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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防螨调温布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包括依

次设置的第一亲肤层、第一阻螨层、功能层、调温

层、抗菌驱螨层、第二阻螨层、第二亲肤层；功能

层的原料为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罗布麻纤维，调

温层的原料为outlast空调纤维，抗菌驱螨层的

原料为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功能层、

调温层、抗菌驱螨层采用三维经编工艺制作而

成；阻螨层为水刺纺粘非织造布，亲肤层为A经

纱、B纬纱和C纬纱混纺而成，阻螨层分别与上下

两层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来将三者固定。

本实用新型采用双层阻螨结构和抗菌驱螨层，双

重防螨效果佳，防螨性能耐洗涤，同时具有抗菌、

调温、防螨、保健的功能，最终获得的防螨调温布

料舒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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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亲肤层、第一阻螨层、功能层、

调温层、抗菌驱螨层、第二阻螨层、第二亲肤层；所述功能层的原料为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

罗布麻纤维，所述调温层的原料为outlast空调纤维，所述抗菌驱螨层的原料为抗菌防螨尼

龙纤维和竹炭纤维，所述功能层中的所述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所述罗布麻纤维与所述调温

层中的所述outlast空调纤维经编交织连接，所述调温层中的所述outlast空调纤维与所述

抗菌驱螨层中的所述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所述竹炭纤维经编交织连接；所述第一阻螨层和

所述第二阻螨层均为水刺纺粘非织造布，所述第一亲肤层为A经纱、B纬纱和C纬纱混纺而

成，所述A经纱为涤纶纤维，所述B纬纱为棉纤维，所述C纬纱为珍珠纤维，所述第二亲肤层的

结构与所述第一亲肤层结构一致，所述第一阻螨层分别与所述第一亲肤层和所述功能层之

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来将三者固定，所述第二阻螨层分别与所述第二亲肤层和所述调

温层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来将三者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其特征在于，相邻的两个所述焊接点之间

的距离为5‑70毫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刺纺粘非织造布中的

孔洞的直径为0.2‑30微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无纺布包边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纺布包边结构为水刺

纺粘非织造布包边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纺布包边结构分别通

过均匀排列的焊接点与所述第一亲肤层和所述第二亲肤层的边缘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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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螨调温布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布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螨调温布料。

背景技术

[0002] 螨虫是一种肉眼不易看见的微型害虫。螨虫喜湿喜温且喜欢吃人的皮屑皮脂。在

极端条件下，它们还能靠吃自己的排泄物为生。螨虫大多待在室内，能在客厅的沙发，卧室

的床、被褥上进行繁衍且生命力顽强。螨虫的尸体、分泌物和排泄物都可以形成过敏原，从

而引起呼吸道疾病及感染。当螨虫进入人体呼吸道以后，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咳嗽、气喘

等症状容易随之而来。接触皮肤后，脸部可能出现红斑、毛孔扩大、皮肤粗黑等症状。研究资

料表明，我国人体蠕形螨的感染率较高，且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均可感染。通过控

制室内湿度、经常高温水洗被褥等家用纺织品、或阳光下暴晒被褥等方法可以减少螨虫感

染的可能性。

[0003] 现有技术中的防螨整理主要利用天然抗菌防螨成分，如CN107829296A  中的丁香

酚和/或异丁香酚和CN108360255A中的鱼腥草、黄连和苦参的浸出液。但是植物提取液在羊

绒纤维表面的附着力受摩擦或清洗强度的影响较大。

[0004] 科学研究表明，32℃的被子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睡眠质量，在此温度下人最容易入

睡。因为人的皮肤温度比体温低5℃，大约是3  2℃左右，被子温度低，需要长时间用体温焙

热，不仅耗费人体的热能，而且体表经受一段时间的寒冷刺激后，会使大脑皮层兴奋，从而

推迟人入睡时间，如果被子温度高于32℃，人体同样因为感觉太热需要排汗降温，从而降低

睡眠质量。

[0005]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逐步追求布料的功能性和保健性。而具有自身温度调

