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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料及凉感席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面料及凉感席，涉及床

上用品领域。包括：编织材料层，所述编织材料层

包括聚酯纤维丝线以及附着在所述聚酯纤维丝

线外周的艾叶提取物。能够在保证使用舒适度的

同时，具有抗菌杀菌的作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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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料，其特征在于，包括：编织材料层，所述编织材料层包括聚酯纤维丝线以及

附着在所述聚酯纤维丝线外周的艾叶提取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还包括纤维锦纶丝线，所述纤维

锦纶丝线编织于所述编织材料层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还包括网孔状织物层，所述网

孔状织物层与所述编织材料层层叠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孔状织物层的制作材料为纳米三明

治纺织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锦纶丝线上还包括有玉石矿粉颗

粒，所述玉石矿粉颗粒附着在所述纤维锦纶丝线上。

6.一种凉感席，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面料，还包括有床裙，所述

床裙连接设置在所述面料边缘。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凉感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裙环绕连接在所述面料外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凉感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裙为针织面料。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凉感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床裙在远离所述面料的一侧边还设

置有松紧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凉感席，其特征在于，所述松紧带环绕所述床裙外周整周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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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料及凉感席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床上用品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面料及凉感席。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在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就床上用品而

言，除了外观上的要求之外，还希望床上用品能够有益于身体健康。

[0003] 现有技术的床上用品，尤其是直接与人体接触使用的床上凉感席，通常主要关注

于贴身使用的舒适度以及延长使用寿命之间的平衡，或者外形美观方面的考虑，在对于使

用者身体健康方面的考虑还不是很明显。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面料及凉感席，能

够在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同时，具有抗菌杀菌防螨的作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方面，提供一种面料及凉感席，包括：编织材料层，所述编

织材料层包括聚酯纤维丝线以及附着在所述锦纶丝线外周的艾叶提取物。

[0007] 在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面料还包括纤维锦纶丝线，纤维锦纶丝线编织于编

织材料层中。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面料还包括网孔状织物层，网孔状织物层与编织

材料层层叠连接。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网孔状织物层的制作材料为三明治网布纺织材

料。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纤维锦纶丝线上还包括有玉石矿粉颗粒，玉石矿

粉颗粒附着在纤维锦纶丝线上。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凉感席，包括如上所述任一项面料，还包括有床

裙，床裙连接设置在面料边缘。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床裙环绕连接在面料外周。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床裙为针织面料。

[0014]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床裙在远离面料的一侧边还设置有松紧带。

[001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松紧带环绕床裙外周整周设置。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包括：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面料及凉感席，涉及床上用品领域。包括：编织材料层，所述

编织材料层包括聚酯纤维丝线以及附着在所述聚酯纤维丝线外周的艾叶提取物。应用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的面料制作的床上用品如凉感席，能够在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同时，具有抗菌

杀菌的作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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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

看作是对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面料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面料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网孔状织物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凉感席结构示意图。

[0023] 图标：100-席面；101-编织材料层；102-聚酯纤维丝线；103-纤维锦纶丝线；104-网

孔状织物层；110-床裙；120-松紧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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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

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0025] 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

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实用新型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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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定义和解释。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

是该实用新型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

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

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区

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8] 此外，术语“水平”、“竖直”等术语并不表示要求部件绝对水平或悬垂，而是可以稍

微倾斜。如“水平”仅仅是指其方向相对“竖直”而言更加水平，并不是表示该结构一定要完

全水平，而是可以稍微倾斜。

[002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

置”、“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

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

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

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3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面料及凉感席，参照图1，包括：编织材料层101，编

织材料层101包括聚酯纤维丝线102以及附着在聚酯纤维丝线102外周的艾叶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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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具体的，将艾叶提取物附着在聚酯纤维丝线102上，将聚酯纤维丝线102通过编织

形成编织材料层101。聚酯纤维具有抗皱性和保型性好的优点，坚牢耐用，不粘毛；其次艾叶

含有大量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能够帮助调节人体内需求，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同时具有助睡安眠的功效，在夏季，还能够起到预防长包长疖生痱子、湿疹、皮肤瘙痒、清凉

