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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透气面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透气面料，包括面料

基层，面料基层由多层基布平行排列组成，相邻

的两个基布之间均设有连接层，连接层呈波浪状

设置，连接层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面料基层

的顶部设有上设有第一网格层，第一网格层的上

表面设有第二网格层，第一网格层和第二网格层

之间设有透气夹层，透气夹层包括多个均匀排列

的透气条相邻的透气条之间设有弹性加强条，弹

性加强条与透气条之间设有粘接层，第二网格层

的上表面设有透气纤维层。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

果是：通过将连接部设置成波浪状，这样可以减

少与人体之间的接触面积，使面料不会附着在人

体上，从而提升人体穿着时的舒适性。又因为连

接部上开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可以有效提高面

料的透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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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气面料，其特征在于：包括面料基层(1)，所述面料基层(1)由多层基布(11)平

行排列组成，相邻的两个基布(11)之间均设有连接层(12)，所述连接层(12)呈波浪状设置，

所述连接层(12)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13)，所述面料基层(1)的顶部设有上设有第一网

格层(14)，所述第一网格层(14)的上表面设有第二网格层(15)，所述第一网格层(14)和第

二网格层(15)之间设有透气夹层(2)，所述透气夹层(2)包括多个均匀排列的透气条(21)相

邻的透气条(21)之间设有弹性加强条(22)，所述弹性加强条(22)与透气条(21)之间设有粘

接层(23)，所述第二网格层(15)的上表面设有透气纤维层(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气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基层(1)的下表面设有

吸汗层(3)，所述吸汗层(3)上设有若干第二透气孔(31)，所述第二透气孔(31)与透气条

(21)的位置相互对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气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纤维层(4)由稻杆纤维

交错编织而成，所述透气纤维层(4)上设有若干第三透气孔(41)，所述第三透气孔(41)斜向

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气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条(21)为海绵条，所述

透气条(21)与第一网格层(14)、第二网格层(15)之间均通过粘接连接，所述弹性加强条

(22)与第一网格层(14)、第二网格层(15)之间也通过粘接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透气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气孔(13)、第二透气

孔(31)内均设有竹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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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气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面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透气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面料使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材料，用于制造成衣、床上用品等产品。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物用品的舒适度及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现有的

面料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透气效果不足，一些厂家往往会在面料上添加一些

图案或者纹路，而这些图案或者纹路往往是不透气的，这就会导致面料的透气性能进一步

下降。

[0003] 如公开号为CN212765124U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透气面料，包括纯棉层，所述

纯棉层的一侧外表面等距粘附有多个鱼丝短线，多个所述鱼丝短线沿竖直方向分为多组，

每组所述鱼丝短线的一侧外表面之间均粘附有鱼丝长线，每组所述鱼丝短线与鱼丝长线的

外表面之间均粘附有第一牛奶棉线，每两组所述第一牛奶棉线的外表面均等距粘附有多个

第二牛奶棉线，每个所述第二牛奶棉线的两端均粘附于纯棉层的一侧外表面，且每两个相

邻的第二牛奶棉线交错分布。

[0004] 上述面料通过纯棉层、第一牛奶棉线和第二牛奶棉线之间形成的空间来透气，并

通过氨纶面料来保持面料的弹性，通过氨纶面料的一侧粘附的微多孔疏水性层来增加面料

的防水性，但是采用微多孔疏水性层会导致面料的透气效果降低，使面料的透气效果不足，

穿着者长时间穿着还是会产生闷热。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透气面料。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透气面料，包括面料基层，所述面料基层由

多层基布平行排列组成，相邻的两个基布之间均设有连接层，所述连接层呈波浪状设置，所

述连接层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所述面料基层的顶部设有上设有第一网格层，所述第一

网格层的上表面设有第二网格层，所述第一网格层和第二网格层之间设有透气夹层，所述

透气夹层包括多个均匀排列的透气条相邻的透气条之间设有弹性加强条，所述弹性加强条

与透气条之间设有粘接层，所述第二网格层的上表面设有透气纤维层。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包括面料基层，面料基层采用涤纶和氨纶编织而成，通过

