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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向导湿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单向导湿面料，由经

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物；表纬

纱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

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经纱采用棉

包涤纶的包芯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

力丝，里纬纱采用丙纶长丝。本实用新型所提供

的单向导湿面料，具有持久的快速单向导湿的功

能，无需在布面添加具有单向导湿性能的化学药

品，污染小，能耗降低，面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手感柔软、轻薄，同时具有一定的弹力，使服装穿

着更加舒适、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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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由经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物；表

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经纱

采用棉包涤纶的包芯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力丝，里纬纱采用丙纶长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经纱中的涤纶为可溶性的涤

纶，经纱的纱线密度为12S～30S。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纬纱采用50D～150D的丙

纶、20D～70D的氨纶弹力丝的混纺纱，所述里纬纱采用150D～300D的丙纶长丝。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层和里层的组织结构均采

用3/1右斜纹，且纬纱起始点位置不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导湿面料的组织结构如

下：

表纬纱与里纬纱间隔而织；

每根表纬纱上经浮长为6，每组经组织点之间设置有2个纬组织点；

每根里纬纱上经浮长为7，每组经组织点之间设置有1个纬组织点；

表纬纱上的2个纬组织点与里纬纱上的纬组织点相邻，并且设置在其左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导湿面料为牛仔

面料，经纱选用靛蓝纱线。

7.一种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由经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物；表

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

其中，经纱为中空棉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力丝，里纬纱采用拒水性的丙纶

长丝。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纬纱采用50D～150D的丙

纶、20D～70D的氨纶弹力丝的混纺纱，所述里纬纱采用150D～300D的丙纶长丝。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层和里层的组织结构均采

用3/1右斜纹，且纬纱起始点位置不同。

10.根据权利要求7~9任一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导湿面料为牛

仔面料，经纱选用靛蓝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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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向导湿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纱线领域，主要涉及一种单向导湿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不同于其它服装，牛仔服装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化沉淀，依然是衣中的常青树。其款

式设计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其核心的变化和附加值体现在面料和后整理工艺上，在面料方

面，牛仔面料的组织结构依然大多数还是使用3/1右斜纹，同时2/1、1/1、网纹、2/2斜纹与小

提花等结构也有所运用。更为重要的是，有诸多新型的纺织纤维陆续在牛仔服装上得到应

用，并引起流行风潮。例如，女性喜欢穿修身、紧身的服装来突显曲线美，以含有弹性纤维的

混纺纱线作为纬纱用于牛仔织造，使得牛仔服装具有弹性，穿着更加舒适，运动自如。另外

还有诸如抗菌、抗紫外、保暖、阻燃、冰凉、吸湿排汗等功能性纤维的引入，以保证服装适应

不同的需求。

[0003] 牛仔服装以其厚实、粗旷、耐磨等特性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

提高，消费意识和健康意识也在不断的提高，越来越追求穿着的舒适性、保健与环保。市场

上功能性的牛仔面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穿着牛仔服装可以任意去搭配自己喜欢穿着

的衣服，但在天气炎热的夏天，人体因温度较高会出大量的汗，由于一般的牛仔服装比较厚

实，透气性较差，人体的汗液不能及时的排出来，因而人们因汗液粘附在皮肤表面而不舒

服，也会引起细菌滋生，影响身体健康，因此人们需要穿着一种可以快速单向导湿的衣服，

让汗液能够及时通过衣服排出，同时水不能通过面料表面渗透到里层，保持皮肤的干爽，满

足人们对穿着的舒适性与功能性的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单向导湿面料，通过

使用功能性纤维和改进面料交织结构，使面料具有持久的单向导湿功能，旨在解决现有牛

仔服装汗液不能及时排出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单向导湿面料，其中，由经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物；表纬纱

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经纱采用

棉包涤纶的包芯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力丝，里纬纱采用丙纶长丝。

[0007]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经纱中的涤纶为可溶性的涤纶，经纱的纱线密度

为12S～30S。

[0008]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表纬纱采用50D～150D的丙纶、20D～70D的氨纶

