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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

梭织风衣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

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包括由面料拼接而

成的风衣本体，面料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经

纱和纬纱均为锦纶纱线，经纱和纬纱交织成多个

方格区域，方格区域包括格边区域和格内区域，

格边区域包括第一格边区、第二格边区、第三格

边区以及第四格边区，经纱包括第一经纱和第二

经纱，纬纱包括第一纬纱和第二纬纱，第一经纱

的细度小于第二经纱的细度，第一纬纱的细度小

于第二纬纱的细度，格内区域由第一经纱和第一

纬纱交织而成，第一格边区和第三格边区由第二

纬纱和第一经纱交织而成，第二格边区和第四格

边区由第一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本实用新

型支撑性较佳，且触感柔软，提升穿着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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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包括由面料拼接而成的风衣

本体，面料由经纱和纬纱以梭织的方式交织而成，经纱和纬纱均为锦纶纱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经纱和所述纬纱交织成多个方格区域，方格区域包括格边区域和格内区域，格边区域

包括围设在格内区域外的第一格边区、第二格边区、第三格边区以及第四格边区，所述经纱

包括第一经纱和第二经纱，所述纬纱包括第一纬纱和第二纬纱，第一经纱的细度小于第二

经纱的细度，第一纬纱的细度小于第二纬纱的细度，格内区域由第一经纱和第一纬纱交织

而成，第一格边区由第二纬纱和第一经纱交织而成，第二格边区由第一纬纱和第二经纱交

织而成，第三格边区由第二纬纱和第一经纱交织而成，第四格边区由第一纬纱和第二经纱

交织而成，第一格边区与第二格边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二格边

区和第三格边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三格边区和第四格边区的连

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四格边区和第一格边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

二经纱交织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经纱和所述第一纬纱的规格均为40D/34F，所述第二纬纱和所述第二经纱的规

格均为140D/144F。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其特征在

于：每个所述第一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纬纱和20根所述第一经纱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三

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纬纱和20根所述第一经纱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二格边区由3根所述

第二经纱与20根所述第一纬纱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四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经纱与20根

所述第一纬纱交织而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其特征在

于：所述经纱和所述纬纱以平纹组织交织。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其特征在

于：沿经向，一英寸内，所述纬纱为125根；沿纬向，一英寸内，所述经纱为175根。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经纱为全拉伸丝，所述第一纬纱为拉伸变形丝，所述第二经纱为拉伸变形丝，

所述第二纬纱为全拉伸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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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

背景技术

[0002] 新颖、时尚、个性、有型等符合审美的外观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第一重要因素；延

展性、透气性、轻薄化、亲肤性等舒适性需求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第二大因素；性价比是影

响消费者购买的第三大因素。

[0003] 梭织风衣，既具有一定的保暖性又具有良好的透气性，深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夏

末秋初，但是由于昼夜温差，薄款的梭织风衣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在早晚气温较低时

能够保暖防风保暖；梭织风衣薄款风衣由于其独特的手感，柔软舒适，良好的透气性，同时

兼具防风防尘抗水的特性，成衣风格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有不同的选择；所以风衣品类在市

场上越来越受到消费喜爱。

[0004] 常见的梭织风衣的面料主要有锦纶、涤纶两种成分，尤其涤纶以其优良的性价比，

占据市场上风；锦纶面料的弹性比较好、耐碱性、非常耐磨，手感柔滑舒适，面料的成本价格

也最高；涤纶面料较锦纶硬挺、耐酸性、耐高温；锦涤根据成分比例，特性介于二者之间，锦

纶成分比例越高，面料越柔软。

[0005] 消费者对于梭织风衣的诉求主要体现在面料质感是否轻质舒适，亲肤有型；日常

穿着是否自由舒爽；外观效果是否具有独特风格，普通肌理的越来越难受到消费者喜爱。市

场上的梭织风衣常采用以下几种做法：

[0006] (1)为了达到更好的耐穿防护，选择全涤纶，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在克重很低的情况

