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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织面料及服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服装技术领域，具体公

开了一种针织面料，包括表层和亲肤层，其特征

在于，所述表层由涤纶编织成平纹组织结构，所

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而成；所述亲肤层为非满地

平纹凸起结构或毛圈组织结构或起毛结构。本实

用新型还公开了一种包含所述针织面料的服装。

本实用新型具有轻量、单向导湿、吸汗速干的效

果，应用广泛可用于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服装，

如长袖T恤、内衣、拉链衫、运动衣等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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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针织面料，包括表层和亲肤层，其特征在于，所述表层由涤纶编织成平纹组织结

构，所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而成；

所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成满地毛圈组织结构或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

所述毛圈组织结构为鱼鳞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的形状为圆

形、椭圆形、四边形、五边形或六边形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圈组织结构为正包毛圈或反包

毛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亲肤层为满地起毛组织结构或非

满地起毛组织结构，所述起毛组织结构通过毛圈组织结构起毛处理形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针织面料包括弹性纱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涤纶和丙纶的细度为50-150D。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针织面料的克重为70-250g。

8.一种包含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织面料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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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织面料及服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服装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针织面料及服装。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人们对秋冬季服装的诉求不再满足于基本的保暖，消费者要求在保暖的

同时具有其他功能性，如轻薄、美观、抗菌防臭、吸汗速干等，因此对服装面料的开发提出了

新的挑战，所以既轻薄又保暖的保暖内衣有着急切地消费需求及广阔地市场前景。

[0003] 而现有技术中，通常是以增加服装的厚度来增加保暖性，此种方法会使人体穿着

时显得臃肿，影响美观性，违背了轻薄美观的需求，或以羊毛等保暖性素材为原料，然而此

种方法成本较高，且加工工艺不成熟，容易造成身体刺痒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针织面料，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针织面料，包括表层和亲肤层，所述表层由涤纶编织成平纹组织结构，所述亲

肤层由丙纶编织而成。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成非满地平纹凸起结构；

[0008] 所述非满地平纹凸起结构的形状为圆形、椭圆形、四边形、五边形或六边形中的一

种。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成满地毛圈组织结构或非

满地毛圈组织结构；

[0010] 所述毛圈组织结构为鱼鳞状。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的形状为圆形、椭圆形、

四边形、五边形或六边形中的一种。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毛圈组织结构为正包毛圈或反包毛圈。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亲肤层为满地起毛组织结构或非满地起毛组

织结构，所述起毛组织结构通过毛圈组织结构起毛处理形成。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针织面料包括弹性纱线。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涤纶和丙纶的细度为50-150D。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针织面料的克重为70-250g。

[0017] 一种包含所述的针织面料的服装。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该针织面料采用原材料丙纶与涤纶相结合，涤纶在面料的表面编织成平纹组织

结构，丙纶在面料的亲肤面编织成鱼鳞状毛圈组织结构或丙纶凸起结构或起毛组织结构，

其中，丙纶具有密度小质量轻，导热系数小保暖性好，单向导湿的特点，接触皮肤可以将人

体汗液导出到面料的表面，保持人体皮肤干爽不粘腻，提高人体穿着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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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2、毛圈结构为正包毛圈即地纱毛圈涤纶显露在织物正面并将毛圈纱丙纶线圈覆

盖，一方面可以防止在穿着和使用过程中毛圈纱被从正面抽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不

同种类的涤纶在面料的表面形成不同的纹路效果避免丙纶造成的影响；

[0021] 3、丙纶凸起结构具有良好的单向导湿的效果，和穿着时的肌理感，适合春夏季服

装。

[0022] 4、毛圈结构经起毛处理如剪毛或磨毛、摇粒等工序形成起毛层，起毛层为满地或

非满地起毛，由此面料做成的服装具有质轻、保暖、肌理感、单向导湿、吸汗速干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

型的一些实施例。

[0024] 图1为实施例1中非满地平纹凸起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图2为实施例2中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的示意图。

[0026] 图3为实施例3中满地毛圈组织结构的示意图。

[0027] 图4为实施例4中满地起毛组织结构的示意图。

[0028] 图5为针织面料中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满地毛圈组织结构和满地起毛组织结构

的编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

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

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30] 一种针织面料，包括表面层和亲肤层，所述表面层由涤纶编织成平纹组织结构，所

