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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玻尿酸保湿面料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玻尿酸的保湿面料，包括

面料基层和渗透在面料基层中的玻尿酸部分，面

料基层是通过经线和纬线相互编织而成，其中经

线采用角鲨烷/富强纤维，纬线采用天丝纤维、蛋

白纤维、丙纶纤维；面料基层经过浸轧工艺使面

料浸入含玻尿酸的整理液中，并经热定型和烘干

交联固化，使玻尿酸部分牢固地吸附在面料基层

上，得到所述保湿面料，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包含

改面料的服装以及处理改面料的整理液。本发明

提供的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能够提供长久

的缓释保湿效果，耐久性极佳，水洗100次以上仍

然具有良好的保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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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包括面料基层和渗透在面料基层中的玻尿酸部分，

其特征在于：

1)面料基层是通过经线和纬线相互编织而成，其中所述的经线采用角鲨烷/富强纤维，

所述纬线采用天丝纤维、蛋白纤维、丙纶纤维；

2)将步骤1)所述的面料基层经过浸轧工艺使面料浸入含玻尿酸的整理液中，并经热定

型和烘干交联固化，使玻尿酸部分牢固地吸附在面料基层上，得到所述保湿面料；

所述含玻尿酸的整理液的重量比组成为：

环保粘合剂20‑30％

交联剂5‑10％

低分子量玻尿酸组分10‑20％

高分子量玻尿酸组分5‑10％

甲壳素2‑5％

有机硅柔顺剂1‑2％

芳香剂0.5‑2％

水余量；

所述环保粘合剂为水性羟基丙烯酸树脂；

所述交联剂为水性异氰酸酯、水性氨基树脂、环氧树脂；

所述低分子量玻尿酸的分子量为50‑100万，高分子量玻尿酸的分子量为600‑1000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其特征在于，低分子量玻尿酸组分

与高分子量玻尿酸的质量比为2:1。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的整理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湿

面料整理液的重量比组成为：

环保粘合剂20‑30％

交联剂5‑10％

低分子量玻尿酸组分10‑20％

高分子量玻尿酸组分5‑10％

甲壳素2‑5％

有机硅柔顺剂1‑2％

芳香剂0.5‑2％

水余量；

所述低分子量玻尿酸的分子量为50‑100万，高分子量玻尿酸的分子量为600‑1000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整理液，其特征在于，低分子量玻尿

酸组分与高分子量玻尿酸的质量比为2:1。

5.一种服装，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保湿面料加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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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玻尿酸保湿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纺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含玻尿酸保湿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服装市场的需要也正

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穿着的轻便舒适、功能性以及满足不同地域气候等的需求，

服装面料在满足基本的轻、柔、顺、垂等要求时，个性化、功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崇尚自然、

舒适美观、护理方便和卫生保健等功能也逐渐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这些因素促进和推动

了纺织纤维原料和服装面料的发展。

[0003] 如专利CN201110357681.3公开了一种护肤天然纺织材料及其制造方法，有甲壳素

纤维、牛奶蛋白纤维、天丝纤维混纺而成，混纺纤维上至少含有芳香剂，通过三种纤维混纺

后，可以充分发挥三者的优点，使产品同时具有抑菌防臭、润肌养肤、吸湿柔软舒适功能，同

时通过含有芳香剂微胶囊的后整理，面料成为含芳香剂微胶囊的最好载体，面料通过微胶

囊芳香剂缓释，可实施芳香的功能疗法，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对人

体健康具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0004] 专利CN201110146805.3公开了一种芦荟整理面料，包括织物层，所述芦荟整理面

料还包括一层芦荟整理层，被固定在所述织物层的表面，由该面料制备的家纺制品接触人

体肌肤，会产生舒服、滋润、放松的感觉，对于美肤、护肤具有良好的作用，有助于促进肌肤

健康，保湿效果好，具有优异的抗静电性，抗菌性，具有柔软、舒适的手感和滑爽飘逸垂坠的

风格。

[0005] 目前所揭示的多为多功能的保健纺织面料，通过多种面料进行复合或进行各种功

能涂层整理，从而达到医疗保健、穿着舒适、及保暖等作用。

[0006] 本申请主要是针对北方冬天天气干燥的气候环境，提供一种能够用于长久缓释保

湿的面料，虽然现有的专利技术中有提到制备的面料具备一定的保湿效果，但保湿效果不

够持久，或者面料经多次水洗后保湿效果显著下降。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该面

料具有柔软、舒适的手感，提供一定的抗菌、抗静电功能，还能够提供长久缓释的保湿效果。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在一个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提供一种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

包括面料基层和渗透在面料基层中的玻尿酸部分，其特征在于：

[0009] (1)面料基层是通过经线和纬线相互编织而成，其中所述的经线采用角鲨烷/富强

纤维，所述纬线采用天丝纤维、蛋白纤维、丙纶纤维；

[0010] (2)将步骤(1)所述的面料基层经过浸轧工艺使面料浸入含玻尿酸的整理液中，并

经热定型和烘干交联固化，使玻尿酸部分牢固地吸附在面料基层上，得到所述保湿面料。

[0011] 其中所述整理液中含有两种不同分子量的玻尿酸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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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采用的角鲨烷/富强纤维是通过将角鲨烷揉入到富强纤维内部而得到的一种