下，面料的耐穿性和保型性，涤纶面料相对锦纶硬一点、耐酸性、耐高温，但是成衣触感不

佳，风格死板，弹性欠佳，限制运动自由度。

[0007] (2)锦涤混纺织物制成的成衣，根据锦涤比例成分，锦纶成分比例越高，弹性比较

好、手感柔滑舒适，价位也越高。但是在考虑实现成衣时，为了做薄，牺牲保型性。

[0008] (3)采用全锦纶面料，锦纶面料耐碱性、耐磨，手感柔滑舒适。锦纶面料的成本价格

最高；采用锦纶面料制成的皮肤风衣更加柔软轻盈及舒适，但保型性相对较差，为了提升视

觉效果，纹路设计较为复杂，不易把控，整体性价比不高。

[0009] 鉴于此，本案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穿着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

[0011]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

[0012] 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包括由面料拼接而成的风

衣本体，面料由经纱和纬纱以梭织的方式交织而成，经纱和纬纱均为锦纶纱线，所述经纱和

所述纬纱交织成多个方格区域，方格区域包括格边区域和格内区域，格边区域包括围设在

格内区域外的第一格边区、第二格边区、第三格边区以及第四格边区，所述经纱包括第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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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和第二经纱，所述纬纱包括第一纬纱和第二纬纱，第一经纱的细度小于第二经纱的细度，

第一纬纱的细度小于第二纬纱的细度，格内区域由第一经纱和第一纬纱交织而成，第一格

边区由第二纬纱和第一经纱交织而成，第二格边区由第一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三

格边区由第二纬纱和第一经纱交织而成，第四格边区由第一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

一格边区与第二格边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二格边区和第三格边

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三格边区和第四格边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

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成，第四格边区和第一格边区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和第二经纱交织而

成。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第一经纱和所述第一纬纱的规格均为40D/

34F，所述第二纬纱和所述第二经纱的规格均为140D/144F。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每个所述第一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纬纱和20

根所述第一经纱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三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纬纱和20根所述第一经纱

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二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经纱与20根所述第一纬纱交织而成，每个所

述第四格边区由3根所述第二经纱与20根所述第一纬纱交织而成。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经纱和所述纬纱以平纹组织交织。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沿经向，一英寸内，所述纬纱为125根；沿纬向，

一英寸内，所述经纱为175根。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第一经纱为全拉伸丝，所述第一纬纱为拉

伸变形丝，所述第二经纱为拉伸变形丝，所述第二纬纱为全拉伸丝。

[0018]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后，通过经纱和纬纱交织成方格区域，方格区域的格

边区域的纱线较粗，支撑性较佳，挺括有型，格内区域内的纱线较细，触感柔软，经纱和纬纱

均采用锦纶，轻薄柔软，亲肤舒适，锦纶独特的触感而获得良好的亲肤性，另外格边区域采

用较粗的纱线，从而形成凸起外围，格内区域形成凹陷区域，凹凸纹理使得成衣与人体表面

接触面积减少，不会产生闷热感，舒爽透气，提升穿着的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0022] 风衣本体1                   面料100

[0023] 第一格边区101                第二格边区102

[0024] 第三格边区103                第四格边区104

[0025] 格内区域105

[0026] 第一经纱11                   第一纬纱12

[0027] 第二经纱21                   第二纬纱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

[0029] 参照图1和图2，一种具有提花方格纹理且柔软舒适、有型的梭织风衣，包括由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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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拼接(具体是采用缝接)而成的风衣本体1，面料100由经纱和纬纱以梭织的方式交织而

成，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经纱和所述纬纱以平纹组织交织。

[0030] 本实用新型中，经纱和纬纱均为锦纶纱线，锦纶纱线手感柔滑舒适，亲肤、轻质、耐

磨，导热系数高至0.244W/(m·K)，有很好的接触凉感，采用锦纶面料100制成的皮肤风衣更

加柔软轻盈及舒适。

[003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经纱和所述纬纱交织成多个方格区域，方格区域包括格边区

