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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面

料包括依次层叠的外基布调温层、相变纤维层、

内基布调温层，所述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

层均为相变纤维与粘胶纤维混纺形成的织造材

料层，所述相变纤维层由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

纺丝溶液经纺丝制成的相变纤维构成。将基布作

为接收基布，把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

进行湿法纺丝，制得相变纤维层；将两片覆有相

变纤维层的基布，以相变纤维面相互贴合，干燥，

制得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该面料具有轻质、

智能调温等特点，且生产方法简便高效，便于大

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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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包括依次层叠的外基布调温层、相变纤

维层、内基布调温层，所述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均为相变纤维与粘胶纤维混纺形成

的织造材料层，所述相变纤维与粘胶纤维的质量之比为3：7-7：3；所述相变纤维层由含有相

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经纺丝制成的相变纤维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基布调温层、所述内基

布调温层及所述相变纤维层中相变纤维为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分散在纺丝溶液中制得含有

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再经湿法纺丝制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材料微胶囊由壁材和

芯材组成，所述壁材为三聚氰胺-甲醛或酚类改性的三聚氰胺-甲醛，所述芯材为醇类。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材料微胶囊平均

粒径为150-160nm，所述相变材料壁材和芯材体积比为1:2-1:3，所述相变材料相变温度为5

～25℃，所述相变材料的相变焓为65-70J/g。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纺丝溶液是将纺丝材料溶

解于溶剂中制备得到，所述纺丝材料为吗啉、蚕丝蛋白、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

的纺丝溶液中纺丝材料质量分数为5-12％，相变材料微胶囊质量分数为50-6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基布调温层的厚度为10

～1000微米，外基布调温层的厚度为10～1000微米，所述内基布调温层、外基布调温层中相

变纤维的直径为1～5微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纤维层的质量占面料

总质量的60-70％，所述相变纤维层的厚度≤1000微米。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纺丝材料溶解于溶剂中，制备得到纤维聚合物溶液；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均匀分散

于纤维聚合物溶液中，制得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

纺丝溶液中纺丝材料质量分数为5-12％，相变材料微胶囊质量分数为50-60％；

2)将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制得相变纤维，相变纤维的直径为

1～5微米，并将长丝切割成短纤，与粘胶纤维混纺，制成织物作为智能调温面料的基布即外

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

3)以步骤2)制成的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为接收基布，将步骤1)制备的含有相

变材料微胶囊的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连续沉积在接收基布上，制得相变纤维层；

4)将步骤3)制备的两片覆有相变纤维层的基布，以相变纤维层面相互贴合，干燥，制得

所述全季候功能面料。

10.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天丝浆粕溶解于溶剂N,N-二甲基甲酰胺中，制备得到天丝纤维聚合物溶液；通过

原位聚合法以间苯二酚-改性三聚氰胺-甲醛为壁材，月桂醇为芯材制得相变材料微胶囊；

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均匀分散于天丝纤维聚合物溶液中，制得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

维纺丝溶液；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溶液中天丝浆粕质量分数为5-

12％，相变材料微胶囊质量分数为50-60％；

2)将天丝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并将长丝切割成短纤，与粘胶纤维混纺，制成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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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为智能调温面料的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

3)以步骤2)制成的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为接收基布，将步骤1)制备的含有相

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连续沉积在接收基布上，制得相变天丝纤

维层；

4)将步骤3)制备的两片覆有相变纤维层的基布，以相变纤维层面相互贴合，干燥，制得

相变天丝全季候功能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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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本发明属于纺织纤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功能性纺织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传统衣物利用

空气热传导率极小的特点，采用提高织物内部静止空气的方法避免热量散失，一般通过织

物的厚度和密度来调节保温散热效果，研发四季皆宜穿着的纺织品可满足人们对提高纺织

品技术含量的需求。

[0003] 智能调温纺织品通过相变材料从固态变成液态，吸收热量储存于纤维内部，当外

界环境温度降低，相变材料从液态变成固态，释放储存的热量，保持人体的温度，使人体微

气候环境舒适。目前，以相变材料为主要调温功能的调温纤维应用比较成熟的国家主要有

美国和瑞士，他们生产的调温纤维主要是微胶囊纺丝工艺技术，日本大和化学工业以研制

微胶囊浆料涂层技术见长。如能利用相变材料的特性，与普通纺织品相结合，将形成质轻、

智能调温的新型功能面料。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及其制备方法，将相变调温纤维与普

通织物相结合，制备得到具有智能调控温湿度能力、质轻等特点的新型全季候功能面料。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全季候功能面料，所述面料包括依次层叠的外基布调

