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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前遮盖面和后遮盖面

(II)的衬衫(1)，所述前遮盖面与所述后遮盖面

通过接缝(13)在肩膀区中并且沿着躯干缝合在

一起，其中在所述前遮盖面与所述后遮盖面(II)

之间缝合上衬衫领口(15)和两个袖子(16)，并且

所述前遮盖面具有纺织材料的至少一个织物片，

尽管仅使用几个花纹，但所述至少一个织物片可

适于不同穿着者的衣服尺码和/或可由不同穿着

者穿着。这是由以下事实达成：所述后遮盖面

(II)在肩膀/手臂部分中在所述衬衫领口(15)与

所述袖子(16)的袖子剪裁面的高度(H)的至少四

分之一之间由弹性针织物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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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前遮盖面(I)和后遮盖面(II)的衬衫(1)，所述前遮盖面与所述后遮盖面通

过接缝(13)在肩膀区中并且沿着躯干缝合在一起，其中在所述前遮盖面(I)与所述后遮盖

面(II)之间缝合上衬衫领口(15)和两个袖子(16)，并且所述前遮盖面(I)具有由纺织材料

制成的至少一个织物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遮盖面(II)在肩膀/手臂部分中在所述衬衫领口(15)与所述袖子(16)的袖子剪

裁面的高度(H)的至少四分之一之间由弹性针织物形成，所述弹性针织物形成针织物部分

(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高度是所述袖子(16)的所

述袖子剪裁面的所述高度(H)的一半或更大。

3.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是通过选择针织

花纹和/或针织纱线的材料而选定，以使得所述针织物部分(2)被设计为可在至少一个方向

上拉伸10％直至40％之间。

4.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被设计为至少一

种针织纱线的无接缝针织物。

5.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具有由基础织物

(21)制成的带罗纹结构，所述基础织物具有从所述基础织物突出的织物罗纹(20)，并且其

中针织花纹与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针织花纹不同的针织调节区与所述衬衫的穿着者的脊

柱平行地针织到所述针织物部分(2)中。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织物罗纹(20)设置在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

内侧而朝向以后的穿着者的皮肤突出。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所述织物罗纹(20)在所述

袖子(16)的所述袖子剪裁面之间延伸并且被垂直于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所述针织花纹延

伸穿过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针织调节区中断。

8.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缝合在所述衬衫

领口(15)或领口接缝处且缝合在所述袖子(16)处并且具有针织调节区，所述针织调节区垂

直于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所述针织花纹伸展穿过所述针织物部分(2)，从而具有与所述针

织物部分(2)的其余部分不同的针织花纹。

9.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衬衫(1)，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形成整个后遮盖

面(II)。

10.一种将呈无接缝针织物形式的单片针织物部分(2)至少作为衬衫(1)的后遮盖面

(II)的一部分的用途，所述衬衫呈与西服和领带搭配穿着的商务衬衫形式，其中借助选定

的针织花纹和针织纱线的材料来选择所述针织物部分(2)，以使得所述针织物部分(2)被设

计为可拉伸超过10％，并且所述针织物部分(2)至少在肩膀/手臂部分中在衬衫领口(15)与

袖子(16)的袖子剪裁面的高度(H)的至少四分之一之间形成在所述后遮盖面(II)中。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途，其中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高度对应于整个后遮盖面

(II)，并且针织花纹与所述针织物部分(2)的针织花纹不同的针织调节区在穿着时与所述

衬衫的穿着者的脊柱平行地针织到所述针织物部分(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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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衫的背面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描述一种具有前遮盖面和后遮盖面的衬衫，所述前遮盖面与所述后遮盖面

