隔液透气层(84)的外表面设置超柔外表层(85)。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液芯(9)为柔

性亲水硅胶材质的片状结构，吸液芯(9)的上表面沿着裤体(1)的前后方向开设有条状阵列

槽(10)，部分所述吸水颗粒(11)嵌入所述阵列槽(10)中。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凹槽(6)沿着裤

体(1)的前后方向进行开设，且内凹槽(6)的凹陷面为弧形凹面，该弧形凹面上开设有多个

用于加快漏尿的通孔。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凸起(7)的凸出

外形为圆柱形凸出结构，外凸起(7)内部开设有弧形孔结构，所述吸液棒(13)设置在该弧形

孔内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花边(5)位于

防侧漏褶边(4)的内侧，且柔性花边(5)的外边沿延伸出套腿孔(3)的外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其特征在于：所述裤体(1)和腰带(2)

之间固定连接为一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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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婴儿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

背景技术

[0002] 拉拉裤采用360度弹力腰围设计，全面动态贴合宝宝的小肚子，就算小肚子吃得圆

圆的也不会勒到宝宝，就算吃饭前小肚子平平的也不会漏尿。2016年帮宝适拉拉裤全线升

级采用了S腰线，更贴合宝宝人体工学设计，有效减少宝宝大腿以及腰部因摩擦产生的红

印，更有U型窄裆设计，更贴合宝宝双腿，爬爬跑跑跳跳都轻松自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出现了由纸尿裤到普通内裤过渡用的拉拉裤，拉拉裤是像内裤一样为整体结构，小孩子

扯不下来也不易尿湿到外面，由于拉拉裤具有携带方便，干净卫生的优点，穿着方便美观，

因此婴幼儿的拉拉裤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

[0003] 目前，市场上的拉拉裤五花八门，品种繁多，但是大多数拉拉裤由于其设计以及生

产工艺原因，通常存在漏液的情况，影响宝宝舒适度，给宝宝活动带来不方便。为解决上述

问题，国内有部分公开专利技术也提出了一些创新建议，比如：申请号CN201920668871.9的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多层芯体防漏拉拉裤，该技术采用多层结构防止漏尿，具有一定技术

效果；申请号CN202020441766.4的中国专利也提供了一种防漏拉拉裤，该拉拉裤通过吸水

颗粒及弹性纤维层等结构设置，也在拉拉裤防漏尿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

[0004] 但是，上述技术方案忽略了拉拉裤吸收尿液之后会发生膨胀，导致宝宝裆部及屁

股容易不透气而捂热，引起“红屁股”等不利情况发生，引起宝宝不适。

[0005] 因此，基于上述，本申请提供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通过对传统拉拉裤的结构

及材质改进，有效解决漏尿问题的同时，尽量避免拉拉裤鼓胀引起的不透气性，有效解决现

有技术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针对目前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

拉裤，通过对传统拉拉裤的结构及材质改进，有效解决漏尿问题的同时，尽量避免拉拉裤鼓

胀引起的不透气性，有效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包括裤体、弹性腰带、形成裤体的面料层以及开设于裤

体两侧的套腿孔；所述套腿孔的边沿位置设置有防止尿液侧漏的防侧漏褶边，防侧漏褶边

的外沿设置有柔性花边；所述裤体的下部内表面中部开设有用于收集尿液并导流尿液的内

凹槽，裤体下部外表面设置有外凸起；所述裤体下方内部设置有多孔结构的吸液芯，吸液芯

上方填充有吸水颗粒，吸液芯下方设置有吸湿棉层；所述外凸起内部设置有吸液棒。

[0009] 优选的，所述吸液芯外部包覆面料层；所述面料层的上表面设置有亲肤层，亲肤层

的下表面设置无纺布层，无纺布层的下表面设置导流层，导流层的下表面设置隔液透气层，

隔液透气层的外表面设置超柔外表层。拉拉裤的材质设置，一方面提高宝宝穿戴舒适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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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隔液透气层的设置保证尿液不会漏出，并且保证透气效果。隔液透气层可采用市面上

