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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口袋式裆部及其内

裤。该口袋式裆部及其内裤，包括内层裆片和外

层裆片，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之间形成放置卫生

用品的口袋，在内层裆片和/或外层裆片上分别

设有内层取放口和外层取放口，所述内层裆片为

镂空组织结构或网眼组织结构，内层裆片和外层

裆片均采用疏水性纤维编织而成。该口袋式裆部

及其内裤，裆部是由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合围形

成的口袋式结构，可容纳护垫或生活用纸，人们

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很方便地更换护垫或

生活用纸，以保持私处环境的清洁、干爽，杜绝细

菌滋生和存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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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包括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之间

形成放置卫生用品的口袋，在内层裆片和/或外层裆片上分别设有内层取放口和外层取放

口，所述内层裆片为镂空组织结构或网眼组织结构，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均采用疏水性纤

维编织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镂空组织结构的孔径为8-10mm，网

眼组织结构的孔径为2-4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内层取放口和外层取放口的侧边均

设有弹性锁边或弹性包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内层裆片包括左右两侧的第一内层

纵向裆片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第一内层纵向裆片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的接合处形成内层

取放口，第一内层纵向裆片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的接合处错搭在一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内层裆片包括前后分布的若干个横

向裆片，相邻两横向裆片之间形成内层取放口，每个横向裆片的左右侧边分别与外层裆片

的左右侧边闭合在一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最前侧横向裆片的前侧边与外层裆

片的前侧边敞开设置，最后侧横向裆片的后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后侧边闭合在一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外层裆片包括左右两侧的第一外层

裆片和第二外层裆片，第一外层裆片和第二外层裆片的接合处形成外层取放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袋式裆部，其特征在于：外层取放口的两侧边通过至少一个

连接件相互连接在一起，所述连接件为纽扣或子母贴。

9.一种包含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口袋式裆部的女式内裤，其特征在于：包括裤身和

裆部，所述外层裆片采用假罗纹组织结构。

10.一种包含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口袋式裆部的男式内裤，其特征在于：包括裤身

和裆部，所述外层裆片采用平纹组织结构编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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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口袋式裆部及其内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口袋式裆部及其内裤。

背景技术

[0002] 女式内裤及男式内裤的裆部位置是比较容易被尿液或者分泌物浸润潮湿的位置，

如果经常处于潮湿状态，不仅穿起来会让人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给各种细菌提供了

适宜的生长繁殖环境，当细菌达到一定数量时，容易使泌尿或者生殖系统发生炎症等疾病。

因此，内裤需要具有较好吸湿性和透气性，并且需要定期洗晒内裤保持干净和干爽。然而，

人们在旅游、出差、探亲等期间，洗晒内裤很不方便，像纯棉等面料虽然吸湿透气性好，但洗

后不易晾干，而一次性内裤的吸湿性和透气性都很差，穿着又不舒服，还有可能给各种病菌

创造条件，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安全隐患。此外，女性在经量较少或者私处分泌物较多时有

使用护垫的习惯，为了防止卫生护垫移位，护垫的背面都设置背胶，但质量较差的护垫背面

的粘胶会容易粘在内裤上，破坏女性私处的卫生条件。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传统男、女士内

裤裆部位置容易滋生细菌，并且，由于工作或者其他原因不能保证每天清洗内裤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设计合理、便于放置卫生用品、保持私处干爽、干净卫生的

口袋式裆部及其内裤，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口袋式裆部，包括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之间形成放置

卫生用品的口袋，在内层裆片和/或外层裆片上分别设有内层取放口和外层取放口，所述内

层裆片为镂空组织结构或网眼组织结构，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均采用疏水性纤维编织而

成。

[0006] 优选地，镂空组织结构的孔径为8-10mm，网眼组织结构的孔径为2-4mm。

[0007] 优选地，内层取放口和外层取放口的侧边均设有弹性锁边或弹性包边。

[0008] 优选地，内层裆片包括左右两侧的第一内层纵向裆片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第一

内层纵向裆片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的接合处形成内层取放口，第一内层纵向裆片和第二内

