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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及其制作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及其制

作工艺，柔软亲肤，吸湿透气，同时高效阻水，能

有效防止水进入床体，实用性强。聚氨酯-聚偏氟

乙烯共混膜与涤纶纤维层通过湿固化胶固定在

一起；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

纤维层通过热压胶合固定在一起；棉/粘胶混纺

纤维层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经编组织；涤纶纤维

层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经编组织，前梳满穿涤纶

低弹丝，后梳满穿半消光涤纶丝。制作工艺包括

以下步骤:对涤纶纤维纱进行处理后纺织成涤纶

纤维层；制作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并将其

和涤纶纤维层固定在一起；棉和粘胶进行处理后

纺织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将聚氨酯-聚偏氟乙

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进行热压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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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包括棉/粘胶混纺纤维层、聚氨酯-聚偏氟乙烯

共混膜和涤纶纤维层；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设置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和涤纶纤维层

之间；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涤纶纤维层通过湿固化胶固定在一起；聚氨酯-聚偏氟

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通过热压胶合固定在一起；涤纶纤维层的组织为双梳栉

满穿经编组织，前梳满穿涤纶低弹丝，后梳满穿半消光涤纶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棉/粘胶混纺纤维层

采用42S/3的棉纱，350D/3的粘胶纤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棉/粘胶混纺纤维层

的组织的垫纱运动为GB1:1-0/3-4//；GB2:1-0/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涤纶纤维层采用

76dtex/24f半消光涤纶和76dtex/24f涤纶低弹丝。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涤纶纤维层的组织的

垫纱运动为GB1:1-0/6-7//；GB2:1-0/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

共混膜的膜面呈半透明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棉/粘胶混纺纤维层

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经编组织。

8.一种权利要求1-7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防水透气针织床单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涤纶纤维纱进行处理，并且纺织成涤纶纤维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整经：采用分段整经将经编机一把梳栉用的全部纱线分成几份，卷绕成狭幅的分段

经轴，再将分段经轴组装成经编机用的整根经轴，供经编机使用；

(2)编织：在两梳高速经编机上进行编织；

(3)后整理：水洗→染色→整理→烘干→拉幅定型，制成涤纶纤维层；

步骤二、制作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并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和涤纶纤维

层固定在一起；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纺丝溶液制备：以二甲基甲酰胺和丙酮的混合溶剂分别制备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

偏氟乙烯纺丝溶液，然后将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共混，共混后，加热搅拌

至充分溶解，制得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

(2)湿固化胶配置：以乙酸乙醋为溶剂配制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

  (3)静电纺丝：采用静电纺丝将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均匀喷涂到涤纶纤维层上；

(4)成膜：用静电纺丝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随即喷到未干的湿固化胶上；待

干后，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即成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并且聚氨酯-聚偏氟乙

烯共混膜和涤纶纤维层固定在一起；

步骤三、棉和粘胶进行处理，并且纺织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整经：采用分段整经将经编机一把梳栉用的全部纱线分成几份，卷绕成狭幅的分

段经轴，再将分段经轴组装成经编机用的整根经轴，供经编机使用；

(2)  编织：在两梳高速经编机上进行编织，设定编织程序，前梳交替满穿棉纱和粘胶，

后梳满穿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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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后整理；水洗→预定型→染色→转移印花，制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

步骤四、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进行热压胶合；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1)将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的外表面进行杂质处理；

(2)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放置在放膜架上，并通过引膜轮将其引入热熔胶槽中

进行上胶；

(3)对上过胶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进行预热；

(4)将预热后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引入热压辊中进行热

压合；

(5)将经过热压合的面料引入冷却辊中进行冷却，冷却后利用收卷机收卷起来即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纺丝溶液制备过程中，纺丝溶液中热

塑性聚氨酯和聚偏氟乙烯的质量分数均为12%，混合溶剂中二甲基甲酰胺与丙酮体积配比

为4:6；然后将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共混，共混后，聚氨酯和聚偏氟乙烯

质量比为7：3，80  ℃下加热搅拌至充分溶解；静电纺丝过程中，静电纺丝可调电压为0一50 

kV，注射器针头内径为0.5  mm，接收距离为10  cm，纺丝电压为14  kV，纺丝液流量1ml/h；成

膜过程中，纺丝时间为40-50min。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一的编织过程中，前梳每腊克送