有售的微孔透气膜，能够起到防渗漏的作用。更优选的，改微孔透气膜层的微孔直径为

0.001‑15μm，由于水滴的最小直径为20μm，水蒸气分子的直径为0.0004μm，控制微孔透气膜

层的微孔直径在0.001‑15μm，可以保证隔液透气层透气而不透水。

[0010] 优选的，所述吸液芯为柔性亲水硅胶材质的片状结构，吸液芯的上表面沿着裤体

的前后方向开设有条状阵列槽，部分所述吸水颗粒嵌入所述阵列槽中。吸液芯采用亲水化

处理的多孔硅胶作为原材，在吸液芯上开设阵列槽，方便将吸水颗粒嵌入到吸液芯的凹槽

上，并且吸水颗粒可采用高分子吸水树脂进行制备，吸液芯的多孔结构和阵列槽可为颗粒

吸水膨胀提供一定的变形空间，进而减少拉拉裤吸水膨胀而挤压宝宝裆部和屁股而引起不

透气及捂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红屁股”现象。

[0011] 优选的，所述内凹槽沿着裤体的前后方向进行开设，且内凹槽的凹陷面为弧形凹

面，该弧形凹面上开设有多个用于加快漏尿的通孔。内凹槽的设置，主要用于在宝宝拉尿

时，将不能及时被吸收的尿液导流到该凹槽内，由通孔辅助导流，并通过面料层进行吸收储

存。尿液吸收之后，由吸水颗粒和吸液芯进行再次吸收，多于的尿液则再次通过吸湿棉层进

行吸收储存，最后再多于的尿液，则通过吸湿棒再次吸取储存在外凸起内部。这种结构设计

的目的在于，可以将吸尿之后的膨胀变形尽量向外转移，减少吸尿膨胀对宝宝裆部及屁股

的挤压伤害。该吸湿棒可采用吸湿棉或者吸湿面料制成。

[0012] 优选的，所述外凸起的凸出外形为圆柱形凸出结构，外凸起内部开设有弧形孔结

构，所述吸液棒设置在该弧形孔内部。吸湿棒的作用主要在于辅助吸收向下转移的尿液，提

高拉拉裤的吸收尿液能力，并且将吸尿之后的体积膨胀变形尽量向外转移。

[0013] 优选的，所述柔性花边位于防侧漏褶边的内侧，且柔性花边的外边沿延伸出套腿

孔的外部。柔性花边的作用主要在于隔离防侧漏褶边与宝宝皮肤，减少褶边对宝宝腿部勒

伤情况的发生，提高穿戴舒适感。防侧漏褶边的主要作用在于避免或减少尿液向外漏出，尤

其在深夜熟睡等情况下，防止尿液漏出利于保护床单不会背尿液浸湿，保持床单的清洁卫

生。

[0014] 优选的，所述裤体和腰带之间固定连接为一体结构。

[001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一方面，本申请具备较好的吸收尿液效果及防止尿液侧漏效果，在宝宝站立或者

熟睡时，可减少尿液侧漏浸湿床单的风险。

[0017] 另一方面，本申请通过内凹槽结构的设计，在能够有效将尿液导流到吸液芯及吸

水颗粒的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拉拉裤吸收尿液膨胀挤压宝宝裆部及屁股的情况

发生，在防止宝宝屁股捂热等现象具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0018] 再一方面，通过外凸起以及吸液棒、吸湿棉层等结构设计，能够保证拉拉裤的良好

吸尿效果，对于防止尿液漏出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申请结构设计合理，吸尿及防漏尿

效果较好，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及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面料层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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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裆部横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裤体；2、腰带；3、套腿孔；4、防侧漏褶边；5、柔性花边；6、内凹槽；7、外凸

起；8、面料层；81、亲肤层；82、无纺布层；83、导流层；84、隔液透气层；85、外表层；9、吸液芯；

10、阵列槽；11、吸水颗粒；12、吸湿棉层；13、吸液棒。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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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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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如图1‑3所示：