节功能的布料或被子材料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螨调温布料，这种防螨调温布料同

时具有防螨、抑菌、调温的功能，且防螨性能耐洗涤。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亲肤层、第一阻螨层、功

能层、调温层、抗菌驱螨层、第二阻螨层、第二亲肤层；所述功能层的原料为助眠改性聚酯纤

维和罗布麻纤维，所述调温层的原料为outlast  空调纤维，所述抗菌驱螨层的原料为抗菌

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所述功能层中的所述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所述罗布麻纤维与所

述调温层中的所述  outlast空调纤维经编交织连接，所述调温层中的所述outlast空调纤

维与所述抗菌驱螨层中的所述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所述竹炭纤维经编交织连接；所述第一

阻螨层和所述第二阻螨层均为水刺纺粘非织造布，所述第一亲肤层为A  经纱、B纬纱和C纬

纱混纺而成，所述A经纱为涤纶纤维，所述B纬纱为棉纤维，所述C纬纱为珍珠纤维，所述第二

亲肤层的结构与所述第一亲肤层结构一致，所述第一阻螨层分别与所述第一亲肤层和所述

功能层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来将三者固定，所述第二阻螨层分别与所述第二亲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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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述调温层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来将三者固定。

[0008] 优选地，相邻的两个所述焊接点之间的距离为5‑70毫米。

[0009] 优选地，所述水刺纺粘非织造布中的孔洞的直径为0.2‑30微米。

[0010] 优选地，还设置无纺布包边结构。

[0011] 优选地，所述无纺布包边结构为水刺纺粘非织造布包边结构。

[0012] 优选地，所述无纺布包边结构分别通过均匀排列的焊接点与所述第一亲肤层和所

述第二亲肤层的边缘焊接。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采用独特的纤维和结构组合，竹炭纤维

和罗布麻纤维均具有具有抑菌、杀菌功能，能够防止细菌的滋生，且还具有释放远红外或负

离子的功能，具有保健作用；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具有助眠作用；Outlast空调纤维和罗布麻

纤维都具有调温功能；并且功能层、调温层、抗菌驱螨层三层采用三维经编工艺，具有优异

的三维织物组织结构，提高布料的强度，阻螨层与亲肤层、功能层、抗菌驱螨层采用焊接点

连接，避免布料各层之间发生较大位移，使整个布料成为一个整体，保证防螨虫效果，防螨

性能耐洗涤，且不影响布料的亲肤性；本实用新型采用双层阻螨结构和抗菌驱螨层，双重防

螨效果，确保螨虫无处遁形。本申请的防螨调温布料同时具有抗菌、调温、防螨、保健的功

能。同时，各个层组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最终获得的防螨调温布料舒适、健康。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施例中第一亲肤层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施例中第一亲肤层与第一阻螨层的焊接点分布示意图；

[0018] 图4为另一实施例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另一实施例中第一亲肤层与第一阻螨层的焊接点分布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第一亲肤层、2‑第一阻螨层、3‑功能层、4‑调温层、5‑抗菌驱螨层、6‑第二阻螨层、

7‑第二亲肤层、8‑A经纱、9‑B纬纱、10‑C纬纱、11‑焊接点、12‑ 无纺布包边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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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

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

没有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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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参见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防螨调温布料，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亲肤层1、

第一阻螨层2、功能层3、调温层4、抗菌驱螨层5、第二阻螨层6、第二亲肤层7；功能层3的原料

为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罗布麻纤维，调温层4 的原料为outlast空调纤维，抗菌驱螨层5的

原料为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功能层3中的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罗布麻纤维与调

温层4中的outlast 空调纤维经编交织连接，调温层4中的outlast空调纤维与抗菌驱螨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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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经编交织连接；第一阻螨层2和第二阻螨层6  为水刺纺

粘非织造布，第一亲肤层1为A经纱8、B纬纱9和C纬纱10混纺而成，A经纱8为涤纶纤维，B纬纱

9为棉纤维，C纬纱10为珍珠纤维，第二亲肤层7的结构与第一亲肤层1结构一致，第一阻螨层

2分别与第一亲肤层1和功能层3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11来将三者固定，第二阻螨层6 