采用涤纶和氨纶进行混合编织，可以使面料具有良好的弹性，增加了面料的整体弹性效果，

面料基层由多层基布平行排列组成，相邻的两个基布之间均设有连接层，连接层与基布之

间通过缝纫连接在一起，可以提高连接强度，连接层呈波浪状设置，可以减少与人体皮肤接

触的面积，提高穿着舒适度，连接层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第一透气孔的设置可以提高面

料整体的透气效果，面料基层的顶部设有上设有第一网格层，第一网格层的上表面设有第

二网格层，第一网格和第二网格也具有一定的透气效果，第一网格层和第二网格层之间设

有透气夹层，透气夹层包括多个均匀排列的透气条相邻的透气条之间设有弹性加强条，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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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强条与透气条之间设有粘接层，粘接层的设置可以提高弹性加强条和透气条之间的连

接强度，第二网格层的上表面设有透气纤维层，透气纤维层的设置可以对面料起到保护作

用。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面料基层的下表面设有吸汗层，所述吸汗层上设

有若干第二透气孔，所述第二透气孔与透气条的位置相互对应。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面料基层的下表面设有吸汗层，其中，吸汗层为一

种组合式的面料，内层是聚酯类化纤，外层是棉或者以棉为主的混纺，当人体出汗时，聚酯

内层首先接触汗液，而聚酯本身不吸汗，棉的吸汗性能使它能从聚酯纤维缝隙中夺取汗液，

聚酯纤维的空隙把汗液快速传递给外层的棉，保持了身体的干爽，第二透气孔与透气条的

位置相互对应，可以提高透气效果。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透气纤维层由稻杆纤维交错编织而成，所述透气

纤维层上设有若干第三透气孔，所述第三透气孔斜向设置。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稻杆纤维是一种植物纤维，具有较好的吸水透气的性能，

同时稻杆纤维还是一种环保材料，使用稻杆纤维编织可以提高环保效果，透气纤维层上设

有若干第三透气孔，第三透气孔斜向设置，斜向设置的第三透气孔可以防止雨水直接通过

第三透气落入面料内部。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透气条为海绵条，所述透气条与第一网格层、第二

网格层之间均通过粘接连接，所述弹性加强条与第一网格层、第二网格层之间也通过粘接

连接。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海绵条具有良好的透气效果，可以进一步提高面料的透

气性能，弹性条为弹性橡胶或弹性硅胶，具有良好的弹性，通过设有弹性条可以提高面料的

弹性，使穿着者更加舒适，透气条与第一网格层、第二网格层之间均通过粘接连接，弹性加

强条与第一网格层、第二网格层之间也通过粘接连接，通过粘接连接可以提高连接的稳定

性。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透气孔、第二透气孔内均设有竹炭纤维。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竹炭纤维通过缝制连接在第一透气孔和第二透气孔内壁

上，可以使面料具有吸湿透气、抑菌抗菌、绿色环保的优点，还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细菌和杂

质，保护人体。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通过在相邻的基布之间设有连接层，连接层呈波浪状设置，且连接层上设有若

干第一透气孔，基布之间通过连接层连接在一起，增强了连接强度。通过将连接部设置成波

浪状，这样可以减少与人体之间的接触面积，使面料不会附着在人体上，从而提升人体穿着

时的舒适性。又因为连接部上开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可以有效提高面料的透气性能；

[0018] 2、通过设有透气夹层，透气基层由多条弹性加强条和透气条间隔排列组成，透气

条可以提高面料的透气效果，弹性加强条可以提高面料的弹性，使面料穿着时更加舒适；

[0019] 3、通过在连接层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在吸汗层上设有若干第二透气孔，并在

第一透气孔、第二透气孔内均设有竹炭纤维，可以在提高透气效果的同时提高面料抗菌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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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附图标记为：1、面料基层；11、基布；12、连接层；13、第一透气孔；14、第一网格

