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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

构面料，面料正面为棉织物、反面为具有发热效

果的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

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空气层；将外层棉织

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

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起来，制备得到所述保暖服

装面料。本发明的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

料，发热纤维织物是一种可以将太阳光光能转化

为热能的纤维，具有极好的蓄热保温功能，正反

面之间的空气层能够进一步加强面料的保温效

果；棉织物预先进行了抗菌整理，采用壳聚糖和

丝胶进行整理，抑菌整理后棉织物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抑菌率为96 .5％，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

95.5％，H值为9.5cm，达到抗菌、亲肤的产品目标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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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暖服装面料，其特征在于，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为棉织物、反面为具有

发热效果的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空气层；

所述棉织物，经纱为棉麻纱/粘胶纤维按照58/42的比例纺成的17.15tex混纺纱，纬纱

为纯棉9.68tex纱，经密356根/10cm，纬密314根/10cm；

所述发热纤维织物，经纬纱均采用18tex发热纤维/棉混纺纱，发热纤维/棉纤维的比例

为65/35，经密为502根/10cm，纬密为346根/10cm；

将外层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起

来，制备得到所述保暖服装面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暖服装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热纤维由如下方法制

备：

1)将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乙醇水溶液中，配制成质量分数

为8％的偶联剂稀释液；

2)按照料液比1g：30-40mL将碳化锆粉体加入偶联剂稀释液中，先振荡5min，然后超声

20min，在500r/min的磁力搅拌条件下，水浴加热，逐渐升温到85℃，恒温回流55min，过滤，

将沉淀置于67℃鼓风干燥箱中干燥5-6h，研磨过200目筛，得到改性碳化锆粉体；

3)将聚丙烯树脂和改性碳化锆粉体按照质量之比为10:0.5-0.8混合后，放入塑料造粒

机中造粒，得到复合聚丙烯树脂；

4)将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75℃真空烘箱中干燥8-9h，使得含水率低于0.005％；

5)将烘干后的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纺丝机中纺丝，制得发热纤维；其中，纺丝参数如

下：螺杆各区温度：一区220-250℃，二区230-260℃，三区250-280℃，四区240-270℃，五区

230-260℃；过滤器温度230-260℃，纺丝箱温度240-27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暖服装面料，其特征在于，外层棉面料抗菌整理包括如

下步骤：

1)先用去离子型洗涤剂35℃洗涤棉织物20min，以除去织物上的油脂、果胶、木质素等

杂质，再使用蒸馏水冲洗3-5遍，最后将织物平整地铺在烘干架上，置于60℃电热恒温干燥

箱中，恒温干燥90min；

2)将丝胶溶解于热水中，配制成浓度为65g/L的丝胶溶液；将壳聚糖溶解于质量分数为

10％的醋酸水溶液中，配制成浓度为6-8mg/mL的壳聚糖溶液；

3)采用二浸二轧的工艺对棉织物进行浸轧处理，先进行浸轧丝胶，二浸二轧，轧液率

60％，完成后置于8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2min，再进行浸轧壳聚糖，二浸二轧，轧液率

60％，完成后置于8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2min，最后将棉织物放入100℃干燥箱中烘焙

2min，烘干之后取出，完成抗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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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暖服装面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服装面料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保暖服装面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保暖材料有天然保暖材料和化学保暖材料两种。天然保暖材料主要为羽绒等

动物毛发，蚕丝等蛋白石纤维、棉花等植物纤维。化学保暖材料主要以丝绵等石油提取物为

主。

[0003] 棉花等植物纤维作为天然产品，其保暖系数较低，因此用于冬季保暖时常显得较

为笨重。而羽绒等动物毛发，用于冬季保暖时虽能达到一定的系数，但是产品蓬松，且由于

其本身资源有限和工艺复杂，价格较高且产品较臃肿。蚕丝类蛋白质纤维，触手柔软舒适，

吸湿散湿性能优异，且保暖性好，给人以冬暖夏凉的感觉。化学保暖材料虽资源丰富价格低

廉，但目前还未出现有较理想的保暖系数的材料。

[0004] 公告号为CN202862676U，授权公告日2013年4月10日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保暖

