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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防臭鞋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纳米防臭鞋，包括鞋底以及

鞋帮，所述鞋帮包括易清洗层、保温层以及防臭

层，所述保温层粘贴在易清洗层内端面，所述防

臭层粘贴在保温层内端面，所述保温层、易清洗

层以及防臭层均连接在鞋底上端面，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实现了多层

保温的功能，且便于清洗，提高了美观性，而且具

有缓冲减震的功能，同时也扩大了防臭的面积，

提高了防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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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防臭鞋，包括鞋底以及鞋帮，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帮包括易清洗层、保温层

以及防臭层，所述保温层粘贴在易清洗层内端面，所述防臭层粘贴在保温层内端面，所述保

温层、易清洗层以及防臭层均连接在鞋底上端面，制备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选取65-8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15-3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60-70重量份的棉

纤维、30-4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40-50重量份的涤纶纤维以及50-60重量份的锦纶纤维；

然后，以竹原纤维作为经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并进

行络筒成卷，然后将聚丙烯腈纤维一端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而得到易清

洗层；

然后，以棉纤维作为经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粘胶纤维纤维作为纬线并进行

络筒成卷，然后将粘胶纤维一端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而得到保温层；

然后，将涤纶纤维以及锦纶纤维均放入抗菌防臭剂内进行浸渍处理，在浸渍完成后，将

涤纶纤维以及锦纶纤维取出，并放入烘干机中进行烘干处理，然后以涤纶纤维作为经线并

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锦纶纤维作为纬线，并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

而得到防臭层；

再然后，将得到的易清洗层、保温层以及防臭层放入裁切机中进行裁切，然后将裁切好

的防臭层放入褶皱机中，并在防臭层的两端连接引导纸，从而对引导纸进行拉动，进而实现

对防臭层进行褶皱处理，然后将易清洗层、保温层以及防臭层对齐处理，并放入压辊机，从

而压制成型；

最后，将制好的易清洗层、保温层、防臭层以及鞋底放置在缝纫机上，并进行缝纫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防臭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选取6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

作为经线，选取3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易清洗层，此时的易清洗层耐

磨效果较高；所述选取8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作为经线，选取1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作为

纬线，从而制得易清洗层，此时的易清洗层易清洗效果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防臭鞋，其特征在于：所述选取60重量份的棉纤维作

为经线，选取4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保温层，此时的保温层吸湿效果较

高；所述选取70重量份的棉纤维作为经线，选取3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保

温层，此时的保温层易保温效果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防臭鞋，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防臭剂是一种阴离子

纳米无机抗菌防臭剂，所述烘干机的烘干温度为180-220℃，烘干时间为60-7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防臭鞋，其特征在于：所述褶皱机是一种XL-68褶皱

机，且褶皱机的制褶深度可调，所述防臭层的褶皱深度在2mm时，此时的防臭层褶皱可进行

缓冲减震，所述防臭层的褶皱深度在4mm时，此时的防臭层褶皱较长，扩大了与使用人员脚

部的接触面积，提高了防臭效果，且进一步提高了保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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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防臭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纳米防臭鞋，属于防臭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纳米防臭鞋通常是一种单层的鞋帮，保温效果较差，且鞋帮内外两层都是

平滑面，进而导致防臭面积固定，防臭效果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纳米防臭鞋，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纳米防臭鞋，包括

鞋底以及鞋帮，所述鞋帮包括易清洗层、保温层以及防臭层，所述保温层粘贴在易清洗层内

端面，所述防臭层粘贴在保温层内端面，所述保温层、易清洗层以及防臭层均连接在鞋底上

端面，制备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05] 首先，选取65-8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15-3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60-70重量份

的棉纤维、30-4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40-50重量份的涤纶纤维以及50-60重量份的锦纶纤

维；

[0006] 然后，以竹原纤维作为经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

并进行络筒成卷，然后将聚丙烯腈纤维一端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而得到

易清洗层；

[0007] 然后，以棉纤维作为经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粘胶纤维纤维作为纬线并

进行络筒成卷，然后将粘胶纤维一端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而得到保温

层；

[0008] 然后，将涤纶纤维以及锦纶纤维均放入抗菌防臭剂内进行浸渍处理，在浸渍完成

后，将涤纶纤维以及锦纶纤维取出，并放入烘干机中进行烘干处理，然后以涤纶纤维作为经

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锦纶纤维作为纬线，并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

