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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

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基层和耐磨表层，基层由

经纱和纬纱平纹编织而成，耐磨表层由两针道的

上针和两针道的下针针织而成，以十二路为一个

循环，第一路、第四路、第七路和第十路的纱线采

用弹力耐磨纱，弹力耐磨纱包括由若干氨纶纤维

加捻而成的芯纱，芯纱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耐磨

丝，耐磨丝由若干芳纶纤维加捻而成。本实用新

型的有益性：由于弹力耐磨纱的芯纱外侧螺旋包

缠有若干由芳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耐磨丝，从而使

得由现有的鸟眼布制作而成的外衣在频繁与外

界摩擦接触时也不易磨损，大大延长了外衣的穿

着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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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层(1)和耐磨表层(2)，所述基层(1)由经

纱(3)和纬纱(4)平纹编织而成，所述耐磨表层(2)由两针道的上针和两针道的下针针织而

成，以十二路为一个循环，第一路、第四路、第七路和第十路的纱线采用弹力耐磨纱，所述弹

力耐磨纱包括由若干氨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芯纱(5)，所述芯纱(5)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耐磨

丝(6)，所述耐磨丝(6)由若干芳纶纤维加捻而成，第二路、第五路、第八路和第十一路的纱

线采用吸湿抑菌纱，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九路的纱线采用抗静电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磨表层(2)中第一

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

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三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

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四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

第五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六路的组织结构依

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第七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

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八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

织，第九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十路的组织结构

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

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

成圈组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湿抑菌纱由吸湿丝

(7)和抑菌丝(8)同向并捻而成，所述吸湿丝(7)由若干富强纤维加捻而成，所述抑菌丝(8)

由若干竹原纤维加捻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特征在于：所述抗静电纱由若干铜离

子纤维加捻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经纱(3)包括纱芯

(9)，所述纱芯(9)由若干涤纶纤维加捻而成，所述纱芯(9)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亲肤丝

(10)，所述亲肤丝(10)由若干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混纺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其特征在于：所述纬纱(4)由锦纶纤维

单丝(11)、苎麻纤维单丝(12)和棉纤维单丝(13)同向并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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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面料，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品位的日益提高，人们的着装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即

由最初的注重保暖、实用到崇尚休闲、运动，强调服装既舒适合体、随意自然，又能体现时尚

感，并且在艺术效果上表现完美、品质超群。

[0003] 鸟眼布是一种功能性面料，也就是我们说吸汗面料，由于面料的表面有很小的细

孔，看起来像小鸟的眼睛，所以被称之为鸟眼布。

[0004] 现有的鸟眼布一般为纬编针织面料，且主要用于制作时装、T恤、运动服、外衣等，

而当其用于制作外衣时，由于目前市面上的鸟眼布通常不具备较好的耐磨效果，使得由现

有的鸟眼布制作而成的外衣常常会因为频繁与外界接触而磨损，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衣的穿

着寿命。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易磨损的舒适耐磨

鸟眼布。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舒适耐磨鸟眼

布，包括基层和耐磨表层，所述基层由经纱和纬纱平纹编织而成，所述耐磨表层由两针道的

上针和两针道的下针针织而成，以十二路为一个循环，第一路、第四路、第七路和第十路的

纱线采用弹力耐磨纱，所述弹力耐磨纱包括由若干氨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芯纱，所述芯纱外

侧螺旋包缠有若干耐磨丝，所述耐磨丝由若干芳纶纤维加捻而成，第二路、第五路、第八路

和第十一路的纱线采用吸湿抑菌纱，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九路的纱线采用抗静电纱。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鸟眼布包括基层和耐磨表层，其中基层为平纹组织，

平纹组织具有质地坚牢，挺括，表面平整的特点，从而使得基层表面光滑平整，贴覆人体后

使人感到舒适，同时质地牢固，不易断裂，延长了基层的使用寿命，且由于在耐磨表层中，其

上下针的第一路、第四路、第七路和第十路的纱线均采用弹力耐磨纱，弹力耐磨纱包括由氨

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芯纱，且芯纱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由芳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耐磨丝，氨纶

纤维具有极好的弹性，使得芯纱具有极好的弹性拉伸性能，从而使得弹力耐磨纱受到拉伸

后易于恢复原状，不易断裂，芳纶纤维具有极好的耐磨性，使得耐磨丝的耐磨性极其出色，

使得由现有的鸟眼布制作而成的外衣在频繁与外界摩擦接触时也不易磨损，大大延长了外

衣的穿着寿命。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耐磨表层中第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

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

成圈组织，第三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四路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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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五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

