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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恤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T恤，包括衣身、衣袖和领

圈，领圈连接衣身的领口，衣袖连接衣身的袖口，

其中，衣身由天莲纤维面料和网布面料拼接而

成，网布面料从后背位置延伸至两肋位置。天莲

纤维面料天然环保、轻柔舒适、吸湿透气，还具有

护肤润肤等保健功能。网布面料透气清爽，贴身

有弹性，通过在背部和腰部设置网布面料，能够

使得T恤更好地贴合并适应人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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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恤，包括衣身、衣袖和领圈（1），所述领圈（1）连接所述衣身的领口，所述衣袖连

接所述衣身的袖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衣身由天莲纤维面料（10）和网布面料（20）拼接而成，

所述网布面料（20）从后背位置延伸至两肋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天莲纤维面料（10）包括：

第一部分（11），从领口延伸至腹部位置，并与所述网布面料（20）相连；

第二部分（12），与所述第一部分（11）和所述网布面料（20）的下端相连，构成所述衣身

的下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部分（11）与所述网布面料（20），

和/或，所述第二部分（12）与所述网布面料（20）可拆卸地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衣袖包括左袖（30）和右袖（40），所述左

袖（30）连接所述衣身的一个袖口，所述右袖（40）连接所述衣身的另一个袖口；

所述左袖（30）和所述右袖（40）连肩设置，与所述领圈（1）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袖（30）与所述衣身的前部相连、形成

左前肩线（A1），所述左前肩线（A1）靠近前胸位置，所述左袖（30）与所述衣身的背部相连、形

成左后肩线（A2），所述左后肩线（A2）靠近肩胛骨位置；

和/或，所述右袖（40）与所述衣身的前部相连、形成右前肩线（B1），所述右前肩线（B1）

靠近前胸位置，所述右袖（40）与所述衣身的背部相连、形成右后肩线（B2），所述右后肩线

（B2）靠近肩胛骨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前肩线（A1）、所述左后肩线（A2）、所

述右前肩线（B1）和/或所述左后肩线（A2）自领口向腋下位置倾斜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衣袖与所述衣身的连接位置设置有锁

边条（2），所述锁边条（2）设置在所述T恤的外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衣袖包括左袖（30）和右袖（40），所述左

袖（30）连接所述衣身的一个袖口，所述右袖（40）连接所述衣身的另一个袖口；

所述左袖（30）和/或所述右袖（40）设置有多层袖片（31），多层所述袖片（31）阶梯布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领圈（1）设置为圆领。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恤，其特征在于，所述领圈（1）上设置有凸起的斜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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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恤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服饰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T恤。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发展，服装面料日新月异，消费者对服装面料的辨别能力及对穿着体验

感的需求都在不断提升。尤其是运动场景穿着的T恤，消费者不仅对其穿着舒适性有更高的

要求，而且对其外表的美观性有更高的追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的目的是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T恤。

[000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T恤，包括衣身、衣袖和领圈，领圈连接衣身的领口，衣袖连接衣