分别与第二亲肤层7和调温层4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11来将三者固定。

[0024] 图2为本实施例中第一亲肤层的结构示意图，第二亲肤层的结构同第一亲肤层的

结构。

[0025] 珍珠纤维是采用高科技手段将纳米级珍珠粉在粘胶纤维纺丝时加入纤维内，使纤

维体内和外表均匀分布着纳米珍珠微粒，富含钙和镁、磷、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和18种氨基

酸，滋润皮肤，具有珍珠所特有的护肤功能和抵抗紫外线的功能，并且具有优良的吸湿回潮

率，舒适的手感和服用性能。

[0026] 涤纶纤维中的涤纶分子中含有苯环，对小于300nm的紫外光有良好的吸收性。涤纶

有优良的耐皱性、弹性和尺寸稳定性，有良好的电绝缘性能，耐日光，耐摩擦，不霉不蛀，有

较好的耐化学试剂性能，能耐弱酸及弱碱。

[0027] 本实施例将涤纶纤维、珍珠纤维和棉纤维混纺作为亲肤层，具有舒适的手感，适合

贴近皮肤，达到全身肌肤的整体调理和保养。

[0028] 罗布麻纤维是天然的远红外发射材料，可发射8‑15微米的远红外光波，能够渗入

皮肤及皮下组织，与组织细胞中的水分子产生共振吸收效应。降低血脂，减少脑动脉硬化等

心血管疾病的生成，能改善人体微循环。远红外线使得布料具有保暖作用，其保暖性在8℃

以下是全棉布料的2倍，21℃以上透气性是纯棉织物的2.5倍，独居“冬暖夏凉”的特性。经研

究发现罗布麻纤维中富含多种药物成分，如黄酮类化合物、氨基酸、有机酸类化合物、钙、

镁、钾、锌、铁、硒等有效成分，其药理作用有祛痰止咳、强心利尿、平喘、降血压，降血脂，增

加冠状动脉流量，增加肾上腺素，抗炎抗过敏等。经临床观察结果对高血压、慢性气管炎有

较好的防治功效，它还具有抑菌、去病、发射远红外线作用，它的纤维具有棉的柔软，丝的光

泽，麻的清爽，罗布麻纤维中的有效药物成分通过远红外线的作用以及皮肤渗透(如膏药原

理)，使之通过机体体表孔窍穴位作用于经络、气血、脏腑及局部病灶，参与血液循环，起到

健体强身，提高机体机能的效果。罗布麻纤维具有良好的抑菌性，对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等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皮肤病、褥疮、湿疹和妇科疾病有较好

的防治作用。

[0029] 助眠改性聚酯纤维来自浙江峰赫纺织有限公司，其制作方法参见中国专利号

CN106930101B。助眠改性聚酯纤维中含有的纳米二氧化钛、珍珠母粉、紫石英等具有安神效

果，可以治疗阳气躁动、心中郁结火气等引起的心神不宁，远红外陶瓷粉可以激活人体大分

子生物活性，有利于机能恢复和平衡，同时促进和改善头部血液循环，促进深度睡眠。

[0030] 本实施例将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罗布麻纤维共同作为功能层3的材料，具有改善

人体微循环、“冬暖夏凉”、抑菌、去病、发射远红外线作用，起到健体强身，提高机体机能的

效果。具体的，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和罗布麻纤维相互捻合参与布料的编制，也可以并列排列

参与布料的编制。

[0031] Outlast空调纤维，利用中空睛纶纤维芯部的小颗粒(Outlast)，对热量吸收或扩

散作用，来起到人体的温度调节。最大特性就是可以进行局部微环境温度的调节。Out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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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纤维调温原理：Outlast空调纤维使用微胶囊包裹的热敏相变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能以