层纵向裆片的接合处错搭在一起。

[0009] 优选地，内层裆片包括前后分布的若干个横向裆片，相邻两横向裆片之间形成内

层取放口，每个横向裆片的左右侧边分别与外层裆片的左右侧边闭合在一起。

[0010] 优选地，最前侧横向裆片的前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前侧边敞开设置，最后侧横向裆

片的后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后侧边闭合在一起。

[0011] 优选地，外层裆片包括左右两侧的第一外层裆片和第二外层裆片，第一外层裆片

和第二外层裆片的接合处形成外层取放口。

[0012] 优选地，外层取放口的两侧边通过至少一个连接件相互连接在一起，所述连接件

为纽扣或子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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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一种包含所述口袋式裆部的女式内裤，包括裤身和裆部，所述外层裆片采用假罗

纹组织结构。

[0014] 一种包含所述口袋式裆部的男式内裤，包括裤身和裆部，所述外层裆片采用平纹

组织结构编织而成。

[0015]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裆部是由内层裆片和外层裆片合围形成的口袋式结构，可容纳护垫或生活用

纸，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很方便地更换护垫或生活用纸，以保持私处环境的清

洁、干爽。

[0017] (2)对于女式内裤来讲，口袋式裆部中可以放入护垫或生活用纸，护垫不用沾在内

裤上进行固定，因此传统的护垫可以不需要再设置背胶，由此，如果改用生活用纸替代护

垫，则从根本上杜绝了护垫背胶对女性健康的危害，解决了因卫生护垫的底层塑料膜而使

私处密不透风的问题。

[0018] (3)生活用纸或护垫放入口袋式裆片后，避免其侧边与皮肤摩擦接触，这样不会给

皮肤带来持续性的刺激。

[0019] (4)内层裆片利用细旦丙纶的疏水性及芯吸效应的特性，能有效地把私处的残液、

分泌物、皮肤皱褶中湿汽转移到护垫或生活用纸上，不会被私处的残液、分泌物污染，穿着

时可持续保持皮肤干爽透气，显著提高了内裤的舒适性和卫生性，而且从根本上杜绝了细

菌滋生和存活的条件。

[0020] (5)内裤面料利用细旦丙纶纤维的极强疏水性，使面料很难被沾污和吸收异味，使

内裤清洗更加容易，洗后一甩即干，即洗即穿，非常方便，也不易残留臭味，裤身及裆部面料

对人体的皮肤有亲和力不会造成过敏反应，适合长时间穿着，这样内裤能持续保持干爽、透

气、清洁，满足人们对衣着健康卫生的要求。

[0021] (6)对于男式内裤来讲，口袋式裆部内层裆片采用弹性的镂空组织结构进行编织，

外层裆片采用弹性的平纹组织结构的进行编织；而且外层取放口的设置也使裆部有了更好

收缩与扩张的幅度，让裆部能够有最大空间来适应更多的男性需求，这样穿起来不会感到

紧绷，穿着更加惬意和健康。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外层裆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内层裆片为镂空组织结构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内层裆片为网眼组织结构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内层裆片为镂空组织结构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内层裆片为网眼组织结构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实用新型应用于女式内裤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图6的后视图；

[0029] 图8为本实用新型应用于男式内裤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为图8的后视图。

[0031] 图中，1、内层裆片，2、外层裆片，3、内层取放口，4、外层取放口，5、连接件，11、第一

内层纵向裆片，12、第二内层纵向裆片，13、横向裆片，21、第一外层裆片，22、第二外层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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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并结合其附图，对本实

用新型进行详细阐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图3中所示，一种口袋式裆部，包括内层裆片1和外层裆片2，内层裆片1和外