面料，属于纺织领域，所述保暖面料由里至外依次为棉纶纤维层、保暖棉布层和人造革层共

三层复合而成，所述保暖棉布层内部设有多个空腔；所涉及的一种保暖面料，这种面料的棉

纶纤维层使面料具有很大的强度，保暖棉布层及其内部空腔的设计，使该面料具有很好的

保温效果，该面料表层的人造革层手感细腻，耐磨性和防水性能好。

[0005] 这种保暖面料由三层面料复合而成，使得面料具有良好的保暖效果，但是在长时

间穿着由该面料制成的服饰时，会感觉到闷热，带来不舒适够感，并且吸湿透气性差，使用

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为棉织物、

反面为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空气层；发热

纤维织物是一种可以将太阳光光能转化为热能的纤维，具有极好的蓄热保温功能，正反面

之间的空气层能够进一步加强面料的保温效果；棉织物预先进行了抗菌整理，采用壳聚糖

和丝胶进行整理，抑菌整理后棉织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为96.5％，大肠杆菌的抑菌

率为95.5％，H值为9.5cm，达到抗菌、亲肤的产品目标要求。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为棉织物、反面为具有发热效果的

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空气层；

[0009] 所述棉织物，经纱为棉麻纱/粘胶纤维按照58/42的比例纺成的17.15tex混纺纱，

纬纱为纯棉9.68tex纱，经密356根/10cm，纬密314根/10cm；

[0010] 所述发热纤维织物，经纬纱均采用18tex发热纤维/棉混纺纱，发热纤维/棉纤维的

比例为65/35，经密为502根/10cm，纬密为346根/10cm；

[0011] 将外层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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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制备得到所述保暖服装面料。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发热纤维由如下方法制备：

[0013] 1)将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乙醇水溶液中，配制成质量

分数为8％的偶联剂稀释液；

[0014] 2)按照料液比1g：30-40mL将碳化锆粉体加入偶联剂稀释液中，先振荡5min，然后

超声20min，在500r/min的磁力搅拌条件下，水浴加热，逐渐升温到85℃，恒温回流55min，过

滤，将沉淀置于67℃鼓风干燥箱中干燥5-6h，研磨过200目筛，得到改性碳化锆粉体；

[0015] 3)将聚丙烯树脂和改性碳化锆粉体按照质量之比为10:0.5-0.8混合后，放入塑料

造粒机中造粒，得到复合聚丙烯树脂；

[0016] 4)将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75℃真空烘箱中干燥8-9h，使得含水率低于0.005％；

[0017] 5)将烘干后的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纺丝机中纺丝，制得发热纤维；其中，纺丝参数

如下：螺杆各区温度：一区220-250℃，二区230-260℃，三区250-280℃，四区240-270℃，五

区230-260℃；过滤器温度230-260℃，纺丝箱温度240-270℃。

[0018] 进一步地，外层棉面料抗菌整理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先用去离子型洗涤剂35℃洗涤棉织物20min，以除去织物上的油脂、果胶、木质

素等杂质，再使用蒸馏水冲洗3-5遍，最后将织物平整地铺在烘干架上，置于60℃电热恒温

干燥箱中，恒温干燥90min；

[0020] 2)将丝胶溶解于热水中，配制成浓度为65g/L的丝胶溶液；将壳聚糖溶解于质量分

数为10％的醋酸水溶液中，配制成浓度为6-8mg/mL的壳聚糖溶液；

[0021] 3)采用二浸二轧的工艺对棉织物进行浸轧处理，先进行浸轧丝胶，二浸二轧，轧液

率60％，完成后置于8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2min，再进行浸轧壳聚糖，二浸二轧，轧液

率60％，完成后置于8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2min，最后将棉织物放入100℃干燥箱中烘

焙2min，烘干之后取出，完成抗菌整理。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的面料反面为发热纤维织物，发热纤维织物的经纬纱均采用发热纤维/棉

混纺纱，ZrC为第Ⅳ族金属元素碳化物，能够较好地吸收波长小于2.0μm的近红外线的能量

并转化为热能；阳光中波长小于2.0μm的能量占其总能量的95％以上，而人体散发的热辐射

波长为10μm，几乎100％被反射，表明碳化锆具有理想的吸热、蓄热的特性；将碳化锆作为助

剂与聚丙烯纤维共混纺丝，制得的发热纤维是一种可以将太阳光光能转化为热能的纤维，

具有极好的蓄热保温功能，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保暖需求；同时，其发热保暖功能是通过

高温炭化纱线本身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化学助剂整理出来的，因此，其功能持久，不会因多

