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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

步短T恤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

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包括由面料拼接而成

的T恤，面料包括第一纱线和第二纱线以大圆机

编织而成的面料本体，所述第一纱线包括涤纶，

第二纱线为氨纶，涤纶和氨纶以平针衬垫组织交

织，氨纶为衬垫纱，涤纶的外表面复合有二氧化

钛层，二氧化钛层的外表面复合有云母粉层，还

布设在在第一纱线的多个导湿孔，导湿孔为从云

母粉层的外表面贯穿至涤纶中的盲孔。本实用新

型具有亲肤、弹性、冰感、透气、吸湿速干、抗UV、

悬垂性和性价比优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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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包括由面料拼接而成的T恤，面

料包括第一纱线和第二纱线以大圆机编织而成的面料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纱线包

括涤纶，第二纱线为氨纶，涤纶和氨纶以平针衬垫组织交织，氨纶为衬垫纱，涤纶的外表面

复合有二氧化钛层，二氧化钛层的外表面复合有云母粉层，还包括布设在第一纱线的多个

导湿孔，导湿孔为从云母粉层的外表面贯穿至涤纶中的盲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其特征在

于：所述涤纶的规格为60D/48F，所述氨纶的规格为30D。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其特征在

于：所述涤纶为阳离子涤纶与普通涤纶混纺纱。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其特征在

于：所述面料的表面粗糙度为25.85um。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其特征在

于：所述面料的克重为145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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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到2025年运动人口达到5亿，体育产业规模达到5万亿

元。而跑步做为一项大众运动，已形成一股热潮席卷华夏大地。跑步的运动特点是，距离长、

时间长，讲究体力和耐力，热量消耗大，出汗多，四肢周期性摆动，对跑步使用的短T类服装

有如下需求：

[0003] (1)在舒适性上，要求有卓越的亲肤性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对皮肤的磨伤，要求有卓

越的弹性确保运动自如，要求有卓越的冰感功能以利于吸热，要求有卓越的透气性以利于

散热，要求有卓越的吸湿速干功能保持皮肤舒爽；

[0004] (2)在防护性，要求有卓越的抗UV功能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0005] (3)在克重上，要求尽量轻质以减轻运动负担；

[0006] (4)在悬垂性上，要求合适，悬垂性太小做出的短T太飘，悬垂性太大做出的短T会

紧贴在皮肤上，在跑步过程中均不能很好的包裹在皮肤上，既影响运动表现又穿起来没型，

缺乏美感；

[0007] (5)在性价比上，跑步是大众运动，销售价格要亲民。

[0008] 而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跑步短T有下面几类：

[0009] (1)涤拉架：优点是有弹、速干、结实、有型、洗可穿、免烫，在运动时，仍能保持皮肤

干爽，添加涤纶阳离子纱通过双染、单染也能做出花灰效果，缺点是无冰感，亲肤性和吸湿

性也不如锦氨；

[0010] (2)锦氨：优点是有弹、亲肤、吸湿、耐磨、有冰感，缺点是速干不如涤好，在运动时，

出现粘皮肤的问题，且保型性、性价比也不如涤拉架，也不能做出花灰；

[0011] (3)锦涤氨：优点是实现了锦纶和涤纶的优势互补，有弹、亲肤、吸湿速干、有冰感，

过双染、单染也能做出花灰效果，缺点是染整工艺复杂，性价比不如锦氨、涤拉架；

[0012] (4)涤棉类：优点是实现棉和涤纶的优势互补，棉的含量约15％，涤纶的含量约

85％，既能确保拥有不差于棉的亲肤性，也能确保拥有不差于涤纶的速干性，还兼顾吸湿

性、性价比、延展性，缺点是无冰感、易起球。

[0013] 鉴于此，本案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1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亲肤、弹性、冰感、透气、吸湿速干、抗UV、悬垂性

和性价比优异的T恤。

[001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

[0016] 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恤，包括由面料拼接而成的T恤，

面料包括第一纱线和第二纱线以大圆机编织而成的面料本体，所述第一纱线包括涤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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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纱线为氨纶，涤纶和氨纶以平针衬垫组织交织，氨纶为衬垫纱，涤纶的外表面复合有二氧

化钛层，二氧化钛层的外表面复合有云母粉层，还包括布设在第一纱线的多个导湿孔，导湿

孔为从云母粉层的外表面贯穿至涤纶中的盲孔。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涤纶的规格为60D/48F，所述氨纶的规格为

30D。

[001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涤纶为阳离子涤纶与普通涤纶混纺纱。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面料的表面粗糙度为25.85  um。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面料的克重为145g/m2。

[0021]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后，第一纱线选用涤纶，第二纱线选用氨纶，平针衬垫

组织具有平整的特点，有利于获得顺滑柔软的手感，同时氨纶丝可增加面料的紧密度，有利

于提升面料的保型性，设置二氧化钛层和云母粉层，可赋予面料卓越的冰感功能，Qmax值洗

前可达0.32J/cm2·sec，  10次洗后可达0.29J/cm2·sec，远超标准要求，可瞬间吸走人体

大量热量，在炎热的夏季，帮助人快速体散热降温，瞬间达到舒爽状态；二氧化钛层具有良

好的屏蔽作用，可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本实用新型还具有透气、丝绸般的悬垂性、

卓越的弹性以及成本较低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纱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面料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

[0026] 第一纱线  10                     涤纶  11

[0027] 二氧化钛层  12                  云母粉层  13

[0028] 导湿孔  14                       第二纱线  20

[0029] T恤  100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

[0031] 参照图1至图3，一种具有抗UV、吸湿速干和冰感的仿丝绸跑步短T  恤，包括由面料

拼接而成的T恤100，面料包括第一纱线10和第二纱线20 以大圆机编织而成的面料本体。

[0032]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第一纱线10包括涤纶11，第二纱线20为氨纶，作为本实用新型