层裆片2之间形成放置卫生用品的口袋，口袋长约150-160mm，外形与护垫相形配；在内层裆

片1和/或外层裆片2上分别设有内层取放口3和外层取放口4，可方便取放、整理护垫或生活

用纸；外层取放口的长度100-120mm；所述内层裆片1为镂空组织结构或网眼组织结构，其可

以呈现出四面弹性；内层裆片1和外层裆片2均采用疏水性纤维编织而成；具体的，所述内层

裆片采用底纱为20D/30D/24F的细旦丙纶包覆纱，面纱为50D/72F细旦丙纶纱线，外层裆片

采用底纱为20D/30D/24F细旦丙纶包覆纱，面纱为75D/72F的细旦丙纶纤维纱线，贴身肤感

柔软、舒适。

[0035] 镂空组织结构和网眼组织结构采用常规工艺编织，镂空组织结构的孔径为8-

10mm；网眼组织结构的孔径为2-4mm。在口袋中放置护垫时，适于选用镂空组织结构的内层

裆片，放置生活用纸时，适于适于选择网眼组织结构的内层裆片，防止卫生用纸从孔中透

出。

[0036] 内层取放口3和外层取放口4的侧边均设有弹性锁边或弹性包边。具体的，取放口

侧边采用三线、夹缝弹力带进行密拷的工艺进行锁边，锁边的缝线采用细旦丙纶缝线，让其

侧边更薄、更窄、更软、更细腻，并有弹性、又不易变形；做密拷跟锁边的做法是一样的，就是

把针距调密，再把切边调到最小，锁边时夹缝弹力带，这样车缝的取放口的边缘不会因为太

厚、太硬、无弹而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0037] 外层裆片包括左右两侧的第一外层裆片21和第二外层裆片22，第一外层裆片21和

第二外层裆片22的接合处形成外层取放口。外层取放口的两侧边通过至少一个连接件5相

互连接在一起，所述连接件为纽扣或子母贴，这样可以防止护垫及生活用纸的滑出。

[0038] 内层裆片包括左右两侧的第一内层纵向裆片11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12，第一内层

纵向裆片11和第二内层纵向裆片12的接合处形成内层取放口3，第一内层纵向裆片11和第

二内层纵向裆片12的接合处错搭在一起。

[0039] 实施例2：

[0040] 如图4-图5中所示，内层裆片1包括前后分布的若干个横向裆片13，相邻两横向裆

片13之间形成内层取放口3，相邻两横向裆片的间隔为5-10mm，每个横向裆片13的左右侧边

分别与外层裆片2的左右侧边闭合在一起。最前侧横向裆片的前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前侧边

敞开设置，最后侧横向裆片的后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后侧边闭合在一起。

[0041] 具体的横向裆片13的数量可以选择三个，即从前往后设置的第一横向裆片、第二

横向裆片、第三横向裆片，此时，第一横向裆片的前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前侧边敞开设置形成

内层取放口，第三横向裆片的后侧边与外层裆片的后侧边闭合在一起。

[0042] 上述两个实施例所述口袋式裆部中，内层裆片与口袋中卫生用品形成了一个单向

导湿系统，内层裆片能有效地把私处的残液、分泌物、皮肤皱褶中湿汽传送到口袋中的卫生

用品上，而且内、外层裆片上设置的取放口也使裆部通风透气更加顺畅，从而加速了口袋中

卫生用品吸湿快干的速度，这样湿、热在私处不会停留，能够持续保持私处干爽，而且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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裆片传送湿汽后也不会黏在皮肤上，穿着体验既干爽又舒适。

[0043] 如图6-图7中所示，具体应用在女式内裤时，女式内裤包括裤身和所述口袋式裆

部，所述口袋式裆部的外层裆片采用假罗纹组织结构编织而成。例如，采用2+2假罗纹组织

结构编织时，外层裆片有横向拉伸时，具备较大的延伸性及较好的弹性回复性，另外，外层

裆片在正反面线圈纵行数相同的罗纹组织中，卷边力也彼此平衡，因而基本不卷边，穿着时

非常舒适，不会有束缚感同时也不易变形。

[0044] 如图8-图9中所示，具体应用在男式内裤时，男式内裤包括裤身和所述口袋式裆

部，所述外层裆片采用平纹组织结构编织而成。

[0045] 本实用新型内裤使用意大利圣东尼公司生产的SM8-TOP2-S型无缝内衣针织机进

行裤身及裆片的织造，口袋式裆部的外层裆片与裤身为无缝衔接，裤身采用添纱组织的方

式进行编织，以1+1、2+2假罗纹和平针组织复合设计编织而成，具体采用75D/72F细旦丙纶

纤维纱线，使面料很难被沾污和吸收异味，使内裤清洗更加容易，洗后一甩即干，即洗即穿。

[0046]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不能作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所做出的任何替代改进或变换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内。

[0047]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之处，均为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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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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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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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210054656 U

9



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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