次洗涤而丧失，并且安全环保；

[0024] 本发明通过壳聚糖和丝胶对面料正面的棉织物进行了抗菌整理，一方面，壳聚糖

溶解在稀醋酸溶液中，其中的H+与壳聚糖分子中的伯氨基结合后，形成带正电荷的氨基离

子-NH3+，对棉纤维Cell-O-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另一方面，棉织物上的醛基能与壳聚糖反应

形成C＝N键，使壳聚糖大分子能够固着于面纤维表面；壳聚糖能有效地抑制细菌和真菌的

生长和繁殖，与一般抑菌剂相比，它具有抑菌活性高、广谱抗菌等优点，经壳聚糖抗菌整理

后棉织物的抑菌率显著提高；同时，采用先浸轧壳聚糖后浸轧丝胶，纤维表面含极性基团的

丝胶分子较多，能够提高织物润湿性，丝胶与纤维上的醛基反应，附着于棉纤维表面，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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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宝贵的天然蛋白质，具有吸湿保湿性、抗氧化性等优异的性能，抑菌整理后棉织物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为96.5％，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95.5％，H值为9.5cm，达到抗菌、亲肤

的产品目标要求；

[0025] 本发明的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为棉织物、反面为发热纤维织

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空气层；发热纤维织物是一种可

以将太阳光光能转化为热能的纤维，具有极好的蓄热保温功能，正反面之间的空气层能够

进一步加强面料的保温效果；棉织物预先进行了抗菌整理，采用壳聚糖和丝胶进行整理，抑

菌整理后棉织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为96.5％，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95.5％，H值为

9.5cm，达到抗菌、亲肤的产品目标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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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27] 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即外层)为棉织物、反面(即内层)

为具有发热效果的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

空气层即中间连接层；

[0028] 保暖服装面料的正反面之间为空气层，含有静态空气，能产生良好的隔温效果，不

仅让面料本身质量减少，而且静态空气的保温性也较好，可进一步加强其保温效果；

[0029] 所述棉织物，经纱为棉麻纱/粘胶纤维按照58/42的比例纺成的17.15tex混纺纱，

纬纱为纯棉9.68tex纱，经密356根/10cm，纬密314根/10cm；

[0030] 所述发热纤维织物，经纬纱均采用18tex发热纤维/棉混纺纱(65/35)，经密为502

根/10cm，纬密为346根/10cm；

[0031] 将外层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

起来，制备得到保暖服装面料；

[0032] 其中，所述发热纤维由如下方法制备：

[0033] 1)将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乙醇水溶液中，配制成质量

分数为8％的偶联剂稀释液；

[0034] 2)按照料液比1g：30-40mL将碳化锆粉体加入偶联剂稀释液中，先振荡5min，然后

超声20min，在500r/min的磁力搅拌条件下，水浴加热，逐渐升温到85℃，恒温回流55min，过

滤，将沉淀置于67℃鼓风干燥箱中干燥5-6h，研磨过200目筛，得到改性碳化锆粉体；

[0035] 3)将聚丙烯树脂和改性碳化锆粉体按照质量之比为10:0.5-0.8混合后，放入塑料

造粒机中造粒，得到复合聚丙烯树脂；

[0036] 4)将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75℃真空烘箱中干燥8-9h，使得含水率低于0.005％，避

免产生气泡造成断丝；

[0037] 5)将烘干后的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纺丝机中纺丝，制得发热纤维；其中，纺丝参数

如下：螺杆各区温度：一区220-250℃，二区230-260℃，三区250-280℃，四区240-270℃，五

区230-260℃；过滤器温度230-260℃，纺丝箱温度24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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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ZrC为第Ⅳ族金属元素碳化物，能够较好地吸收波长小于2.0μm的近红外线的能量

并转化为热能；阳光中波长小于2.0μm的能量占其总能量的95％以上，而人体散发的热辐射

波长为10μm，几乎100％被反射，表明碳化锆具有理想的吸热、蓄热的特性；将碳化锆作为助

剂与聚丙烯纤维共混纺丝，制得的发热纤维是一种可以将太阳光光能转化为热能的纤维，

具有极好的蓄热保温功能，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保暖需求；同时，其发热保暖功能是通过

高温炭化纱线本身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化学助剂整理出来的，因此，其功能持久，不会因多