通过接缝在肩膀区中并且沿着躯干缝合在一起，其中在前遮盖面与后遮盖面之间缝合上衬

衫领口和两个袖子，并且其中前遮盖面具有纺织材料的至少一个织物片。本发明还描述使

用呈无接缝针织物形式的单片针织物部分来作为衬衫的后遮盖面的一部分。

[0002] 发明背景

[0003] 衬衫包括多个单独的织物部分，诸如领口、前面或前遮盖面、背面或后遮盖面以及

两个袖子。袖口可设置在袖子上，并且一个或多个口袋可设置在前面上。所述衬衫与西服搭

配穿着并且通常是定做的或有各种不同的尺码可供选择。还知道商务衬衫，这些熟知的衬

衫由纺织表面缝合，从而形成熟悉的衬衫形状。所使用的织物表面通常并不柔软，原因在于

认为所述织物表面的基础布料没有弹性。通常，在躯干区域(即前面和背面)中剪裁是有问

题的。即使衬衫的领口尺码对于大多数穿着者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不同衬衫穿着者的躯

干明显不同(尤其是在身体的横向平面中)，因此前面和背面的必要剪裁差异极大。先前，在

袖子长度恒定时前面和背面的花纹必须具有不同的尺码以形成合身的衬衫。

发明概要

[0004] 本文中所呈现的衬衫消除了已知的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

[0005] 本发明的目标是以前面和背面仅需要不同尺码的几个花纹即可使所述衬衫符合

尽可能多的衣服尺码的方式来制作与西服和领带搭配穿着的商务衬衫形式的衬衫(包括特

殊类型的衬衫、燕尾服衬衫和无尾礼服衬衫)。因此，可明显简化所述衬衫的生产，并且由于

必须可供选择的衬衫尺码较少但每一用户均可找到合适的衬衫，因此分销变得不那么复

杂。

[0006] 此目标由具有权利要求1中陈述的特征的衬衫达成。

[0007] 特征组合的变化或者对衬衫或背面的微小调整通过提供调节效果进一步增大这

些衬衫的穿着舒适度；所述特征组合的变化或对衬衫或背面的微小调整在下文详细地描述

且已引入到依附的权利要求中。

附图说明

[0008] 下文结合附图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主题。本发明的必要特征、细节和优点将因以

下描述而变得显而易见，其中详细叙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和几个额外或任选的特征。

[0009] 图1a示出男式外穿衬衫的前部的立体图，而

[0010] 图1b示出根据图1a的男式外穿衬衫的背部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本文中例示性地描述衬衫1，所述衬衫1通过商务用途的男式外穿衬衫1来例示，所

述衬衫具有前遮盖面I和后遮盖面II，所述前遮盖面与后遮盖面是以引导方式沿着肩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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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沿着躯干的侧缝13连接。