功能纤维，其富含角鲨烷，对皮肤有极好的亲和性、保湿效果，不会引起过敏和刺激，同时能

够促进活性成分向皮肤中的渗透，同时胶鲨烷/富强纤维在后续的交联固化中能够通过一

定的交联作用，提高整理液与面料基层的结合，胶鲨烷/富强纤维的使用对于提高面料基层

与玻尿酸部分的结合力，保持面料的长久缓释保湿、促进小分子量玻尿酸的向皮肤中的渗

透是有利的。

[0013]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本申请提供了如下的含玻尿酸的整理液，按重量比组成为：

[0014] 环保粘合剂20‑30％

[0015] 交联剂5‑10％

[0016] 低分子量玻尿酸组分10‑20％

[0017] 高分子量玻尿酸组分5‑10％

[0018] 甲壳素2‑5％

[0019] 有机硅柔顺剂1‑2％

[0020] 芳香剂0.5‑2％

[0021] 水余量。

[002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低分子量玻尿酸组分与高分子量玻尿酸的质量比

为1:1‑4:1，进一步优选两者的质量比为2:1。

[0023]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低分子量玻尿酸的分子量为50‑100万，高分子量

玻尿酸的分子量为600‑1000万。

[0024] 本发明中的整理液中采用两种不同分子量的玻尿酸配合使用，能够更好、更持久

地保持保湿效果，具体地小分子量的玻尿酸能够透过皮肤吸收，营养肌肤，深层持久保湿，

而大分子量的玻尿酸具有优良的保湿性、润滑性和稳定作用，能够阻隔外来灰尘、紫外线灯

的入侵，保护皮肤；通过两种不同分子量玻尿酸的选择使用，能够解决皮肤表面缺水干燥的

问题，还能改善皮肤自身的补水和锁水效果，两者之间用量的调整，对于皮肤长久保湿是更

加有利的。

[0025]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环保粘合剂为水性羟基丙烯酸树脂，所述交联剂

为水性异氰酸酯、水性氨基树脂、水性环氧树脂中的一种。

[0026] 本发明通过环保粘合剂和交联剂的加入，面料基层在浸入整理液后，经热定型和

烘干过程中，能够提高组分之间的交联作用，提高面料基层与整理液之间的结合，使玻尿酸

等组分牢固地吸附在面料基层上，对于避免面料由于水洗等因素导致的保湿能力的下降是

有利的。

[0027]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中，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服装，该服装由上述所述的

保湿面料加工形成的。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采用的角鲨烷/富强纤维，其富含角鲨烷，对皮肤有极好的亲和性、保湿

效果，不会引起过敏和刺激，同时能够促进活性成分向皮肤中的渗透，同时胶鲨烷/富强纤

维在后续的交联固化中能够通过一定的交联作用，提高整理液与面料基层的结合，胶鲨烷/

富强纤维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面料基层与玻尿酸部分的结合力，保持面料的长久缓释保湿、

促进小分子量玻尿酸的向皮肤中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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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2)本发明通过环保粘合剂和交联剂的加入，面料基层在浸入整理液后，经热定型

和烘干过程中，能够提高组分之间的交联作用，提高面料基层与整理液之间的结合，使玻尿

酸等组分牢固地吸附在面料基层上，对于避免面料由于水洗等因素导致的保湿能力的下

降。

[0031] (3)本发明整理液中采用两种不同分子量的玻尿酸配合使用，能够解决皮肤表面

缺水干燥的问题，还能改善皮肤自身的补水和锁水效果，两者之间用量的调整，有利于皮肤

的长久保湿，同时甲壳素也能提供一定的抗菌和保湿作用。

[0032] (4)本发明提供的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能够提供长久的缓释保湿效果，耐久

性极佳，水洗100次以上仍然具有良好的保湿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说明，以便充分理解，但本发明不受下面

具体公司实施例的限制。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包括面料基层和渗透在面料基层中的玻尿酸部

分，其具体制备过程如下：

[0036] (1)面料基层的制备：基层通过经线和纬线相互编织而成，其中经线选用角鲨烷/

富强纤维，纬线选用天丝纤维；

[0037] (2)整理液配制：将以下各组分的按重量份数配料如下：水性羟基丙烯酸树脂20

份，水性异氰酸酯5份，分子量为80万的玻尿酸10份，分子量为600万的玻尿酸5份，甲壳素3

份，有机硅柔顺剂1份，芳香剂1份，水55份，将各组分充分混合均匀后，备用；

[0038] (3)将整理液用水作溶剂，配制成浓度为15％的整理剂加入到定型机的轧槽中，然

后将面料基层完全浸投于轧槽的溶液中10s，再经轧辊脱水；将浸轧过的面料基层经过60℃

的预烘后，再经过110℃烘干交联固化，即得保湿面料。

[0039] 实施例2‑4以及对比例1‑4中的面料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制备，具体面料基层

及整理液的组成如表1中所示。

[0040] 本发明中效果评价方法如下：

[0041] 保湿性效果评价：将实施例中的面料进一步加工制成相同的贴身衣物，提供给20

个受过肤感评估训练的测试者，先后以第1次水洗和第100次水洗以后穿着衣物的皮肤感受

进行保湿性效果评价。

[0042] 测试标准，采用1‑10分评估，取20个测试者平均分数进行效果评价。

[0043] 其中，1‑2分表示不满意，3‑4分表示较满意，5‑6分表示比较满意，7‑8分表示满意，

9‑10分表示非常满意。

[004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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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其中，表格中√表示面料基层中选择的的纤维种类。

[0047] 经过表1中，实施例1‑4与对比例1‑4的比较可知，本发明含玻尿酸的护肤保湿面料

能够提供长久的缓释保湿效果，耐久性极佳，水洗100次以上仍然具有极佳的保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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