作，从而得到防臭层；

[0009] 再然后，将得到的易清洗层、保温层以及防臭层放入裁切机中进行裁切，然后将裁

切好的防臭层放入褶皱机中，并在防臭层的两端连接引导纸，从而对引导纸进行拉动，进而

实现对防臭层进行褶皱处理，然后将易清洗层、保温层以及防臭层对齐处理，并放入压辊

机，从而压制成型；

[0010] 最后，将制好的易清洗层、保温层、防臭层以及鞋底放置在缝纫机上，并进行缝纫

处理。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选取6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作为经线，选取3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

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易清洗层，此时的易清洗层耐磨效果较高；所述选取85重量份的竹原

纤维作为经线，选取1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易清洗层，此时的易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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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易清洗效果高。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选取60重量份的棉纤维作为经线，选取4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作为

纬线，从而制得保温层，此时的保温层吸湿效果较高；所述选取70重量份的棉纤维作为经

线，选取3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保温层，此时的保温层易保温效果高。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抗菌防臭剂是一种阴离子纳米无机抗菌防臭剂，所述烘干机的烘

干温度为180-220℃，烘干时间为60-70min。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褶皱机是一种XL-68褶皱机，且褶皱机的制褶深度可调，所述防臭

层的褶皱深度在2mm时，此时的防臭层褶皱可进行缓冲减震，所述防臭层的褶皱深度在4mm

时，此时的防臭层褶皱较长，扩大了与使用人员脚部的接触面积，提高了防臭效果，且进一

步提高了保温效果。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纳米防臭鞋，本发明通过添加鞋底、易清洗层、

保温层以及防臭层，实现了多层保温的功能，且便于清洗，提高了美观性，而且具有缓冲减

震的功能，同时也扩大了防臭的面积，提高了防臭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纳米防臭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纳米防臭鞋中鞋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鞋底、2-鞋帮、21-易清洗层、22-保温层、23-防臭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纳米防臭鞋，包括鞋底1以及鞋

帮2，鞋帮2包括易清洗层21、保温层22以及防臭层23，保温层22粘贴在易清洗层21内端面，

防臭层23粘贴在保温层22内端面，保温层22、易清洗层21以及防臭层23均连接在鞋底1上端

面，制备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22] 首先，选取65-8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15-3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60-70重量份

的棉纤维、30-4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40-50重量份的涤纶纤维以及50-60重量份的锦纶纤

维；

[0023] 然后，以竹原纤维作为经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

并进行络筒成卷，然后将聚丙烯腈纤维一端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而得到

易清洗层21；

[0024] 然后，以棉纤维作为经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粘胶纤维纤维作为纬线并

进行络筒成卷，然后将粘胶纤维一端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作，从而得到保温层

22；

[0025] 然后，将涤纶纤维以及锦纶纤维均放入抗菌防臭剂内进行浸渍处理，在浸渍完成

后，将涤纶纤维以及锦纶纤维取出，并放入烘干机中进行烘干处理，然后以涤纶纤维作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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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并固定在无梭织机上，然后以锦纶纤维作为纬线，并连接在引纬器上，然后经过织机操

作，从而得到防臭层23；

[0026] 再然后，将得到的易清洗层21、保温层22以及防臭层23放入裁切机中进行裁切，然

后将裁切好的防臭层23放入褶皱机中，并在防臭层23的两端连接引导纸，从而对引导纸进

行拉动，进而实现对防臭层23进行褶皱处理，然后将易清洗层21、保温层22以及防臭层23对

齐处理，并放入压辊机，从而压制成型；

[0027] 最后，将制好的易清洗层21、保温层22、防臭层23以及鞋底1放置在缝纫机上，并进

行缝纫处理。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选取65重量份的竹原纤维作为经线，选取35重量份的

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易清洗层21，此时的易清洗层21耐磨效果较高；选取85重

量份的竹原纤维作为经线，选取15重量份的聚丙烯腈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易清洗层21，

此时的易清洗层21易清洗效果高。

[0029]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选取60重量份的棉纤维作为经线，选取40重量份的粘

胶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保温层22，此时的保温层22吸湿效果较高；选取70重量份的棉纤

维作为经线，选取30重量份的粘胶纤维作为纬线，从而制得保温层22，此时的保温层22易保

温效果高。

[0030]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抗菌防臭剂是一种阴离子纳米无机抗菌防臭剂，烘干

机的烘干温度为180-220℃，烘干时间为60-70min。

[0031]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褶皱机是一种XL-68褶皱机，且褶皱机的制褶深度可

调，防臭层23的褶皱深度在2mm时，此时的防臭层23褶皱可进行缓冲减震，防臭层23的褶皱

深度在4mm时，此时的防臭层23褶皱较长，扩大了与使用人员脚部的接触面积，提高了防臭

效果，且进一步提高了保温效果。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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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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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内。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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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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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