经量3300mm，后梳每腊克送经量1200mm；步骤三的编织过程中，前梳每腊克送经量1900mm，

后梳每腊克送经量9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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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及其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床品面料大都是采用机织方法生产，原料以纯棉、涤棉、亚麻、

化纤、真丝等为主，组织结构多采用平纹、斜纹、缎纹等。

[0003] 随着人们对床品面料柔软舒适性、亲肤性等要求的提高，针织面料因其特有的柔

软舒适性逐步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目前，国外在针织床品面料的开发技术方面领先于

国内，其应用相对国内也比较广泛。从整个消费人群来看，婴幼儿针织床品应用较成人床品

应用广泛。随着机械制造技术和产品开发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需求和品质的提升，针

织床品面料的开发和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而目前针织床单防水透气性能仍需要进行提

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的

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及其制作工艺，不仅柔软亲肤，而且吸湿透气，同时高效阻水，能有效防

止水进入床体，实用性强。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其特征在于：

包括棉/粘胶混纺纤维层、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和涤纶纤维层；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

混膜设置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和涤纶纤维层之间；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涤纶纤维

层通过湿固化胶固定在一起；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通过热压胶

合固定在一起；涤纶纤维层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经编组织，前梳满穿涤纶低弹丝，后梳满穿

半消光涤纶丝。

[0006] 本发明所述的棉/粘胶混纺纤维层采用42S/3的棉纱，350D/3的粘胶纤维。

[0007] 本发明所述的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的组织的垫纱运动为GB1:1-0/3-4//；GB2:1-0/

0-1//。

[0008] 本发明所述的涤纶纤维层采用76dtex/24f半消光涤纶和76dtex/24f涤纶低弹丝。

[0009] 本发明所述的涤纶纤维层的组织的垫纱运动为GB1:1-0/6-7//；GB2:1-0/1-2//。

[0010] 本发明所述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的膜面呈半透明状。

[0011] 本发明所述的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经编组织。

[0012] 一种权利要求防水透气针织床单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涤纶纤维纱进行处理，并且纺织成涤纶纤维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整经：采用分段整经将经编机一把梳栉用的全部纱线分成几份，卷绕成狭幅的分段

经轴，再将分段经轴组装成经编机用的整根经轴，供经编机使用；

(2)编织：在两梳高速经编机上进行编织；

(3)后整理：水洗→染色→整理→烘干→拉幅定型，制成涤纶纤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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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制作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并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和涤纶纤维

层固定在一起；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纺丝溶液制备：以二甲基甲酰胺和丙酮的混合溶剂分别制备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

偏氟乙烯纺丝溶液，然后将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共混，共混后，加热搅拌

至充分溶解，制得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

  (2)湿固化胶配置：以乙酸乙醋为溶剂配制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

(3)静电纺丝：采用静电纺丝将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均匀喷涂到涤纶纤维层上；

(4)成膜：用静电纺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随即喷到未干的湿固化胶上；待干

后，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即成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并且聚氨酯-聚偏氟乙烯

共混膜和涤纶纤维层固定在一起；

步骤三、棉和粘胶进行处理，并且纺织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整经：采用分段整经将经编机一把梳栉用的全部纱线分成几份，卷绕成狭幅的分

段经轴，再将分段经轴组装成经编机用的整根经轴，供经编机使用；

(2)  编织：在两梳高速经编机上进行编织，设定编织程序，前梳交替满穿棉纱和粘胶，

后梳满穿棉纱；

  (3)后整理；水洗→预定型→染色→转移印花，制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

[0013] 步骤四、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进行热压胶合；具体

操作步骤如下:

(1)将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的外表面进行杂质处理；

(2)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放置在放膜架上，并通过引膜轮将其引入热熔胶槽中

进行上胶；

(3)对上过胶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进行预热；

(4)将预热后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引入热压辊中进行热

压合；

(5)将经过热压合的面料引入冷却辊中进行冷却，冷却后利用收卷机收卷起来即可。

[0014] 本发明纺丝溶液制备过程中，纺丝溶液中热塑性聚氨酯和聚偏氟乙烯的质量均分

数为12%，混合溶剂中二甲基甲酰胺与丙酮体积配比为4:6；然后将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偏