域和格内区域105，格边区域包括围设在格内区域105外的第一格边区101、第二格边区102、

第三格边区103以及第四格边区104，第一格边区101、第二格边区102、第三格边区103以及

第四格边区104依次首尾相接成正方形，所述经纱包括第一经纱11和第二经纱21，所述纬纱

包括第一纬纱12和第二纬纱22，第一经纱11的细度小于第二经纱21的细度，第一纬纱12的

细度小于第二纬纱22的细度，格内区域105由第一经纱11和第一纬纱12交织而成，第一格边

区101由第二纬纱22和第一经纱11交织而成，第二格边区102由第一纬纱12和第二经纱21交

织而成，第三格边区103由第二纬纱22和第一经纱11交织而成，第四格边区104由第一纬纱

12和第二经纱21交织而成，第一格边区101与第二格边区102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22和第二

经纱21交织而成，第二格边区102和第三格边区103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22和第二经纱21交

织而成，第三格边区103和第四格边区104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22和第二经纱21交织而成，

第四格边区104和第一格边区101的连接处由第二纬纱22和第二经纱21交织而成。

[003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第一经纱11和所述第一纬纱12的规格均为

40D/34F，所述第二纬纱22和所述第二经纱21的规格均为140D/144F。本实用新型中的D，业

界亦称为丹尼尔数，其系指9000米纱线的重量(单位为克)。其中的F，其系指一根纱线中微

细纤维的根数。

[003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第一经纱11为全拉伸丝(即FDY)，所述第一

纬纱12为拉伸变形丝(即DTY)，所述第二经纱21为拉伸变形丝(即DTY)，所述第二纬纱22为

全拉伸丝(即FDY)。FDY纤维已充分拉伸，手感顺滑柔软；DTY即拉伸变形丝的纺纱方式，像弹

簧般卷曲，赋予面料100良好的保型性和变形纱的蓬松度,保证面料100具有良好的蓬松性

和良好的弹性，蓬松的纱线结构使面层获得蓬松饱满的手感，有利于提升透气性、亲肤性和

保型性；然后，丹尼数D和F数都比较高，进一步赋予面层柔软的手感和良好的保型性；锦纶

面料100自然柔和的光泽，比较美观耐看，提升产品性价比，成衣效果其对身体的适应性较

好。

[003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每个所述第一格边区101由3根所述第二纬纱22

和20根所述第一经纱11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三格边区103由3根所述第二纬纱22和20根所

述第一经纱11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二格边区102由3根所述第二经纱21与20根所述第一纬

纱12交织而成，每个所述第四格边区104由3根所述第二经纱21与20根所述第一纬纱12交织

而成。

[003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沿经向，一英寸内，所述纬纱为125根；沿纬向，

一英寸内，所述经纱为175根。

[0036]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特点：

[0037] 1、新颖时尚：使用不同的规格的经纬纱线，通过经典的平纹组织结构，形成凹凸纹

理的方格纹理；在视觉上，布面外观整体新颖时尚，方格形状大小可根据具体的需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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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不同的大小规格，风格可控，可以粗犷不羁，可以细腻丰富，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0038] 2、亲肤舒适：锦纶面料100轻薄柔软，亲肤舒适，锦纶独特的触感而获得良好的亲

肤性；纱线蓬松，手感柔软。其次，凹凸纹理使得成衣与人体表面接触面积减少，不会产生闷

热感，舒爽透气。

[0039] 3、有型：格子纹理的DTY140D纱线较粗，支撑性较佳，挺括较好，在穿着和洗涤时不

易变形。

[0040] 本实用新型的产品形式并非限于本案实施例，任何人对其进行类似思路的适当变

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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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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