身的袖口，其特征在于，衣身由天莲纤维面料和网布面料拼接而成，网布面料从后背位置延

伸至两肋位置。

[0005] 进一步地，天莲纤维面料包括：第一部分，从领口延伸至腹部位置，并与网布面料

相连；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和网布面料的下端相连，构成衣身的下摆。

[0006] 进一步地，第一部分与网布面料，和/或，第二部分与网布面料可拆卸地连接。

[0007] 进一步地，衣袖包括左袖和右袖，左袖连接衣身的一个袖口，右袖连接衣身的另一

个袖口；左袖和右袖连肩设置，与领圈相连。

[0008] 进一步地，左袖与衣身的前部相连、形成左前肩线，左前肩线靠近前胸位置，左袖

与衣身的背部相连、形成左后肩线，左后肩线靠近肩胛骨位置；和/或，右袖与衣身的前部相

连、形成右前肩线，右前肩线靠近前胸位置，右袖与衣身的背部相连、形成右后肩线，右后肩

线靠近肩胛骨位置。

[0009] 进一步地，左前肩线、左后肩线、右前肩线和/或左后肩线自领口向腋下位置倾斜

设置。

[0010] 进一步地，衣袖与衣身的连接位置设置有锁边条，锁边条设置在T恤的外部。

[0011] 进一步地，衣袖包括左袖和右袖，左袖连接衣身的一个袖口，右袖连接衣身的另一

个袖口；左袖和/或右袖设置有多层袖片，多层袖片阶梯布置。

[0012] 进一步地，领圈设置为圆领。

[0013] 进一步地，领圈上设置有凸起的斜纹。

[001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T恤，包括衣身、衣袖和领圈，领圈连接衣身的领口，衣袖连接衣

身的袖口，其中，衣身由天莲纤维面料和网布面料拼接而成，网布面料从后背位置延伸至两

肋位置。天莲纤维面料天然环保、轻柔舒适、吸湿透气，还具有护肤润肤等保健功能。网布面

料透气清爽，贴身有弹性，通过在背部和腰部设置网布面料，能够使得T恤更好地贴合并适

应人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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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申请提供的一种T恤的前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所示的T恤的背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申请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申

请。但是本申请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

违背本申请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申请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18]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T恤，包括衣身、衣袖和领圈1，领圈1连接衣身的领口，衣袖连接

衣身的袖口，其中，衣身由天莲纤维面料10和网布面料20拼接而成，网布面料20从后背位置

延伸至两肋位置。

[0019]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述的后背位置指T恤的后身，穿着时，T恤的后背位置

与人体的后背对应，靠近甚至与人体的后背贴合。文中所述的两肋位置指T恤的腰身，穿着

时，T恤的两肋位置与人体的腰部对应，并至少部分靠近甚至贴合人体的腹部。同理，下文提

到的腹部位置、前胸位置、肩胛骨位置、腋下位置等，均能够以穿着状态时对应的人体部位

进行理解。

[0020] 其次，需要解释的是，天莲纤维是一种植物蛋白改性的功能性纤维，其原料为荷叶

和莲子中的有效物质提取物。

[0021] 其中，荷叶的成分主要有荷叶碱、柠檬酸、苹果酸、葡萄糖酸、草酸、琥珀酸及其他

具备抗有丝分裂作用的碱性成分，具有解热、抑菌等功效。荷叶还含有多种生物碱及黄铜苷

类、荷叶苷等成分，能够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荷叶的浸剂和煎剂还能够扩张血管，起到

清热解暑、降血压的作用。以荷叶为原料加工成的天莲纤维透气性、导湿性好，还具有瘦身、

改善睡眠等保健功能。

[0022] 莲子的有效成分对血液动力有抑制作用，能够抑制心肌收缩、减慢心率、扩张冠状

动脉、松弛血管、降低血压，还具有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等作用。

[0023] 天莲纤维取自荷叶和莲子的精华萃取物，经特殊纺丝工艺制成，天然环保，可自然

降解。天莲蛋白含有16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对人体有益，还能够滋润皮肤。同时，植物蛋白

赋予天莲纤维面料更舒适的手感，织物滑糯轻柔、吸湿透气。

[0024] 另外，天莲纤维具有防紫外线的功能，其100％针织物的紫外线UVA/UVB的透过率

均为1.54％，紫外线防护系数UPF为50。

[0025] 天莲纤维具有涵养水分的功能。天莲纤维富含亲水基，能够锁住水分，从而滋润肌

肤。

[0026] 天莲纤维具有美体塑身的功能。天莲纤维能分解人体产生的自由基，消除肌肤疲

劳，使得肌肤细胞保持活跃状态，同时，天莲纤维还能抑制脂肪细胞，使人保持健康体型。

[0027] 天莲纤维具有丰富的负氧离子，能够消减自由基，有益于人体的免疫力，起到抗氧

防衰老的作用。

[0028] 因此，采用天莲纤维制备的天莲纤维面料10天然环保、轻柔舒适、吸湿透气，还具

有护肤润肤等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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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网布面料20上设置有多个网孔，贴身穿着时，有利于皮肤与外界环境交互，进而更