弹力丝的混纺纱，所述里纬纱采用150D～300D的丙纶长丝。

[0009]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表层和里层的组织结构均采用3/1右斜纹，且纬

纱起始点位置不同。

[0010]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单向导湿面料的组织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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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表纬纱与里纬纱间隔而织；

[0012] 每根表纬纱上经浮长为6，每组经组织点之间设置有2个纬组织点；

[0013] 每根里纬纱上经浮长为7，每组经组织点之间设置有1个纬组织点；

[0014] 表纬纱上的2个纬组织点与里纬纱上的纬组织点相邻，并且设置在其左上方。

[0015]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单向导湿面料为牛仔面料，经纱选用靛蓝纱线。

[0016] 一种单向导湿面料，其中，由经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物；表纬纱

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

[0017] 其中，经纱为中空棉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力丝，里纬纱采用拒水性的

丙纶长丝。

[0018]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表纬纱采用50D～150D的丙纶、20D～70D的氨纶

弹力丝的混纺纱，所述里纬纱采用150D～300D的丙纶长丝。

[0019]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表层和里层的组织结构均采用3/1右斜纹，且纬

纱起始点位置不同。

[0020] 所述的单向导湿面料，其中，所述单向导湿面料为牛仔面料，经纱选用靛蓝纱线。

[0021]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单向导湿面料，具有持久的快速单向导湿的功能，

无需在布面添加具有单向导湿性能的化学药品，污染小，能耗降低，面料具有良好的透气

性、手感柔软、轻薄，同时具有一定的弹力，使服装穿着更加舒适、自然。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单向导湿面料的组织循环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单向导湿面料的多个组织循环组合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单向导湿面料，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

加清楚、明确，以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

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让牛仔面料具有功能性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使用新型的功能性纤维，二是通过后

整理涂层工艺。但涂层会使面料表面具有一层薄膜，从而使面料的透气性变差，手感较僵

硬，同时最重要的是牛仔面料要经过洗水环节，洗水会破坏薄膜的结构与完整性，从而导致

面料具有功能性的功效很快失效。因此本实用新型中选用功能性纤维的同时改进面料的交

织结构，能够让面料具有更加持久的功能性，同时因很少运用到化学物质而更加环保。

[0026]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单向导湿面料，由经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

物；表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

织；

[0027] 其中，经纱采用亲水性棉包涤纶的包芯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力丝，里

纬纱采用拒水性的丙纶长丝。

[0028] 单向导湿以原理面料来讲，织物正反面亲、疏水性的不同，即织物外层是亲水而内

层疏水，使汗液从织物疏水的内层传输到织物亲水的外层，并在外层蒸发。表层采用斜纹组

织是面料布面经纱组织点更多，亲水性能更佳，因此从里层排出来的汗，能很快在表层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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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蒸发；里层采用斜纹，是使里层纬组织点更多，即丙纶纱线更多的呈现在织物的反面，形

成疏水的一面，这样皮肤出来的汗可以通过毛细效应，从疏水性的一层传输到外层，而外层

的水并不能通过渗透进入里面。因此，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更有利于单向导湿。

[0029] 采用上述的交织结构与纱线配合可以赋予所述单向导湿面料良好的导湿性能，使

得里层导出的水分在毛细效应、湿润梯度效应的作用下快速向表层散湿并蒸发，从而形成

里层干爽、快速单向排汗的效果，极大的提高穿着者在湿汗状态下的湿热舒适感，同时表层

保持了棉的亲肤舒适性，手感柔软，使面料具有优良的服用性能；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