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涤纶11为阳离子涤纶与普通涤纶混纺纱，其中阳离子涤纶与普通涤

纶均为现有技术的常规纱线。涤纶11阳离子与普通涤纶11的比例为1：1，通过单染阳离子涤

纶而普通涤纶不上色可得到露白花灰，通过双染不同颜色可得到双色花灰，通过双染深浅

色可得到深浅花灰。本实用新型中，涤纶11采用全拉伸丝，结晶度和取向度高，赋予面料顺

滑柔软的手感，获得良好的亲肤性。

[0033] 本实用新型中，涤纶11和氨纶以平针衬垫组织交织，氨纶为衬垫纱，平针组织结构

具有平整的特点，有利于获得顺滑柔软的手感，同时氨纶丝可增加面料的紧密度，有利于提

升面料的保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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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实用新型中涤纶11的外表面复合有二氧化钛层12，二氧化钛层12 的外表面复

合有云母粉层13，还包括布设在第一纱线10的多个导湿孔14，导湿孔14为从云母粉层13的

外表面贯穿至涤纶11中的盲孔。本实用新型中涉及的二氧化钛和云母粉均为常规物质，本

实用新型不涉及对物质本身的改进。光线通过导湿孔14照射二氧化钛层12上，二氧化钛对

紫外线产生反射、散射和吸收作用，获得良好的抗UV功能，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且

到达皮肤的能量减少很多，从而具有降温作用。在紫外光照射下，二氧化钛吸收空气中游离

氢形成羟基，可进一步吸附湿气在表面形成水化层，具有超亲水性，可改善涤纶11纤维的吸

湿性，且水的导热系数高达0.599  W/(m·K)，亦可瞬间吸走人体大量热量产生冰感，从而获

得良好的冰感功能。

[0035] 本实用新型中的导湿孔14可以现有的碱减量处理处理方式形成。

[0036] 云母粉热导率0.419-0.670W/(m·K)，为涤纶11的5倍，可瞬间吸走人体大量热量

产生冰感，同时含水率达4-6％，在云母表面形成水化层，水的导热系数高达0.599W/(m·

K)，亦可瞬间吸走人体大量热量产生冰感，从而具有“导热+含水”双重降温散热的功效，获

得卓越的冰感功能；其次云母粉为片状矽盐酸结构，易发生水合作用，具有较好的吸水性，

可大大改善涤纶11纤维的吸湿性，也具有良好的抗静电效果。云母粉的比表面积高达

450M2/g以上，具有卓越的吸附性能，具有良好的除臭功能。

[003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涤纶11的规格为60D/48F，所述氨纶的规格

为30D。本实用新型中，涤纶11采用全拉伸丝，结晶度和取向度高，赋予面料顺滑柔软的手

感，获得良好的亲肤性。丹尼数为60D，F  数为48F，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确保面料有型且手

感柔软、亲肤性好。添加30D氨纶，不仅可获得良好的弹性，且氨纶丹尼数较小，有利于获得

顺滑柔软的手感。本实用新型中的D，业界称为丹尼尔数，其系指9000米纱线的重量(单位为

克)；F，是指一根纱线中微细纤维的根数。

[0038] 在优选方式，二氧化钛层12中二氧化钛的粒径在10-50nm，形成的二氧化钛层12厚

度为纳米级别。云母粉粒径目数为4000目，云母粉层13的厚度为微米级别，为了方便进行观

看，在说明书附图中将其进行不同比例的放大。

[0039]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特点：

[0040] ①在视觉上，具有仿丝绸外观：采用涤阳混纺材质可获得缎彩花灰外观，并进一步

通过碱减量处理可获得丝绸般的柔和光泽，外观时尚新颖。

[0041] ②在触感上，具有丝滑手感，亲肤性好，经测试表面粗糙度达到25.85  um，而针织

面料的平均表面粗糙度大约为110um，比绝大部分的针织材料的亲肤性都要好。

[0042] ③在体验上，在运动初期，在穿上本跑步短T恤时，具有瞬间冰爽感：添加二氧化钛

层12和云母粉层13可获得卓越的冰感功能，Qmax值洗前可达0.32J/cm2·sec，10次洗后可

达0.29J/cm2·sec，远超标准要求，可瞬间吸走人体大量热量，在炎热的夏季，帮助人快速

体散热降温，瞬间达到舒爽状态。在运动中，产热加剧，人体大量排汗，具有干爽感。

[0043] ④在防护上，具有抗UV功能：二氧化钛层12可确保跑步短T恤对紫外线具有良好的

屏蔽作用，UPF洗前可达64,10次洗后可达57，远超标准要求，可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

害；二氧化钛层12和云母粉层13可赋予跑步短T恤良好的吸水性，具有抗静电功能。

[0044] ⑤在健康上，具有消臭功能：云母粉层13可获得良好的消除异味的功能，确保在跑

步时因出大量汗水产生的异味快速除去。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581610 U

5



[0045] ⑥此外还兼具轻质(克重145g/m2)、透气(针织材料空隙多，测试透气性高达

429mm/s)、丝绸般的悬垂性(测试达46.5％，非常好)、卓越的弹性、良好的保型性。

[0046] ⑦在性价比上，面料成本比锦氨类的便宜约2元/码，跑步短T恤售价在150-200元

之间，为普通大众消费者所能接受。

[0047] 表1  本实用新型的面料功能性检测结果

[0048]

[0049] 本实用新型的产品形式并非限于本案实施例，任何人对其进行类似思路的适当变

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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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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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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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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