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六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

织、成圈组织，第七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八路

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九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

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十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

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

第十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耐磨表层中第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

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

圈组织，第三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四路的组织

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五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

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六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

成圈组织，第七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八路的组

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九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

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十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

织、浮线组织，第十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

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使得耐磨表层表面能编

织出若干分布均匀的鸟眼，增加了面料的透气性，使得人们在穿着由该鸟眼布制成的衣物

时不易感到闷热。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吸湿抑菌纱由吸湿丝和抑菌丝同向并捻而成，所

述吸湿丝由若干富强纤维加捻而成，所述抑菌丝由若干竹原纤维加捻而成。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吸湿抑菌纱由吸湿丝和抑菌丝同向并捻而成，其中，

吸湿丝由若干富强纤维加捻而成，抑菌丝由若干竹原纤维加捻而成，富强纤维具有较好的

强度、弹性和吸湿效果，使得吸湿抑菌纱强度和弹性较好，织物更为结实耐用，且吸湿效果

出色，能较好的吸附人体产生的汗液，更为干爽舒适，竹原纤维具有较好的透气透湿性和抑

菌性，从而实现了吸湿抑菌纱的抑菌效果，使得面料内部不易滋生细菌，更为干净卫生，且

透气透湿性出色，使人体穿着更加不易感到闷热。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抗静电纱由若干铜离子纤维加捻而成。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抗静电纱由若干铜离子纤维加捻而成，铜离子纤维

具有极好的抗菌性和导电性，使得抗静电纱不仅较好的抗菌效果，使得面料更加不易滋生

细菌，同时也具有较好的导电性，使得面料在与外界摩擦接触时不易产生静电，穿着更为舒

适。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经纱包括纱芯，所述纱芯由若干涤纶纤维加捻而

成，所述纱芯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亲肤丝，所述亲肤丝由若干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混

纺而成。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经纱包括由若干涤纶纤维加捻而成的纱芯，且纱芯

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由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混纺而成的亲肤丝，涤纶纤维具有较好的

弹性和保形性，使得经纱弹性较好且保形性出色，从而使得该鸟眼布形状挺括且不易产生

褶皱，形状更为美观，莫代尔纤维具有较好的亲肤柔软性，莱赛尔纤维具有光泽自然、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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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润、强度高、基本不缩水，而且透湿性、透气性好的特点，使得基层更为光滑柔顺，贴覆人

体后使人感觉更为舒适。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纬纱由锦纶纤维单丝、苎麻纤维单丝和棉纤维单

丝同向并捻而成。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纬纱由锦纶纤维单丝、苎麻纤维单丝和棉纤维单丝

同向并捻而成，锦纶纤维具有极好的强度和耐磨性，苎麻纤维具有较好的抑菌防霉性和透

气性，棉纤维具有较好的吸湿保暖性，使得基层耐磨性较好，不易破损，同时抑菌防霉性较

好，不易滋生细菌且吸湿保暖性出色，使人体感到温暖舒适。

[001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由于弹力耐磨纱包括由氨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芯纱，且芯纱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由

芳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耐磨丝，氨纶纤维具有极好的弹性，使得芯纱具有极好的弹性拉伸性

能，从而使得弹力耐磨纱受到拉伸后易于恢复原状，不易断裂，芳纶纤维具有极好的耐磨

性，使得耐磨丝的耐磨性极其出色，使得由现有的鸟眼布制作而成的外衣在频繁与外界摩

擦接触时也不易磨损，大大延长了外衣的穿着寿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基层的编织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耐磨表层的三角配置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弹力耐磨纱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吸湿抑菌纱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经纱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纬纱的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基层；2、耐磨表层；3、经纱；4、纬纱；5、芯纱；6、耐磨丝；7、吸湿丝；8、

抑菌丝；9、纱芯；10、亲肤丝；11、锦纶纤维单丝；12、苎麻纤维单丝；13、棉纤维单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0] 请参阅图1至图3所示，一种舒适耐磨鸟眼布，包括基层1和耐磨表层2，基层1由经

纱3和纬纱4平纹编织而成，耐磨表层2由两针道的上针和两针道的下针针织而成，其花型以

十二路为一个循环，第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

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三路的组织结构依次

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四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

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五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

织，第六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第七路的组织结构

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八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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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九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

组织，第十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一路的组织

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

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

[0031] 请参阅图4所示，耐磨表层2中第一路、第四路、第七路和第十路的纱线采用弹力耐

磨纱，弹力耐磨纱包括由若干氨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芯纱5，芯纱5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耐磨