透气清爽。

[0030] 网孔的存在还能够减少面料与人体的接触面积，进而减小服装对人体的束缚，使

得T恤更贴身舒适。

[0031] 网孔的连接结构还能够增加布料的弹性，能够提高T恤的适穿性，以便于T恤适应

各种体型的穿着人员。同时，在运动场景穿着，T恤能够更好地配合肢体动作，轻松无压迫。

[0032] 同时，网布面料20被水或者汗液浸湿时，不会透出皮肤，因此，网布面料20的设置

能够保护皮肤，还能够避免透视，保证穿着的隐私性。

[0033] 通过设置网布面料20从后背位置延伸至两肋位置，参照图1和图2，穿着时，网布面

料20贴近人体的背部和腰部。容易理解的，背部和腰部是人上半身的易出汗位置。通过在易

出汗位置及其附近设置网布面料20，一方面，能够通过减少织物与人体的接触面积，避免织

物紧闷皮肤，同时通过大量网孔，实现织物的通风透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热汗的产

生；另一方面，汗流浃背时，体表的汗液能够通过网布面料20快速挥发到外部环境中，从而

加快T恤的排汗导湿。

[0034] 另外，运动场景下，穿着人员的背部和手臂是动作幅度较大的部位，通过在背部和

腰部设置网布面料20，能够使得T恤更好地贴合并适应人体动作。

[0035] 可选地，网布面料20能够设置为T恤的后身，穿着时，后身能够覆盖穿着人员的整

个后背，从而实现后背全方位的透气排汗。或者，网布面料20能够设置在后龟背及脊骨的位

置附近，从而针对性地作用于出汗位置和运动位置。

[0036] 可选地，网布面料20从后背延伸至侧缝。或者，网布面料20从后背延伸至前身的公

主缝。侧缝从衣身袖口的腋下位置向衣身的下摆直线延伸；区别于侧缝，公主缝更靠近人体

的胸部和腹部，并且沿人体的曲线延伸设置。通过向人体的前胸和腹部延伸设置网布面料

20，能够更好地覆盖上半身的出汗位置，使得T恤更修身、更透气。

[0037] 可选地，天莲纤维面料10包括：第一部分11，从领口延伸至腹部位置，并与网布面

料20相连；第二部分12，与第一部分11和网布面料20的下端相连，构成衣身的下摆。

[0038] 参照图1和图2，第一部分11用于连接两肋位置处的网布面料20。穿着时，第一部分

11靠近人体的前胸和腹部。天莲纤维面料10轻薄且柔软，能够更好地贴合不同幅度的人体

部位。同时，容易理解的，前胸和腹部是人体感官较为敏锐的部位，通过在这些位置设置天

莲纤维面料10，能够提高舒适度。另外，天莲纤维面料10拉伸性好，运动场景下，网布面料20

随人体部位移动，天莲纤维面料10配合网布面料20变形，一方面，能够减小衣物对人体的约

束，方便人体动作，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遮挡人体部位，保证穿着的隐私性。

[0039] 第二部分12用于构成衣身的下摆。通过在网布面料20的下端设置天莲纤维面料

10，一方面，能够定型和定位网布面料20，避免运动过程中网布面料20随肢体活动过度位移

而暴露人体；另一方面，能够增加T恤的垂度，使得T恤的版型更稳定、更美观。

[0040] 可选地，第一部分11与网布面料20，和/或，第二部分12与网布面料20通过拷边相

连。其中，拷边是常规的裁片连接工艺，利用拷边机即可实现，具体实现方式不再赘述。

[0041] 拷边既能够使得两个裁片（此处指网布面料20和天莲纤维面料10）牢固连接，又能

够改善服装内部的里层倒缝问题，使得接缝更平整美观。

[0042] 可选地，拷边设置在T恤靠近人体的内部。此时，自服装外部观察，两个裁片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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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仅能看到接缝。通过将拷边设置在内，一方面，能够避免裁片连接在一起的布料暴露在