氟乙烯纺丝溶液共混，共混后，聚氨酯和聚偏氟乙烯质量比为7：3，80  ℃下加热搅拌至充分

溶解；静电纺丝过程中，静电纺丝可调电压为0一50  kV，注射器针头内径为0.5  mm，接收距

离为10  cm，纺丝电压为14  kV，纺丝液流量1ml/h；成膜过程中，纺丝时间为40-50min。

[0015] 本发明步骤一的编织过程中，前梳每腊克送经量3300mm，后梳每腊克送经量

1200mm。

[0016] 本发明步骤三的编织过程中，前梳每腊克送经量1900mm，后梳每腊克送经量

980mm。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水透气针织

床单及其制作工艺，由不同纤维原料所组成，面料表面通过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贴合

以及防水透气整理，使其不仅可以吸湿透气，还可以防止水进入床体，同时表面为棉/粘胶

混纺经编组织设计，使该床单既比市面上常见的机织床单更柔软亲肤，舒适度高，又比普通

纬平针床单更加耐磨，抗起毛起球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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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防水透气针织床单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组织垫纱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组织穿纱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棉/粘胶混纺纤维层组织仿真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涤纶纤维层组织垫纱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涤纶纤维层组织穿纱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涤纶纤维层组织仿真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参见附图，本发明实施例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尺寸为100*200cm或120*200cm或

150*200cm或180*200cm或200*220cm，包括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

膜2和涤纶纤维层3。

[0027] 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设置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和涤纶纤维层3之间；聚

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与涤纶纤维层3通过湿固化胶固定在一起；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

混膜2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通过热压胶合固定在一起。

[0028] 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采用棉和粘胶混纺的方式，将两者混纺，使织物不仅具有良

好的吸湿性能，而且便于织造和染色，产品寿命长，且棉纤维细长柔软，吸湿性好，耐强碱，

耐有机溶剂，耐漂白以及隔热耐热，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染色和纺织加工，具体的，棉/粘胶

混纺纤维层1采用42S/3的棉纱，350D/3的粘胶纤维。本实施例中，粘胶纤维为高湿模量和强

力粘胶纤维，高湿模量和强力粘胶纤维不仅具有良好的吸湿性，易于染色，而且湿强度高，

初始模量大，弹性恢复性佳，织物不易变形起皱。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

经编组织，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采用经编方式进行织造，经编织物与普通机织物相比，手感

更柔软，更舒适亲肤，透气性更佳，且具有一定的弹性；经编织物与普通纬编织物相比，线圈

结构更稳定，织物不易变形，耐磨性与抗起毛起球性均优于普通纬编织物。棉/粘胶混纺纤

维层1的组织的垫纱运动为GB1:1-0/3-4//；GB2:1-0/0-1//。

[0029] 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的膜面呈半透明状。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将PU 

弹性材料和PVDF  疏水材料共混，起到互补的作用。聚氨酯是常用的膜材料之一，具有良好

的生理适应性、透气性、防水透湿性，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其具有一定的亲水性；聚偏氟

乙烯是一种半结晶型聚合物膜材料，具有良好的疏水性、韧性和化学性质；将两者共混，可

制备出综合性能良好的共混膜。

[0030] 涤纶纤维层3的组织为双梳栉满穿经编组织，前梳满穿涤纶低弹丝，后梳满穿半消

光涤纶丝，涤纶低弹丝是涤纶化纤的一种变形丝类型，它是以聚酯切片为原料，采用高速纺

制涤纶预取向丝，再经牵伸假捻加工而成，它除具有一般涤纶断裂强度和弹性模量高、热定

型性优异、回弹性能好、耐热性、耐光性  、耐腐蚀性强、易洗快干等特点外，还具有膨松性

高、隔热性好、手感舒适、光泽柔和等特点；半消光涤纶是由TiO2含量为0.3%-0.5%的聚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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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纺制的涤纶，是涤纶常规品种之一，因其切片中含有TiO2，可使光线向不同方向漫射，使