温层、相变纤维层、内基布调温层，所述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均为相变纤维与粘胶

纤维混纺形成的织造材料层，所述相变纤维与粘胶纤维的质量之比为3：7-7：3；所述相变纤

维层由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经纺丝制成的相变纤维构成。

[0007] 优选的，所述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及所述相变纤维层中相变纤维为含有

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经湿法纺丝制得。

[0008] 优选的，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是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分散在纺丝溶

液中制得，所述纺丝溶液是将纺丝材料溶解于溶剂中制备得到。

[0009] 优选的，相变材料微胶囊由壁材和芯材组成，所述芯材和壁材均为有机物，所述壁

材为三聚氰胺-甲醛或酚类改性的三聚氰胺-甲醛，所述芯材由醇类制成。

[0010] 更优选的，所述相变材料微胶囊是通过原位聚合法以间苯二酚-改性三聚氰胺-甲

醛为壁材，月桂醇为芯材制成。

[0011] 优选的，所述相变材料微胶囊平均粒径为150-160nm，所述相变材料壁材和芯材体

积比为1:2-1:3，所述相变材料相变温度为5～25℃，所述相变材料的相变焓为65-70J/g。

[0012] 优选的，所述纺丝材料为吗啉、蚕丝蛋白、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优选的，所述纺丝材料中纤维素为天丝浆粕，优选的，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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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丝溶液是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分散在天丝浆粕纺丝溶液中制得。

[0014] 优选的，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中纺丝材料质量分数为5-12％，相

变材料微胶囊质量分数为50-60％，达到较好地调温效果。

[0015] 优选的，所述内基布调温层的厚度为10～1000微米，外基布调温层的厚度为10～

1000微米，所述内、外基布调温层中相变纤维的直径为1～5微米，达到了质轻的效果。

[0016] 优选的，所述相变纤维层的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60-70％。

[0017] 优选的，所述相变纤维层厚度≤1000微米。

[0018]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所述全季候功能面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将纺丝材料溶解于溶剂中，制备得到纤维聚合物溶液；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均匀

分散于纤维聚合物溶液中，制得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

囊的纺丝溶液中纺丝材料质量分数为5-12％，相变材料微胶囊质量分数为50-60％；

[0020] (2)将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制得相变纤维，相变纤维的

直径为1～5微米，并将长丝切割成短纤，与粘胶纤维混纺，制成织物作为智能调温面料的基

布即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调温层；

[0021] (3)以步骤(2)制成的内、外基布为接收基布，将步骤(1)制备的含有相变材料微胶

囊的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连续沉积在接收基布上，制得相变纤维层；

[0022] (4)将步骤(3)制备的两片覆有相变纤维层的基布，以相变纤维层面相互贴合，干

燥，制得本发明所述全季候功能面料。

[0023]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纺丝材料包含吗啉、蚕丝蛋白、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4]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纺丝材料中纤维素为天丝浆粕。

[0025] 更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纺丝材料为天丝浆粕、或天丝浆粕和蚕丝蛋白的混合

物。

[0026]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1)中，制备纤维聚合物溶液时还可添加柔软剂和/或抗

菌剂。

[0027] 本发明第三方面，提供优选的制备方法，具体为：所述全季候功能面料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将天丝浆粕溶解于溶剂N,N-二甲基甲酰胺中，制备得到天丝纤维聚合物溶液；

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均匀分散于天丝纤维聚合物溶液中，制得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

维纺丝溶液；所述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溶液中天丝浆粕质量分数为5-

12％，相变材料微胶囊质量分数为50-60％；

[0029] (2)将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并将长丝切割成

短纤，与粘胶纤维混纺，制成织物作为智能调温面料的内、外基布即外基布调温层、内基布

调温层；

[0030] (3)以步骤(2)制成的内、外基布为接收基布，将步骤(1)制备的含有相变材料的天

丝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连续沉积在接收基布上，制得相变天丝纤维层；

[0031] (4)将步骤(3)制备的两片覆有相变纤维层的基布，以相变纤维层面相互贴合，干

燥，制得相变天丝全季候功能面料。

[0032] 步骤(1)中，采用超声分散方法，分散5min，使溶液变成微胶囊分散液，确保相变材

料微胶囊在纺丝溶液中分散性较好。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171173 A

5



[0033] 本发明在步骤(1)中优选天丝浆粕作为纺丝材料溶解于溶剂中，制备天丝纤维聚

合物溶液，进而制备的相变纤维具有优异的物理机械性能。

[0034] 为了便于生产所述具有智能调温功能的全季候面料，本发明中所述相变纤维层是

将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纺丝溶液以湿法纺丝方式连续沉积在基布(外基布调温层和内基