[0012] 所有的遮盖面I、II通常是由不同已知材料的纺织布料制成并且被缝合在一起。本

文的衬衫1具有连接开孔14，借此可将衬衫1系紧，所述开孔确切来说呈前遮盖面I或后遮盖

面II上的纽扣开孔14形式。衬衫领口15形成呈不同构形的开口且被缝合到遮盖面I、II。遮

盖面I、II各自具有：内面10，所述内面在被穿着时直接面向穿着者的皮肤；以及外面11。借

助袖缝160将袖子16贴附到遮盖面I、II，并且将额外袖口17设置在袖子16上。

[0013] 肩膀区域(在此情形中包括肩缝12)从衬衫领口15延伸到袖子16或袖缝160。肩缝

12连接前遮盖面I与后遮盖面II。当穿上衬衫1时，肩膀区域从穿着者的颈部沿着斜方肌部

分延伸到肩膀肌肉或肩关节。针织物部分2在衬衫领口15下方朝向以后的穿着者的臀部而

向下延伸，以作为后遮盖面II的一部分。针织物部分2从衬衫领口15下方跨过穿着者的肩膀

区在颈部与肩关节之间延伸，且位于穿着者皮肤的顶部上，如图1b中所示。针织物部分2呈

针织物形式，与纺织材料截然不同，所述针织物有弹性。

[0014] 通过缝合来贴附在衬衫领口15与袖子16之间延伸的针织物部分2。可使用现有接

缝，即肩缝12、侧缝13、袖缝160以及衬衫领口15的接缝。

[0015] 针织物部分2作为后遮盖面II的一部分优选地在肩膀/袖子段中、在衬衫领口15与

缝上的袖子的水平高度处延伸到接缝，并且由弹性针织物形成。针织物部分2的高度是袖子

16的袖子剪裁面的高度H的至少1/4，在图1b中，针织物部分2的高度是袖子剪裁面的高度H

的大约一半。袖子剪裁面的高度H是袖子剪裁面的最远点之间的最大距离。

[0016] 为了避免皮肤刺激且最优地达成所需效果，将针织物部分2设计为至少一种针织

纱线的无接缝针织物。特别优选地，可从基础织物21(在图1b中为暗色阴影)设计带罗纹结

构，所述基础织物具有从其突出的织物罗纹20。织物罗纹20可设置在针织物部分2的内侧上

因此面向穿着者的皮肤，或可设置在相反的方向上。织物罗纹20是通过合适的针织方法形

成，其中织物罗纹20的突出端明显与基础织物21间隔开。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用于制作具

有带罗纹结构的针织物部分2的针织类型和针织花纹，所述带罗纹结构包括基础织物21和

多个织物罗纹20。

[0017] 具有带罗纹结构和所述多个织物罗纹20的所述针织物(已知“无接缝”针织物)根

据针织花纹而具有在延伸方向上至少10％到40％的高拉伸性。确切来说，甚至可选择50％

与约100％之间的拉伸性。因此，正在提及的是在至少一个方向上的拉伸性为10％或大于

10％的弹性针织物。弹性针织物被设计为至少是单层的。通过针织物部分2达成增大的穿着

舒适度，并且衬衫1可至少部分地符合衬衫穿着者的身体轮廓。

[0018] 针织物部分2可拉伸到限定的程度。针织物部分2可由于拉伸性和整合到后遮盖面

II中而贴身地贴合到皮肤。针织物部分2优选地贴附(确切来说缝合)到衬衫领口15或领口

接缝，并且贴附到袖子16、袖缝160。然而，针织物部分2也可形成后遮盖面II的整个表面。

[0019] 针织物部分2被针织成一个或多个层，并且优选地包括不同的合成纤维和/或天然

纤维的针织纱线。针织物部分2还可取代整个后遮盖面II，从而形成针织的后遮盖面II。

[0020] 为了进一步增大穿着舒适度，如上文所述地被设计为弹性针织物的针织物部分2

可另外具有针织调节区，所述针织调节区被针织成在穿着时与穿着者的脊柱平行。图1b中

未示出针织物部分2的沿着针织物部分2在中心伸展的此调节区，但此调节区并不是横跨在

相对的袖子16之间的针织物部分2的整个宽度伸展，而是与穿着者的脊柱的范围重叠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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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调节区的针织花纹并不仅仅在颜色或纱线上不同于针织物部分2的其余部分的针织

花纹。针织花纹的选择使得在穿着时在穿着者的脊柱区域中具有调节效果，即提高透气性

和/或提高吸湿性或提高隔热性。优选地，调节区的针织花纹是粗糙的，即针织针脚之间的

空的空间比针织物部分的其余部分的针织花纹更大。这些更大的空间允许更容易吸走湿气

和/或空气。然而，还可在调节区中提供更细密的针织花纹，因此使湿气很好地结合并从身

体吸走。调节区的这些调节性质是由于针织花纹不同于针织物部分2而达成，但可使用相同

的纱线。调节区在任何情形中均与袖缝160间隔开且与脊柱大致平行地沿着针织物部分2远

离衬衫领口15延伸。虽然针织物部分2可具有相当平滑的针织网眼花纹且仍足够有弹性，但

调节区具有与此不同的针织花纹。因此，调节区可比针织物部分2的其余部分更远离穿着者

的皮肤表面，以达成调节效果。

[0021] 参考编号列表

[0022] 1  衬衫

[0023] I 前遮盖面

[0024] II  后遮盖面

[0025] 10  遮盖面的内面

[0026] 11  遮盖面的外面

[0027] 12  肩缝

[0028] 13  侧缝

[0029] 14 连接开孔/纽扣开孔

[0030] 15  衬衫领口

[0031] 16  袖子

[0032] 160  袖缝

[0033] 17  袖口

[0034] 2  针织物部分

[0035] 20  织物罗纹

[0036] 21  基础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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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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