丝6，耐磨丝6由若干芳纶纤维加捻而成。

[0032] 请参阅图5所示，第二路、第五路、第八路和第十一路的纱线采用吸湿抑菌纱，吸湿

抑菌纱由吸湿丝7和抑菌丝8同向并捻而成，吸湿丝7由若干富强纤维加捻而成，抑菌丝8由

若干竹原纤维加捻而成。

[0033] 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九路的纱线采用由若干铜离子纤维加捻而成的抗静电纱。

[0034] 请参阅图6所示，经纱3包括纱芯9，纱芯9由若干涤纶纤维加捻而成，纱芯9外侧螺

旋包缠有若干亲肤丝10，亲肤丝10由若干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混纺而成。

[0035] 请参阅图7所示，纬纱4由锦纶纤维单丝11、苎麻纤维单丝12和棉纤维单丝13同向

并捻而成。

[0036] 由于鸟眼布包括基层1和耐磨表层2，其中基层1为平纹组织，平纹组织具有质地坚

牢，挺括，表面平整的特点，从而使得基层1表面光滑平整，贴覆人体后使人感到舒适，同时

质地牢固，不易断裂，延长了基层1的使用寿命，且由于在耐磨表层2中，其上下针的第一路、

第四路、第七路和第十路的纱线均采用弹力耐磨纱，弹力耐磨纱包括由氨纶纤维加捻而成

的芯纱5，且芯纱5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由芳纶纤维加捻而成的耐磨丝6，氨纶纤维具有极好

的弹性，使得芯纱5具有极好的弹性拉伸性能，从而使得弹力耐磨纱受到拉伸后易于恢复原

状，不易断裂，芳纶纤维具有极好的耐磨性，使得耐磨丝6的耐磨性极其出色，使得由现有的

鸟眼布制作而成的外衣在频繁与外界摩擦接触时也不易磨损，大大延长了外衣的穿着寿

命。

[0037] 由于耐磨表层2中第一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

组织，第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三路的组织结

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四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

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第五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

圈组织，第六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第七路的组织

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集圈组织，第八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

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九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

集圈组织，第十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一路的

组织结构依次为成圈组织、成圈组织、集圈组织、浮线组织，第十二路的组织结构依次为浮

线组织、浮线组织、成圈组织、成圈组织，使得耐磨表层2表面能编织出若干分布均匀的鸟

眼，增加了面料的透气性，使得人们在穿着由该鸟眼布制成的衣物时不易感到闷热。

[0038] 由于吸湿抑菌纱由吸湿丝7和抑菌丝8同向并捻而成，其中，吸湿丝7由若干富强纤

维加捻而成，抑菌丝8由若干竹原纤维加捻而成，富强纤维具有较好的强度、弹性和吸湿效

果，使得吸湿抑菌纱强度和弹性较好，织物更为结实耐用，且吸湿效果出色，能较好的吸附

人体产生的汗液，更为干爽舒适，竹原纤维具有较好的透气透湿性和抑菌性，从而实现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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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抑菌纱的抑菌效果，使得面料内部不易滋生细菌，更为干净卫生，且透气透湿性出色，使

人体穿着更加不易感到闷热。

[0039] 由于抗静电纱由若干铜离子纤维加捻而成，铜离子纤维具有极好的抗菌性和导电

性，使得抗静电纱不仅较好的抗菌效果，使得面料更加不易滋生细菌，同时也具有较好的导

电性，使得面料在与外界摩擦接触时不易产生静电，穿着更为舒适。

[0040] 由于经纱3包括由若干涤纶纤维加捻而成的纱芯9，且纱芯9外侧螺旋包缠有若干

由莫代尔纤维和莱赛尔纤维混纺而成的亲肤丝10，涤纶纤维具有较好的弹性和保形性，使

得经纱3弹性较好且保形性出色，从而使得该鸟眼布形状挺括且不易产生褶皱，形状更为美

观，莫代尔纤维具有较好的亲肤柔软性，莱赛尔纤维具有光泽自然、手感滑润、强度高、基本

不缩水，而且透湿性、透气性好的特点，使得基层1更为光滑柔顺，贴覆人体后使人感觉更为

舒适。

[0041] 由于纬纱4由锦纶纤维单丝11、苎麻纤维单丝12和棉纤维单丝13同向并捻而成，锦

纶纤维具有极好的强度和耐磨性，苎麻纤维具有较好的抑菌防霉性和透气性，棉纤维具有

较好的吸湿保暖性，使得基层1耐磨性较好，不易破损，同时抑菌防霉性较好，不易滋生细菌

且吸湿保暖性出色，使人体感到温暖舒适。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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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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