布调温层)上，再将两片均沉积有相变材料的基布，以相变材料面贴合制得本发明所述全季

候面料。该面料具有较好的物理性能，并增强了相变纤维的调温能力。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6] 本发明提供的面料选用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纤维(优选天丝纤维)作为相变纤

维层，并在相变纤维层的两侧复合相变纤维与粘胶混纺的基布，在有限体积内最大限度获

得调温材料保有量，提高了面料的耐久性，获得轻质、调温面料。本发明优选的相变天丝全

季候功能面料可以通过湿度传感来吸收和发散水费，调节温度，使人体感觉舒适，实现全季

候的功能。

[0037] 本发明步骤(4)中将两片覆有相变纤维层的基布，以相变纤维面相互贴合，干燥，

制得所述的全季候功能面料，显著了提高面料的服用性、舒适性和精致的外观。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全季候功能面料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面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1)准备制造天丝纤维的原料：将纺丝材料天丝浆粕溶解于溶剂N,N-二甲基甲酰

胺中，制备天丝纤维聚合物溶液；

[0043] (2)为了提高天丝纤维的调温性能，所用的相变材料微胶囊是通过原位聚合法以

间苯二酚改性三聚氰胺-甲醛为壁材，月桂醇为芯材制成。

[0044] 采用超声分散方法将具有调温功能的相变材料微胶囊均匀分散于天丝纤维聚合

物溶液中，分散5min，使溶液变成微胶囊分散液，制得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

溶液，分散液中相变材料微胶囊的质量分数为60％，天丝浆粕质量分数为12％；

[0045] (3)将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制得相变纤维，相

变纤维直径为2微米，并将长丝切割成短纤，与粘胶纤维混纺成40S纱线通过喷气织机织造

成三上一下左斜纹，作为智能调温面料的内、外基布，其中相变纤维与粘胶纤维的质量之比

为3:7，内、外基布厚度分别为100微米、200微米；

[0046] (4)将步骤(2)制备的含有相变材料微胶囊的天丝纤维纺丝溶液进行湿法纺丝，以

步骤(3)制成的内、外基布为接收基布进行喷丝，制得300微米厚的相变天丝纤维层；

[0047] (5)将步骤(4)制备的两片覆有相变天丝纤维层的内、外基布，以相变纤维层面相

互贴合，干燥，粘合制得相变天丝全季候功能面料，相变纤维层的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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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面料由外到内依次包括外基布调温层1、相变纤维层2和内

基布调温层3，外基布调温层1和内基布调温层3均由粘胶与天丝相变纤维混纺成的40S纱线

通过喷气织机织造成三上一下左斜纹。该面料断裂强力为经向649cN，纬向543cN，断裂伸长

率为经向19％，纬向18％，DSC测试结果显示熔融峰为24.8℃，结晶峰为5.1℃。说明其调温

范围在5.1-24.8℃之间。

[0049] 相同克重的粘胶与天丝混纺40S纱线通过喷气织机织造成三上一下左斜纹，测试

结果为面料断裂强力为经向676cN，纬向565cN，断裂伸长率为经向16％，纬向15％，DSC测试

结果显示熔融峰为21℃，结晶峰为18℃。

[0050] 实施例2

[0051]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为了达到较好的调温效果，以及提升面料的亲肤性，将内基

布调温层由粘胶与天丝相变纤维混纺成的60S纱线通过大圆机织造成1+1罗纹，其他部分与

实施例1完全相同。该面料断裂强力为经向210cN，纬向198cN，断裂伸长率为经向14％，纬向

13％，DSC测试结果显示熔融峰为23℃，结晶峰为6℃。说明其调温范围在6-23℃之间。

[0052] 相同克重的粘胶与天丝混纺60S纱线通过大圆机织造成1+1罗纹，测试结果为面料

断裂强力为经向203cN，纬向257cN，断裂伸长率为经向14％，纬向15％，DSC测试结果显示熔

融峰为22℃，结晶峰为18.4℃。

[0053] 实施例3

[0054] 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达到较好的全季候性效果，控制相变纤维层

的厚度为700微米，天丝相变纤维的直径为2微米，其它部分与实施例2完全相同。

[0055] 该面料断裂强力为经向264cN，纬向201cN，断裂伸长率为经向15％，纬向14％，DSC

测试结果显示熔融峰为23.5℃，结晶峰为5℃。说明其调温范围在5-23.5℃之间。

[0056] 相同克重的粘胶与天丝混纺60S纱线通过大圆机织造成1+1罗纹，测试结果为面料

断裂强力为经向233cN，纬向234cN，断裂伸长率为经向15％，纬向15％，DSC测试结果显示熔

融峰为22.3℃，结晶峰为19℃。

[005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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