外、影响美观，另一方面，还能够保护裁片的连接位置，避免连接在一起的布料暴露在外、直

接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涉。

[0043] 可选地，第一部分11与网布面料20，和/或，第二部分12与所述网布面料20可拆卸

地连接。

[0044] 以第一部分11与网布面料20为例进行说明，第一部分11和网布面料20为之间可以

设置拉链，需要时，打开拉链，能够释放释放胸部和腰部。或者，第一部分11和网布面料20为

之间可以设置纽扣、魔术贴等裁片连接构件。

[0045] 解开第一部分11与网布面料20的连接，一实施方式中，能够方便女性哺乳，另一实

施方式中，能够放大T恤的版型，从而减少衣物对人体的束缚，或者，实现更好地透气出汗。

重新连接第一部分11与网布面料20，又能使得T恤恢复原状。

[0046] 第二部分12和所述网布面料20的连接结构，与第一部分11和网布面料20的连接结

构相似，具体不再赘述。

[0047] 通过设置第一部分11与网布面料20，和/或，第二部分12与所述网布面料20可拆卸

地连接，能够提高T恤的实用性。

[0048] 可选地，设于天莲纤维面料10和网布面料20之间的裁片连接构件，设置在T恤靠近

人体的内部，通过隐藏裁片连接构件，能够保证T恤的外表美观。

[0049] 可选地，T恤的下摆口，也就是第二部分12的下端边缘通过双针压边进行包边。其

中，包边是常规的裁片处理工艺，利用缝纫机即可实现，具体实现方式不再赘述。

[0050] 包边既能够定型裁片不与其他裁片相连的边缘，使得边缘的外形更简洁、更美观；

又能够让裁片的边缘更稳定、更服帖。

[0051] 可选地，包边设置在T恤背离人体的外部。裁片不与其他裁片相连的边缘通常暴露

在外，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在裁片边缘设置包边，能够加固边缘结构，从而保护

裁片，并能够避免边缘褶皱变形。

[0052] 衣袖包括左袖30和右袖40，左袖30连接衣身的一个袖口，右袖40连接衣身的另一

个袖口。

[0053] 具体可参照图1，衣身一般具有四个可供人体部位进出的口部，分别是一个领口，

两个袖口和一个下摆口。穿着时，头部可以从下摆口进入、再从领口穿出，两个手部能够随

头部从下摆口进入、再分别从一个袖口穿出。

[0054] 容易理解的，下摆口和领口沿第一方向相对设置，两个袖口沿第二方向相对设置，

第一方向与第二方向相互垂直。

[0055] 为方便描述，以图1所示的方位为例进行说明，此时，第一方向为上下方向，第二方

向为左右方向。可知，制备衣身时，前片2和后片3的上下两端不需要缝合，以便于构成领口

和下摆口。而在缝合前片2和后片3左右两侧的过程中，需要避开袖口位置。

[0056] 一些实施方式中，衣身的袖口与领口间隔设置。此时，在衣身的左侧，至少需要设

置两条缝合线，其中一条缝合线连接于领口至袖口之间，形成肩缝；而另一条缝合线连接于

袖口至下摆口之间，形成侧缝。同理，在衣身的右侧，亦至少需要设置两条缝合线，分别构成

右侧的肩缝和侧缝，具体不再赘述。

[0057] 另一实施方式中，衣身的袖口与领口相通。具体可参照图1和图2，此时，左袖3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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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袖40连肩设置，直接与领圈1相连。