纺弹力丝，可以使面料具有一定的弹力，使服装穿着更加舒适、自然。而且，本实用新型中无

需在布面添加具有单向导湿性能的化学试剂，污染小，能耗低，对环境友好；且没有经过化

学试剂处理的面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手感柔软，市场应用前景大。

[0030] 优选地，所述的经纱中涤纶为可溶性的涤纶，经纱的纱线密度为12S～30S。经纱采

用棉包涤纶的包芯纱，在后整理工艺后，该涤纶能够溶解，使经纱成为中空棉纱，棉纤维本

身有大量的羟基，亲水性能好，变成中空的棉纱，亲水性能更佳，同时汗水从里层通过毛细

效应和湿润梯度效应传输时，中空棉里外会存在压力差，可以增强汗水传递的能力，因此使

单向导湿的性能更佳。

[0031] 优选地，所述表纬纱采用50D～150D的丙纶、20D～70D的氨纶弹力丝的混纺纱，所

述里纬纱采用150D～300D的丙纶长丝。采用上述粗细范围的纱线，对纱支的线密度范围进

行约束，里纬纱比表纬纱要粗一些，由于该织物使用同一根经纱，里纬纱粗一些，能够使织

物反面更多的呈现只有里纬纱的效果，达到更好的疏水性；另外，选取该密度的氨纶弹力丝

的混纺纱，也是比较常用的规格。

[0032] 优选地，所述单向导湿面料为牛仔面料，经纱选用靛蓝纱线。由于一般的牛仔服装

比较厚实，透气性较差，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可以改善牛仔面料的缺点，使牛仔面料也可

以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0033] 优选地，所述表层和里层的组织结构均采用3/1右斜纹。在牛仔面料中，主要的组

织结构3/1斜纹、2/1斜纹、平纹、断纹，采用3/1组织结构，能够使面料实现里外层亲、疏水性

的两面，达到单向导湿的效果，通过不同的纬纱起始点开始相互编织而成的双层织物。具体

地，如图1和图2所示，图1为所述单向导湿面料的组织循环，图2为多个组织循环的示意图，

所述单向导湿面料的组织结构如下：

[0034] 表纬纱与里纬纱间隔而织；

[0035] 每根表纬纱上经浮长为6，每组经组织点之间设置有2个纬组织点；

[0036] 每根里纬纱上经浮长为7，每组经组织点之间设置有1个纬组织点；

[0037] 表纬纱上的2个纬组织点与里纬纱上的纬组织点相邻，并且设置在其左上方。

[0038] 当所述的经纱中涤纶为可溶性的涤纶时。经纱采用棉包涤纶的包芯纱，在后整理

工艺后，该涤纶能够溶解，使经纱成为中空棉纱，因此本实用新型中还提供一种单向导湿面

料，是经过后整理处理后的面料，其结构如下：

[0039] 由经纱、表纬纱和里纬纱交织而成的双层织物；表纬纱与经纱交织而成表层，里纬

纱与经纱交织而成里层，表层和里层均采用斜纹组织；

[0040] 其中，经纱为中空棉纱，表纬纱采用丙纶和氨纶混纺弹力丝，里纬纱采用拒水性的

丙纶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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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实施例

[0042] 所述表层和里层的组织结构均采用3/1右斜纹，通过不同的纬纱起始点开始相互

编织而成的双层织物，其面料交织结构如图1和图2所示。

[0043] 所述的经纱采用亲水性棉包涤纶的包芯纱，所述经纱中的涤纶为可溶性的涤纶，

经纱线密度为16S。所述表纬纱采用150D的丙纶、40D的氨纶弹力丝的混纺纱，里纬纱采用

300D的丙纶长丝。

[0044] 对织造得到的面料进行常规的后整理，烧毛、退浆、松式洗水、预缩。

[0045] 将制成的单向导湿面料进行性能检测，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6] 表1

[0047]

[0048]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单向导湿面料，具有持久的快速单向导湿的功能，无需在布

面添加具有单向导湿性能的化学药品，污染小，能耗降低，面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手感柔

软、轻薄，同时具有一定的弹力，使服装穿着更加舒适、自然。

[0049] 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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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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