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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包括外皮和内胆，

外皮和内胆均包括前腰片、后腰片、连接前腰片

和后腰片的裆部以及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该内

胆为双层复条防绒胆布，在该内胆的前腰片和后

腰片上缝制有一片或多片含托玛琳粉的面料，在

该内胆的一面上每隔1.3cm织有一条导电纤维，

在该内胆的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以及裆部拼接

有弹性透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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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包括外皮和内胆，外皮和内胆均包括前腰片、后腰片、连接

前腰片和后腰片的裆部以及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该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各自分别沿着裆

部两侧从前腰片和后腰片向下延伸，其特征在于，该内胆为双层复条防绒胆布，在该内胆的

前腰片和后腰片上缝制有一片或多片含托玛琳粉的面料，在该内胆的一面上每隔1.3cm织

有一条导电纤维，在该内胆的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以及裆部拼接有弹性透气条，在所述外

皮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的脚口部分各设一条1.5cm宽的松紧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

部为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在该导电胆布上缝织有磁力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玛琳粉以点状颗

粒的形式附着在针织布上，以形成上述含托玛琳粉的面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透气条的面料

为一面为绒面、一面为平面的弹力超柔面料，该在弹性透气条上具有气孔，气孔随着弹力超

柔面料的伸缩而变化。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胆布中还加入远红

外线功能材料，在胆布表面形成红外线网络。

6.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包括前腰片、后腰片、连接前腰片和后腰片的裆部以及左裤

腿部和右裤腿部，该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各自分别沿着裆部两侧从前腰片和后腰片向下延

伸，其特征在于，该羽绒裤面料为双层复条防绒胆布，在所述前腰片和后腰片上缝制有一片

或多片含托玛琳粉的面料，在该羽绒裤的一面上每隔1.3cm织有一条导电纤维，在所述左裤

腿部和右裤腿部以及裆部拼接有弹性透气条，在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的脚口部分各设

一条1.5cm宽的松紧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

部为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在该导电胆布上缝织有磁力布。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玛琳粉以点状颗

粒的形式附着在针织布上，以形成上述含托玛琳粉的面料。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透气条的面料

为一面为绒面、一面为平面的弹力超柔面料，该在弹性透气条上具有气孔，气孔随着弹力超

柔面料的伸缩而变化。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胆布中还加入远

红外线功能材料，在胆布表面形成红外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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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保健羽绒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服装类裤子，属于羽绒裤品类，具有功能性保健作用。

背景技术

[0002] 女人在生理期对身体，包括丹田的保护尤为重要，经期胞宫气血空虚，尤其需要注

意保暖，避免受寒。现有的用于女性暖宫衣物的解决方案主要通过提供这样的一种暖宫内

裤解决。

[0003] 诸如中国专利文献CN206548810U中提供了一种暖宫裤，包括艾灸贴和本体，本体

的内面设有用于粘贴艾灸贴的固定层，固定层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固定

层，固定层的设置完全按照人体相关穴位进行，使对应的穴位得到足够的刺激，从而起到暖

宫的作用。该技术方案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使用艾灸贴对相关穴位进行刺激，从而起到暖