次洗涤而丧失，并且安全环保；

[0039] 外层棉面料抗菌整理：

[0040] 1)先用去离子型洗涤剂35℃洗涤棉织物20min，以除去织物上的油脂、果胶、木质

素等杂质，再使用蒸馏水冲洗3-5遍，最后将织物平整地铺在烘干架上，置于60℃电热恒温

干燥箱中，恒温干燥90min；

[0041] 2)将丝胶溶解于热水中，配制成浓度为65g/L的丝胶溶液；将壳聚糖溶解于质量分

数为10％的醋酸水溶液中，配制成浓度为6-8mg/mL的壳聚糖溶液；

[0042] 3)采用二浸二轧的工艺对棉织物进行浸轧处理，先进行浸轧丝胶，二浸二轧，轧液

率60％，完成后置于8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2min，再进行浸轧壳聚糖，二浸二轧，轧液

率60％，完成后置于85℃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2min，最后将棉织物放入100℃干燥箱中烘

焙2min，烘干之后取出，完成抗菌整理；

[0043] 一方面，壳聚糖溶解在稀醋酸溶液中，其中的H+与壳聚糖分子中的伯氨基结合后，

形成带正电荷的氨基离子-NH3+，对棉纤维Cell-O-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另一方面，棉织物上

的醛基能与壳聚糖反应形成C＝N键，使壳聚糖大分子能够固着于面纤维表面；壳聚糖能有

效地抑制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和繁殖，与一般抑菌剂相比，它具有抑菌活性高、广谱抗菌等优

点，经壳聚糖抗菌整理后棉织物的抑菌率显著提高；同时，采用先浸轧壳聚糖后浸轧丝胶，

纤维表面含极性基团的丝胶分子较多，能够提高织物润湿性，丝胶与纤维上的醛基反应，附

着于棉纤维表面，丝胶作为宝贵的天然蛋白质，具有吸湿保湿性、抗氧化性等优异的性能，

抑菌整理后棉织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为96.5％，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95.5％，H值为

9.5cm，达到抗菌、亲肤的产品目标要求。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即外层)为棉织物、反面(即内层)

为具有发热效果的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

空气层即中间连接层；

[0046] 所述棉织物，经纱为棉麻纱/粘胶纤维按照58/42的比例纺成的17.15tex混纺纱，

纬纱为纯棉9.68tex纱，经密356根/10cm，纬密314根/10cm；

[0047] 所述发热纤维织物，经纬纱均采用18tex发热纤维/棉混纺纱(65/35)，经密为502

根/10cm，纬密为346根/10cm；

[0048] 将外层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

起来，制备得到保暖服装面料；

[0049] 其中，所述发热纤维由如下方法制备：

[0050] 1)将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乙醇水溶液中，配制成质量

分数为8％的偶联剂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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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2)按照料液比1g：30mL将碳化锆粉体加入偶联剂稀释液中，先振荡5min，然后超声

20min，在500r/min的磁力搅拌条件下，水浴加热，逐渐升温到85℃，恒温回流55min，过滤，

将沉淀置于67℃鼓风干燥箱中干燥5h，研磨过200目筛，得到改性碳化锆粉体；

[0052] 3)将聚丙烯树脂和改性碳化锆粉体按照质量之比为10:0.5混合后，放入塑料造粒

机中造粒，得到复合聚丙烯树脂；

[0053] 4)将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75℃真空烘箱中干燥8h，使得含水率低于0.005％，避免

产生气泡造成断丝；

[0054] 5)将烘干后的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纺丝机中纺丝，制得发热纤维；其中，纺丝参数

如下：螺杆各区温度：一区220-250℃，二区230-260℃，三区250-280℃，四区240-270℃，五

区230-260℃；过滤器温度230-260℃，纺丝箱温度240-270℃。

[0055] 实施例2

[0056] 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即外层)为棉织物、反面(即内层)