吸湿、抗菌防螨、能有效去除床品上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霉菌等。

[0032] 需要说明的，将艾叶提取物附着在聚酯纤维丝线102上，可以是将聚酯纤维丝线

102浸泡在艾叶提取物中，以实现将艾叶提取物附着在聚酯纤维丝线102上的效果，也可以

是将艾叶提取物通过涂抹的方式或是吸附的方式使叶提取物附着在聚酯纤维丝线102上，

只要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就可以，此处不做限定。

[003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面料及凉感席，涉及床上用品领域。包括：编织材料层101，所

述编织材料层101包括聚酯纤维丝线102以及附着在所述聚酯纤维丝线102外周的艾叶提取

物。能够在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同时，具有抗菌杀菌的作用，有益于身体健康。

[0034] 示例的，参照图2，面料还包括纤维锦纶丝线103，纤维锦纶丝线103编织于编织材

料层101中。

[0035] 具体的，纤维锦纶丝线103与编织材料层101中的聚酯纤维丝线102编织在一起。纤

维锦纶具有耐用性好、吸湿性好等优点，在本实施例中，加入纤维锦纶丝线103，有益于身体

健康。

[0036] 需要说明的，纤维锦纶丝线103与聚酯纤维丝线102并不仅限于图2中的编织形式，

图2中的表现形式只是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内容，纤维锦纶丝线

103与聚酯纤维丝线102也可先进行拧线，再进行编织成面，只要能够将纤维锦纶丝线103与

编织材料层101中的聚酯纤维丝线102编织在一起就可以，此处不做限定。

[0037] 示例的，参照图3，面料还包括网孔状织物层104，网孔状织物层104与编织材料层

101层叠连接。网孔状织物层104可通过胶水或是编织的方式与编织材料层101层叠连接在

一起，网孔状织物层104具有透气性好、软硬适中的优点。

[0038] 需要说明的，网孔状织物层104与编织材料层101之间的连接方式，此处不做限定，

只要能够满足网孔状织物层104与编织材料层101层叠连接这种结构就可以。

[0039] 示例的，网孔状织物层104的制作材料为纳米三明治纺织材料。纳米纺织材料具有

良好的防霉、杀菌、除臭的优点。

[0040] 示例的，纤维锦纶丝线103上还包括有玉石矿粉颗粒，玉石矿粉颗粒附着在纤维锦

纶丝线103上。玉石矿粉颗粒能够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具有

安神、环节疲劳的优点。

[0041] 需要说明的，玉石矿粉颗粒附着在纤维锦纶丝线103上，可以是将玉石矿粉颗粒通

过吸附附着在纤维锦纶丝线103上，也可以是将玉石矿弄成块状通过纤维锦纶丝线103编织

在面料上等等，此处不做限定。

[004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凉感席，参照图4，包括上述任一项的面料组成的

席面100，还包括有床裙110，床裙110连接设置在席面100边缘。床裙110环绕连接在席面100

外周。床裙110能够保证在凉感席使用过程中，将床垫进行遮挡，防止灰尘散落在床垫上，以

保持保持床上的清洁。

[0043] 需要说明的，床裙110与席面100一周边缘连接，可以是通过编织连接在一起，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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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通过拉链装置连接在一起，此处只表述位置关系，连接方式不做限定。

[0044] 示例的，床裙110为针织面料。针织面料具有良好的弹性和延展性，在使用是可以

将床裙110边缘压在床垫下，针织面料的弹性和延展性可以更大限度的满足各种厚度床垫

的要求。

[0045] 实例的，床裙110在远离席面100的一侧还设置有松紧带120，松紧带120环绕床裙

110外周整周设置。松紧带120的加设，可以进一步的优化在床裙110压在床垫下时的稳定

性，通过松紧带120，进一步固定凉感席的位置，需要打理时也更加方便。

[0046] 需要说明的，此处所述的凉感席只是为了更加清楚的表述本实用新型案例的具体

情况，而不限定上述面料只能够用于席面100上，也可以是枕头、被罩、垫子等等的床上用

品，此处只做用途说明，不做具体限定。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528695 U

6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09528695 U

7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09528695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