层；15、第二网格层；2、透气夹层；21、透气条；22、弹性加强条；23、粘接层；3、吸汗层；31、第

二透气孔；4、透气纤维层；41、第三透气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

1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3] 一种透气面料，包括面料基层1，面料基层1由多层基布11平行排列组成，相邻的两

个基布11之间均设有连接层12，连接层12呈波浪状设置，连接层12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

13，面料基层1的顶部设有上设有第一网格层14，第一网格层14的上表面设有第二网格层

15，第一网格层14和第二网格层15之间设有透气夹层2，透气夹层2包括多个均匀排列的透

气条21相邻的透气条21之间设有弹性加强条22，弹性加强条22与透气条21之间设有粘接层

23，第二网格层15的上表面设有透气纤维层4。

[0024] 优化的，包括面料基层1，面料基层1采用涤纶和氨纶编织而成，通过采用涤纶和氨

纶进行混合编织，可以使面料具有良好的弹性，增加了面料的整体弹性效果，面料基层1由

多层基布11平行排列组成，相邻的两个基布11之间均设有连接层12，连接层12与基布11之

间通过缝纫连接在一起，可以提高连接强度，连接层12呈波浪状设置，可以减少与人体皮肤

接触的面积，提高穿着舒适度，连接层12上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13，第一透气孔13的设置可

以提高面料整体的透气效果，面料基层1的顶部设有上设有第一网格层14，第一网格层14的

上表面设有第二网格层15，第一网格和第二网格也具有一定的透气效果，第一网格层14和

第二网格层15之间设有透气夹层2，透气夹层2包括多个均匀排列的透气条21相邻的透气条

21之间设有弹性加强条22，弹性加强条22与透气条21之间设有粘接层23，粘接层23的设置

可以提高弹性加强条22和透气条21之间的连接强度，第二网格层15的上表面设有透气纤维

层4，透气纤维层4的设置可以对面料起到保护作用。

[0025] 优化的，面料基层1的下表面设有吸汗层3，吸汗层3上设有若干第二透气孔31，第

二透气孔31与透气条21的位置相互对应，通过在面料基层1的下表面设有吸汗层3，其中，吸

汗层3为一种组合式的面料，内层是聚酯类化纤，外层是棉或者以棉为主的混纺，当人体出

汗时，聚酯内层首先接触汗液，而聚酯本身不吸汗，棉的吸汗性能使它能从聚酯纤维缝隙中

夺取汗液，聚酯纤维的空隙把汗液快速传递给外层的棉，保持了身体的干爽，第二透气孔31

与透气条21的位置相互对应，可以提高透气效果。

[0026] 优化的，透气纤维层4由稻杆纤维交错编织而成，透气纤维层4上设有若干第三透

气孔41，第三透气孔41斜向设置，稻杆纤维是一种植物纤维，具有较好的吸水透气的性能，

同时稻杆纤维还是一种环保材料，使用稻杆纤维编织可以提高环保效果，透气纤维层4上设

有若干第三透气孔41，第三透气孔41斜向设置，斜向设置的第三透气孔41可以防止雨水直

接通过第三透气落入面料内部。

[0027] 优化的，透气条21为海绵条，透气条21与第一网格层14、第二网格层15之间均通过

粘接连接，弹性加强条22与第一网格层14、第二网格层15之间也通过粘接连接，海绵条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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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透气效果，可以进一步提高面料的透气性能，弹性条为弹性橡胶或弹性硅胶，具有良

好的弹性，通过设有弹性条可以提高面料的弹性，使穿着者更加舒适，透气条21与第一网格

层14、第二网格层15之间均通过粘接连接，弹性加强条22与第一网格层14、第二网格层15之

间也通过粘接连接，通过粘接连接可以提高连接的稳定性。

[0028] 优化的，第一透气孔13、第二透气孔31内均设有竹炭纤维，竹炭纤维通过缝制连接

在第一透气孔13和第二透气孔31内壁上，可以使面料具有吸湿透气、抑菌抗菌、绿色环保的

优点，还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细菌和杂质，保护人体。

[0029]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基于上述实施例而获得的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

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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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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