[0025] 一种可避免漏尿的拉拉裤，包括裤体1、弹性腰带2、形成裤体1的面料层8以及开设

于裤体1两侧的套腿孔3；所述套腿孔3的边沿位置设置有防止尿液侧漏的防侧漏褶边4，防

侧漏褶边4的外沿设置有柔性花边5；其特征在于：所述裤体1的下部内表面中部开设有用于

收集尿液并导流尿液的内凹槽6，裤体1下部外表面设置有外凸起7；所述裤体1下方内部设

置有多孔结构的吸液芯9，吸液芯9上方填充有吸水颗粒11，吸液芯9下方设置有吸湿棉层

12；所述外凸起7内部设置有吸液棒13。

[0026] 优选的，所述吸液芯9外部包覆面料层8；所述面料层8的上表面设置有亲肤层81，

亲肤层81的下表面设置无纺布层82，无纺布层82的下表面设置导流层83，导流层83的下表

面设置隔液透气层84，隔液透气层84的外表面设置超柔外表层85。拉拉裤的材质设置，一方

面提高宝宝穿戴舒适度，并通过隔液透气层84的设置保证尿液不会漏出，并且保证透气效

果。隔液透气层84可采用市面上有售的微孔透气膜，能够起到防渗漏的作用。更优选的，改

微孔透气膜层的微孔直径为0.001‑15μm，由于水滴的最小直径为20μm，水蒸气分子的直径

为0.0004μm，控制微孔透气膜层的微孔直径在0.001‑15μm，可以保证隔液透气层84透气而

不透水。

[0027] 优选的，所述吸液芯9为柔性亲水硅胶材质的片状结构，吸液芯9的上表面沿着裤

体1的前后方向开设有条状阵列槽10，部分所述吸水颗粒11嵌入所述阵列槽10中。吸液芯9

采用亲水化处理的多孔硅胶作为原材，在吸液芯9上开设阵列槽10，方便将吸水颗粒11嵌入

到吸液芯9的凹槽上，并且吸水颗粒11可采用高分子吸水树脂进行制备，吸液芯9的多孔结

构和阵列槽10可为颗粒吸水膨胀提供一定的变形空间，进而减少拉拉裤吸水膨胀而挤压宝

宝裆部和屁股而引起不透气及捂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红屁股”现象。

[0028] 优选的，所述内凹槽6沿着裤体1的前后方向进行开设，且内凹槽6的凹陷面为弧形

凹面，该弧形凹面上开设有多个用于加快漏尿的通孔。内凹槽6的设置，主要用于在宝宝拉

尿时，将不能及时被吸收的尿液导流到该凹槽内，由通孔辅助导流，并通过面料层8进行吸

收储存。尿液吸收之后，由吸水颗粒11和吸液芯9进行再次吸收，多于的尿液则再次通过吸

湿棉层12进行吸收储存，最后再多于的尿液，则通过吸湿棒再次吸取储存在外凸起7内部。

这种结构设计的目的在于，可以将吸尿之后的膨胀变形尽量向外转移，减少吸尿膨胀对宝

宝裆部及屁股的挤压伤害。该吸湿棒可采用吸湿棉或者吸湿面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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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优选的，所述外凸起7的凸出外形为圆柱形凸出结构，外凸起7内部开设有弧形孔

结构，所述吸液棒13设置在该弧形孔内部。吸湿棒的作用主要在于辅助吸收向下转移的尿

液，提高拉拉裤的吸收尿液能力，并且将吸尿之后的体积膨胀变形尽量向外转移。

[0030] 优选的，所述柔性花边5位于防侧漏褶边4的内侧，且柔性花边5的外边沿延伸出套

腿孔3的外部。柔性花边5的作用主要在于隔离防侧漏褶边4与宝宝皮肤，减少褶边对宝宝腿

部勒伤情况的发生，提高穿戴舒适感。防侧漏褶边4的主要作用在于避免或减少尿液向外漏

出，尤其在深夜熟睡等情况下，防止尿液漏出利于保护床单不会背尿液浸湿，保持床单的清

洁卫生。

[0031] 优选的，所述裤体1和腰带2之间固定连接为一体结构。

[0032]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33] 一方面，本申请具备较好的吸收尿液效果及防止尿液侧漏效果，在宝宝站立或者

熟睡时，可减少尿液侧漏浸湿床单的风险。

[0034] 另一方面，本申请通过内凹槽6结构的设计，在能够有效将尿液导流到吸液芯9及

吸水颗粒11的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拉拉裤吸收尿液膨胀挤压宝宝裆部及屁股的

情况发生，在防止宝宝屁股捂热等现象具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0035] 再一方面，通过外凸起7以及吸液棒13、吸湿棉层12等结构设计，能够保证拉拉裤

的良好吸尿效果，对于防止尿液漏出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申请结构设计合理，吸尿及

防漏尿效果较好，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及推广价值。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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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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