纺制的纤维光泽变暗，起到半消光作用；涤纶的耐高温性，可使面料更容易与聚氨酯和聚偏

氟乙烯防水透气共混膜结合，面料抗拉伸性能强，不易撕裂，并且在高温复合的同时保证表

面纤维不受损伤。涤纶纤维层3的组织垫纱运动为GB1:1-0/6-7//；GB2:1-0/1-2//。涤纶纤

维层3采用76dtex/24f半消光涤纶和76dtex/24f涤纶低弹丝。

[0031] 一种防水透气针织床单的制作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涤纶纤维纱进行处理，并且纺织成涤纶纤维层3；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整经：采用分段整经将经编机一把梳栉用的全部纱线分成几份，卷绕成狭幅的分段

经轴，再将分段经轴组装成经编机用的整根经轴，供经编机使用；

(2)编织：在两梳高速经编机上进行编织，设定编织程序，前梳每腊克送经量3300mm，后

梳每腊克送经量1200mm；

(3)后整理：水洗→染色→整理→烘干→拉幅定型，制成涤纶纤维层3。

[0032] 步骤二、制作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并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和涤

纶纤维层3固定在一起；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纺丝溶液制备：以二甲基甲酰胺和丙酮的混合溶剂分别制备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

偏氟乙烯纺丝溶液，纺丝溶液中热塑性聚氨酯和聚偏氟乙烯的质量分数均为12%，混合溶剂

中二甲基甲酰胺与丙酮体积配比为4:6；然后将聚氨酯纺丝溶液和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共

混，共混后，聚氨酯和聚偏氟乙烯质量比为7：3，80  ℃下加热搅拌至充分溶解，制得聚氨酯-

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

  (2)湿固化胶配置：以乙酸乙醋为溶剂配制40wt  %的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

(3)静电纺丝：采用静电纺丝将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均匀喷涂到与之具有很好粘结牢

度的涤纶纤维层3上；静电纺丝可调电压为0一50  kV，注射器针头内径为0.5  mm，接收距离

为10  cm，纺丝电压为14  kV，纺丝液流量1ml/h。

[0033] (4)成膜：用静电纺丝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随即喷到未干的湿固化胶

上，纺丝时间为40-50min；待干后，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即成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

混膜2，并且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和涤纶纤维层3固定在一起；

以上步骤中，通过将聚氨酯湿固化胶溶液和聚氨酯-聚偏氟乙烯纺丝溶液依次喷涂于

涤纶纤维层3上，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织物的透气性。

[0034] 步骤三、棉和粘胶进行处理，并且纺织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具体操作步骤如

下:

(1)  整经：采用分段整经将经编机一把梳栉用的全部纱线分成几份，卷绕成狭幅的分

段经轴，再将分段经轴组装成经编机用的整根经轴，供经编机使用；

(2)  编织：在两梳高速经编机上进行编织，设定编织程序，前梳交替满穿棉纱和粘胶，

后梳满穿棉纱，前梳每腊克送经量1900mm，后梳每腊克送经量980mm；

  (3)后整理；水洗→预定型→染色→转移印花，制成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

[0035] 步骤四、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进行热压胶合；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将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的外表面进行杂质处理；

(2)将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放置在放膜架上，并通过引膜轮将其引入热熔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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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上胶；

(3)对上过胶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进行预热；

(4)将预热后的聚氨酯-聚偏氟乙烯共混膜2与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引入热压辊中进行

热压合；

(5)将经过热压合的面料引入冷却辊中进行冷却，冷却后利用收卷机收卷起来即可。

[0036] 实施例2：

本实施例内容与实施例1内容基本相同，相同部分内容不再重复，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

编织涤纶纤维层3时，前后梳均满穿150D涤纶丝；编织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时，各组分所占

质量比为：棉纤维：粘胶纤维=5:1。

[0037] 实施例3：

本实施例内容与实施例1内容基本相同，相同部分内容不在重复，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

编织涤纶纤维层3时，前后梳均满穿，垫纱数码为GB1:1-0/1-2/3-4/3-2//,GB2:3-4/3-2/1-

0/1-2；  编织棉/粘胶混纺纤维层1时，前后梳均满穿，垫纱数码为GB1:1-0/1-2/3-4/3-2//,

GB2:3-4/3-2/1-0/1-2。

[0038]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其零、部件的形状、所取名

称等可以不同，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作的举例说明。凡依

据本发明专利构思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者简单变化，均包括于本发

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内。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

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发明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

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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