潜热的形式，吸收储存和释放热量的功能。其在温度变化中，可以固态液态互相转化，从中

达到吸热、放热的效果。

[0032] 本实施例的调温层4采用Outlast空调纤维，使得织物既有棉的舒适性，又能根据

季节温度变化，冬暖夏凉，使人始终处于一种舒适的状态。

[0033] 抗菌防螨尼龙纤维是由防螨剂、抗菌剂以及尼龙切片经熔融纺丝制备得到，是常

规的工艺技术。

[0034] 常见的防螨剂包含冰片衍生物、有机磷系化合物、烷基酰胺化合物、除虫菊类化合

物、硼酸系化合物、硫氰酸乙酯等化合物、芳香族羧酸酯类、氨基甲酸酯、克菌丹、四氯异酞

酸腈、β‑萘酚、二苯醚系、酞酰亚胺系、天然柏树精油等植物性物质。

[0035] 常见的抗菌剂包含有机胺类、哌三嗪类、异噻唑啉酮类、季铵盐类、壳聚糖类、甲壳

素类、胍类、银系抗菌剂。

[0036] 竹炭纤维是取毛竹为原料，采用了纯氧高温及氮气阻隔延时的煅烧新工艺和新技

术，使得竹炭天生具有的微孔更细化和蜂窝化，然后再与具有蜂窝状微孔结构趋势的聚酯

改性切片熔融纺丝而制成的。这种独特的纤维结构设计，具有吸湿透气、抑菌抑菌防晒、冬

暖夏凉、绿色环保等特点。竹炭纤维横截面布满了大大小小椭圆形的孔隙，可以瞬间吸收并

蒸发大量的水分。竹炭纤维表面及内部特殊的超细微孔结构使其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竹

炭纤维吸附能力是木炭的5倍以上，对人体异味、油烟味、甲醛、苯、氨等化学气体有吸收、解

异味和消臭作用。据测定，竹炭对甲醛的吸附率为16％～  19.39％；对苯的吸附率为8.69％

～10.08％；对甲苯的吸附率为5.65％～  8.42％；对氨的吸附率为22.73％～30.65％；对三

氯甲烷的吸附率高达4O.68％，而且持续吸附时间均可达24天。竹炭纤维能持久释放负离

子，负离子是空气中的“维生素”，有镇静、催眠、镇痛、镇咳等功效，有利于身体健康，提高睡

眠质量，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经检测，竹炭纤维与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8099、金黄色

葡萄球菌、巨大芽孢杆菌、荧光假单孢菌这五种细菌的菌液24小时接触，抑菌防晒率高达

84％；100％竹炭纤维制成的针织布  (19.38Tex)在14天内的防霉程度为1级。竹炭纤维可以

产生远红外线，远红外线发射率高达0.87，能够增加人体表面微血管的血液代谢的功效。竹

炭纤维发射负离子的浓度为6800个/cm3，相当于郊外田野的负离子浓度，因此有益于身体

健康。矿物质含量高，有特殊的保健功能：竹炭纤维含有钾、钙等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矿物质。

调湿功能，达到除湿与干燥的功效：高平衡回潮率和保水率，赋予了竹炭纤维调湿的本领。

[0037] 本实施例将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共同作为抗菌驱螨层5的材料，驱除螨

虫，能够吸附有害气体并消臭，最大程度地杀死细菌，并且释放负离子，有益于健康。具体

的，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相互捻合参与布料的编制，也可以并列排列参与布料的

编制。

[0038] 本实施例采用三维经编工艺将功能层3、调温层4、抗菌驱螨层5三层串联在一起，

避免使用过程或洗涤过程中层间出现较大滑动或错位。

[0039] 本实施例中第一阻螨层2和第二阻螨层6为水刺纺粘非织造布，水刺纺粘非织造布

通过高压水刺，其纤维交错排布，形成高密度紧实结构，其空洞的孔径小于螨虫、螨虫排泄

物的尺寸，可以避免螨虫、螨虫碎片、螨虫排泄物穿过的孔洞，从而达到隔绝防螨的效果，并

且可以保证透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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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实施例的水刺纺粘非织造布采用德国科德宝公司生产的Evolon材料。  Evolon