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而成。

[0031] 优选的，所述针织面料表面层由涤纶编织形成平纹组织，涤纶为普通涤纶、阳离子

涤纶、功能性涤纶中的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任意组合。

[0032] 采用普通涤纶与阳离子涤纶进行并纱后成为复合丝，再进行编织，通过不同的染

色方法使普通涤纶和阳离子涤纶染上不同的颜色，布面形成麻灰色的效果；采用功能性涤

纶纱线如通过采用异形截面喷丝孔得到具有异形截面的吸水性涤纶，表面的吸水性涤纶与

里侧的丙纶相配合，加大面料两面的压力差，获得具有良好单向导湿、吸汗速干性能的面

料。

[0033] 优选的，所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成非满地平纹凸起结构。

[0034] 在纬编双面机上，涤纶在面料的表层编织成平纹结构，丙纶在面料的亲肤层形成

非连续的凸起结构，凸起之间为涤纶编织而成的凹槽，凸起的形状为正方形、长方形、圆形、

椭圆形等，此种面料适合春夏季服装穿着，另外，凸起的形状和大小不作限定，可根据需求

任意选择。

[0035] 优选的，所述亲肤层由丙纶编织成满地或非满地鱼鳞状毛圈组织结构。

[0036] 其中，毛圈组织结构由平针线圈和带有拉长沉降弧的毛圈线圈组合而成，涤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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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作为地纱在面料表面编织成地组织，丙纶长丝作为毛圈纱在面料的亲肤侧形成带毛圈，

若在每一成圈系统每根针都将地纱涤纶和毛圈纱丙纶编织成圈且使丙纶毛圈线圈形成拉

长的沉降弧则得到一种满地毛圈组织结构，若根据设计要求在特定的涤纶地纱线圈和丙纶

毛圈线圈编织成圈且形成拉长的沉降弧则得到一种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适合春夏秋季服

装穿着。

[0037] 优选的，所述鱼鳞状毛圈组织结构为正包毛圈或反包毛圈。

[0038] 其中，地纱涤纶线圈显露在织物正面并将毛圈纱丙纶的线圈覆盖，可防止穿着和

使用过程中毛圈纱被从正面抽出，这种毛圈组织成为正面毛圈；还可使毛圈纱丙纶的线圈

显露在织物正面，将地纱涤纶线圈覆盖住，织物反面仍是拉长沉降弧的丙纶毛圈，此种结构

称为反包线圈。

[0039] 同时，非满地毛圈组织结构的形状可根据需求设计为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圆形、

五边形或六边形等形状。

[0040] 优选的，所述亲肤层通过毛圈组织结构经起毛处理后形成满地或非满地起毛组织

结构。

[0041] 鱼鳞状的毛圈结构经剪毛或磨毛或磨毛、摇粒后形成起毛组织结构，起毛组织结

构具有手感柔软，保暖的特点，适合秋冬季服装。

[0042] 优选的，所述针织面料还包括弹性纱线。

[0043] 在毛圈组织结构、凸起结构或起毛组织结构中加入弹性纱线如氨纶可得到一种弹

性面料，有助于人体穿着舒适，其中，弹性纱线的细度为20D、30D、40D、70D等，可根据需求进

行选择，优选的为20D、30D或40D。

[0044] 优选的，涤纶和丙纶的细度为50-150D。

[0045] 优选的，面料的克重为70-250g。

[0046]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服装，包含所述的一种针织面料，上述面料经款式设计、

打版、裁剪、缝制做成一种轻量保暖服装，服装款式为长袖T恤衫、拉链衫等。

[0047] 实施例1

[004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采用50D涤纶与50D丙纶长丝，在纬编双面机上，涤纶编织成

平纹组织结构作为面料的表面，丙纶在面料的反面编织成正方形凸起结构，凸起的大小为

0.2х0.2cm，得到一种双面纬编结构的针织面料。面料克重为180g，幅宽为165cm。

[0049] 实施例2

[0050] 如图2和5所示，本实施例采用75D的普通涤纶和75D的阳离子涤纶，经并纱形成复

合丝，由此复合丝与75D的丙纶在毛圈针织机上进行编织，复合丝作为地纱编织成平纹组

织，根据设计的花型和图案在特定的地纱线圈上以丙纶作为毛圈纱编织成正包毛圈组织，

后经起毛处理形成凸起的四边形浮雕花纹，花纹的大小为0.4х0.6cm，染色过程中采用分

散染料和阳离子染料分别对普通涤纶和阳离子涤纶进行染色，在面料表面形成花灰色效

果。面料克重为170g，幅宽为165cm。

[0051] 实施例3

[0052] 如图3和5所示，本实施例采用100D普通涤纶纱线作为地纱，100D丙纶作为毛圈纱，

在纬编毛圈机上进行编织，在每一成圈系统每根针都将地纱涤纶和毛圈纱丙纶编织成圈而

且使毛圈线圈拉长形成沉降弧，从而编织成正包满地鱼鳞状毛圈面料，得到的面料克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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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g，幅宽为165cm。

[0053] 实施例4

[0054] 如图4和5，上述实施例3得到的一种鱼鳞状毛圈面料经剪毛处理，面料内侧形成起

毛层，贴近皮肤穿着舒适。

[0055] 实施例5

[0056] 一种服装，由实施例1和实施例4经设计、打版、裁剪、缝制等工序加工而成，服装款

式为长袖T恤、拉链衫、睡衣、家居服等服装。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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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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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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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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