为具有发热效果的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

空气层即中间连接层；

[0057] 所述棉织物，经纱为棉麻纱/粘胶纤维按照58/42的比例纺成的17.15tex混纺纱，

纬纱为纯棉9.68tex纱，经密356根/10cm，纬密314根/10cm；

[0058] 所述发热纤维织物，经纬纱均采用18tex发热纤维/棉混纺纱(65/35)，经密为502

根/10cm，纬密为346根/10cm；

[0059] 将外层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

起来，制备得到保暖服装面料；

[0060] 其中，所述发热纤维由如下方法制备：

[0061] 1)将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乙醇水溶液中，配制成质量

分数为8％的偶联剂稀释液；

[0062] 2)按照料液比1g：35mL将碳化锆粉体加入偶联剂稀释液中，先振荡5min，然后超声

20min，在500r/min的磁力搅拌条件下，水浴加热，逐渐升温到85℃，恒温回流55min，过滤，

将沉淀置于67℃鼓风干燥箱中干燥5.5h，研磨过200目筛，得到改性碳化锆粉体；

[0063] 3)将聚丙烯树脂和改性碳化锆粉体按照质量之比为10:0.65混合后，放入塑料造

粒机中造粒，得到复合聚丙烯树脂；

[0064] 4)将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75℃真空烘箱中干燥8.5h，使得含水率低于0.005％，避

免产生气泡造成断丝；

[0065] 5)将烘干后的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纺丝机中纺丝，制得发热纤维；其中，纺丝参数

如下：螺杆各区温度：一区220-250℃，二区230-260℃，三区250-280℃，四区240-270℃，五

区230-260℃；过滤器温度230-260℃，纺丝箱温度240-270℃。

[0066] 实施例3

[0067] 一种保暖服装面料，为双面结构面料，面料正面(即外层)为棉织物、反面(即内层)

为具有发热效果的发热纤维织物，正反面通过发热纤维连接，且在正反面之间形成一隔热

空气层即中间连接层；

[0068] 所述棉织物，经纱为棉麻纱/粘胶纤维按照58/42的比例纺成的17.15tex混纺纱，

纬纱为纯棉9.68tex纱，经密356根/10cm，纬密314根/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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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所述发热纤维织物，经纬纱均采用18tex发热纤维/棉混纺纱(65/35)，经密为502

根/10cm，纬密为346根/10cm；

[0070] 将外层棉织物进行抗菌整理后，通过发热纤维将外层棉织物和发热纤维织物连接

起来，制备得到保暖服装面料；

[0071] 其中，所述发热纤维由如下方法制备：

[0072] 1)将单烷氧基型钛酸酯偶联剂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乙醇水溶液中，配制成质量

分数为8％的偶联剂稀释液；

[0073] 2)按照料液比1g：40mL将碳化锆粉体加入偶联剂稀释液中，先振荡5min，然后超声

20min，在500r/min的磁力搅拌条件下，水浴加热，逐渐升温到85℃，恒温回流55min，过滤，

将沉淀置于67℃鼓风干燥箱中干燥6h，研磨过200目筛，得到改性碳化锆粉体；

[0074] 3)将聚丙烯树脂和改性碳化锆粉体按照质量之比为10:0.8混合后，放入塑料造粒

机中造粒，得到复合聚丙烯树脂；

[0075] 4)将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75℃真空烘箱中干燥9h，使得含水率低于0.005％，避免

产生气泡造成断丝；

[0076] 5)将烘干后的复合聚丙烯树脂放入纺丝机中纺丝，制得发热纤维；其中，纺丝参数

如下：螺杆各区温度：一区220-250℃，二区230-260℃，三区250-280℃，四区240-270℃，五

区230-260℃；过滤器温度230-260℃，纺丝箱温度240-270℃。

[0077] 对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保暖服装面料做如下性能测试：

[0078] (1)保暖性能：根据光吸收保温性试验方法(BQEA036-2011)，采用模拟太阳光的光

源在相同环境下照射测试样品，照射10min，观察其表面温度变化，并与常规棉面料样品对

比，测试结果如下表：

[0079]

经过时间/min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常规棉面料

0 19.8 19.8 19.8 19.8

1 31.6 31.1 31.5 26.2

5 46.9 47.2 47.1 36.1

10 54.8 54.9 55.2 40.8

15 28.5 28.6 28.8 25.7

20 25.6 25.9 25.7 22.1

[0080] 可知，本发明制备得到的保暖面料升温速度远远高于常规黏胶纤维面料，光源照

射10min时，制得的面料温度升高了35-35.4℃，到20min时，面料的温度还保持在25.6-25.9

℃，说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保暖面料能够发热蓄热、具有强的保温效果；

[0081] (2)抗菌性能：参照FZ/T  73023-2006《抗菌针织品》测试面料对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测试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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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可知，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面料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

分别达到96.5％、95.5％和92.1％以上，说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面料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具有功效的抵抗和抑制作用，且经过多次水洗，仍能保持较高的抗菌效

果。

[0084]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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