是纺粘长丝微旦新型水刺非织造布，先制造出双组分的超旦丝纤维，然后再经爆破性物理

缠结而形成致密的布料结构。Evolon材料经过反复水洗或干洗，其防尘、防螨等功效均不受

影响，且可经过100℃以上高温蒸汽消毒及熨烫。

[0041] 图3为本实施例中第一亲肤层与第一阻螨层的焊接点分布示意图；第二亲肤层与

第二阻螨层的焊接点分布示意图，第一阻螨层与功能层的焊接点分布示意图，第二阻螨层

与调温层的焊接点分布示意图也可以参照图3。

[0042] 本实施例中第一阻螨层2与第一亲肤层1和功能层3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11

来将三者固定，第一阻螨层2中的水刺纺粘非织造布分别与第一亲肤层1中的涤纶纤维和功

能层3中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融合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各个焊接点

11之间距离较大。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避免布料各层之间发生较大位移，保证防螨虫效果，

且不影响布料的亲肤性。

[0043] 本实施例中第二阻螨层6与第二亲肤层7和调温层4之间形成若干离散的焊接点11

来将三者固定，第二阻螨层6中的水刺纺粘非织造布分别与第二亲肤层7中的涤纶纤维和调

温层4中抗菌防螨尼龙纤维和竹炭纤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融合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各个焊接点11之间距离较大。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避免布料各层之间发生较大位移，保证防

螨虫效果，且不影响布料的亲肤性。

[0044] 本实施例的焊接点的形成采用超声波复合法或者热压法实现焊接。因为各层都含

有聚酯材料成分，或者聚酯材料与尼龙的熔点接近，这是实现焊接的一个较佳条件。

[0045] 进一步，相邻的两个焊接点11之间的距离为5‑70毫米。

[0046] 一般螨虫的大小为100‑500微米，其排泄物以及碎片的尺寸大小在10‑40  微米之

间，因此，如果孔洞小于上述范围的阻螨层就可以将其阻隔。

[0047] 进一步，水刺纺粘非织造布中的孔洞的直径为0.2‑30微米。这样可以避免螨虫、螨

虫碎片、螨虫排泄物穿过的孔洞，并且可以保证透气性。

[0048] 请参照图4‑5，在另一实施例中，防螨调温布料还设置无纺布包边结构12。无纺布

包边结构12为“C”型结构，将第一亲肤层1、第一阻螨层2、功能层  3、调温层4、抗菌驱螨层5、

第二阻螨层6、第二亲肤层7的四周边缘全部包裹起来。采取此技术方案，不仅可以使各层结

构成为一个整体，防止层间滑动，而且一定程度下防止螨虫和灰尘从侧面进入中间层。

[0049] 进一步，无纺布包边结构12为水刺纺粘非织造布包边结构。

[0050] 请参照图5，进一步，无纺布包边结构12分别通过均匀排列的焊接点11  与第一亲

肤层1和第二亲肤层7的边缘焊接。

[0051]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的一种防螨调温布料，采用独特的纤维和结构组合，竹炭纤维

和罗布麻纤维均具有具有抑菌、杀菌功能，能够防止细菌的滋生，且还具有释放远红外或负

离子的功能，具有保健作用；助眠改性聚酯纤维具有助眠作用；Outlast空调纤维和罗布麻

纤维都具有调温功能；并且功能层、调温层、抗菌驱螨层三层采用三维经编工艺，具有优异

的三维织物组织结构，提高布料的强度，阻螨层与亲肤层、功能层、抗菌驱螨层采用焊接点

连接，避免布料各层之间发生较大位移，使整个布料成为一个整体，保证防螨虫效果，防螨

性能耐洗涤，且不影响布料的亲肤性；本实用新型采用双层阻螨结构和抗菌驱螨层，双重防

螨效果，确保螨虫无处遁形。本申请的防螨调温布料同时具有抗菌、调温、防螨、保健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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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各个层组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最终获得的防螨调温布料舒适、健康。

[0052] 本实用新型的防螨调温布料可用于床上用品、抱枕、围巾。

[005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54]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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