[0058] 通过设置连肩的衣袖，使得构成衣身的裁片不再接触肩部，从而柔化T恤的肩部线

条，以便于T恤适应不同肩宽的人群。

[0059] 同时，连肩的衣袖能够覆盖整个肩部，进而减小肩部的束缚感，方便肩部和手臂动

作，并使得肩部更透气。同时，连肩的衣袖使得肩线偏离常规的、正对肩膀的位置，也就使得

原肩线处无拼缝，光滑无压痕，穿着更舒适。

[0060] 进一步地，左袖30与衣身的前部相连、形成左前肩线A1，左前肩线A1靠近前胸位

置，左袖30与衣身的背部相连、形成左后肩线A2，左后肩线A2靠近肩胛骨位置；和/或，右袖

40与衣身的前部相连、形成右前肩线B1，右前肩线B1靠近前胸位置，右袖40与衣身的背部相

连、形成右后肩线B2，右后肩线B2靠近肩胛骨位置。

[0061] 需要说明的是，左袖30和右袖40结构可以彼此对称，也可以不对称，所以，左前肩

线A1和右前肩线B1的位置可以相互对称，也可以彼此偏差，左后肩线A2与右后肩线B2同理。

图1和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左袖30和右袖40对称设置。

[0062] 当左前肩线A1或者右前肩线B1相较于原肩线（正对肩膀）前移至靠近前胸位置，对

应地，左后肩线A2或者右后肩线B2相较于原肩线（正对肩膀）后移至靠近肩胛骨位置时，左

袖30或者右袖40能够完全覆盖肩部，以便于保护肩部，并能够减小肩部的负担。

[0063] 更进一步地，左前肩线A1、左后肩线A2、右前肩线B1和/或左后肩线A2自领口向腋

下位置倾斜设置。

[0064] 具体可参照图1和图2，左前肩线A1和右前肩线B1自上而下、朝远离对方的方向倾

斜延伸至腋下位置，左后肩线A2和右后肩线B2亦自上而下，向远离对方的方向倾斜延伸至

腋下位置。此时，衣袖覆盖整个肩部和臂部，使得肩、臂运动更灵活，同时，衣袖避开胸部和

斜方肌，以便于衣身贴合穿着人员的身体，并避免穿着人员上半身除肩、臂以外的其他部位

运动影响衣袖的版型和位置。

[0065] 可选地，衣袖采用天莲纤维面料制备。

[0066] 可选地，衣袖与衣身通过拷边相连，拷边设置在T恤靠近人体的内部。

[0067] 可选地，衣袖与衣身的连接位置设置有锁边条2，锁边条2设置在T恤的外部。锁边

条2能够增加T恤的层次感，也能够更好地对T恤的裁片进行定型和定位，以便于体恤版型保

持稳定。另外，锁边条2还能够提拉肩线的线条，防止面料下垂，并使得T恤更美观。

[0068] 可选地，左袖30和/或右袖40设置有多层袖片31，多层袖片31阶梯布置。具体地，任

一层袖片31形成衣袖的一个袖口。相邻两层袖片31层叠设置，在下的袖片31设于在上的袖

片31构成的袖口中，并从在上的袖片31的袖口突出。因此，衣袖的袖口仿若展开的莲花，更

具美感。

[0069] 可选地，领圈1设置为圆领。具体地，衣身的领口设置为圆形，领圈31环绕领口一

周，能够加固并定型领口，避免领口变形。通过将领圈31设置为圆形，能够简化领型，使T恤

外形更大气，并能够放松颈部，以便于T恤排汗透气。

[0070] 可选地，领圈1上设置有凸起的斜纹。具体地，领圈1可采用平纹或者斜纹面料制备

而成，此时，领圈1上设有多个间隔设置的凸起纹路。一方面，凸起的斜纹能够增加领圈的手

感，另一方面，间隔设置的凸起能够避免领圈1完全贴合颈部、引起闷热或者憋气。同时，具

有凸起斜纹的领圈1使得T恤的领部更立体，结构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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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可选地，领圈1上的斜纹沿上下方向延伸设置，多个斜纹沿领口间隔设置。

[0072] 以上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施例

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在矛

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73]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申请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

因此而理解为对申请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申请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因此，本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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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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