宫的功效。

[0004] 再诸如中国专利文献CN206433767U中提供了一种石墨烯护宫内裤，包括内裤本

体、松紧带、导电片、石墨烯纤维、可充电电源，第一石墨烯纤维位于女性子宫位置，第一石

墨烯纤维可以再可充电电源的电力作用下发出红外线，从而起到暖宫护腰的功效。该技术

方案利用石墨烯纤维发出红外线，从而起到暖宫作用。该技术方案中需要使用可充电电源，

作为日常穿衣适用性不强。

[0005] 再诸如CN204070593U中公开了一种暖宫高腰收腹裤，包括前片、后片和裆部，前片

内侧中央位置设置托玛琳点胶结构，后片内侧靠近腰部位置设置托玛琳点胶结构，从而起

到暖宫的功效。该技术方案通过使用点胶结构的凸点对女性身体的刺激，缓解女性痛经、腰

酸背痛等症状。

[0006] 再诸如CN203447411U中公开了一种暖宫内裤，包括前片、后片和裆部，前片上设有

插袋，外插袋用于盛放暖宫贴，内插袋放置中药包，由此对宫寒、痛经等妇科疾病起到治疗

调理和保健的目的。

[0007] 然而，现有技术中鲜有保暖羽绒裤起到暖宫的作用。羽绒裤本身就有保暖作用，如

果女性穿上保暖羽绒裤后裆部热量聚集而不能及时散去，女性私处容易滋生细菌反而起不

到保健作用，因此，亟需一种能够及时散热的女性暖宫保暖羽绒裤。同时，羽绒裤在冬季穿

戴是容易产生静电，该静电放电对女性健康也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为了提供一条健康的

羽绒裤，还亟需赋予其抗静电功能。

发明内容

[0008] 鉴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将含

有托玛琳粉的面料缝制在羽绒裤的前腰和后腰，托玛琳粉可发射4-14微米的远红外线，与

人体远红外波长相匹配，可以改善微循环，达到保健作用。托玛琳粉以点状颗粒的形式附着

在针织布上，是一款兼具保暖和保健功能为一体的高科技产品。

[0009] 具体来说，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包括外皮和内胆，外皮和内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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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包括前腰片、后腰片、连接前腰片和后腰片的裆部以及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该左裤腿部

和右裤腿部各自分别沿着裆部两侧从前腰片和后腰片向下延伸，其特征在于，该内胆为双

层复条防绒胆布，在该内胆的前腰片和后腰片上缝制有一片或多片含托玛琳粉的面料，在

该内胆的一面上每隔1.3cm织有一条导电纤维，在该内胆的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以及裆部

拼接有弹性透气条，在所述外皮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的脚口部分各设一条1.5cm宽的松紧

带。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

腿部为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玛琳粉以点状

颗粒的形式附着在针织布上，以形成上述含托玛琳粉的面料。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透气条的面

料为一面为绒面、一面为平面的弹力超柔面料，该在弹性透气条上具有气孔，气孔随着弹力

超柔面料的伸缩而变化。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纤维设置于

外皮上。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包括前腰片、后

腰片、连接前腰片和后腰片的裆部以及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该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各自

分别沿着裆部两侧从前腰片和后腰片向下延伸，其特征在于，该羽绒裤面料为双层复条防

绒胆布，在所述前腰片和后腰片上缝制有一片或多片含托玛琳粉的面料，在该羽绒裤的一

面上每隔1.3cm织有一条导电纤维，在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以及裆部拼接有弹性透气

条，在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的脚口部分各设一条1.5cm宽的松紧带。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

腿部为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玛琳粉以点状

颗粒的形式附着在针织布上，以形成上述含托玛琳粉的面料。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透气条的面

料为一面为绒面、一面为平面的弹力超柔面料，该在弹性透气条上具有气孔，气孔随着弹力

超柔面料的伸缩而变化。

[0018]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由于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为具

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所以增强了抗静电功能。作为导电胆布，诸如采用抗静电春亚

纺、抗静电涤塔夫等面料。

[0019]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羽绒采用最高含容量的顶级  90％

白鸭绒，采用国际先进清洁技术，无化学漂白、无人工添加剂，百分百无污染，使得本实用新

型的羽绒裤比普通羽绒裤更保暖，更健康。

[0020] 根据本实用新型上述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除了裤脚口设置松紧带作为脚蹬之

外，还本着充分人性化设计理念，在羽绒裤裤脚设计上留有八公分无绒区，适应不同裤长需

要的剪裁，保证剪裁后不会发生爆绒。

[002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由于采用高弹面料，所以能够保证人在活

动时的舒适性，所述羽绒裤内胆采用双层复条防绒胆布，可减少绗线工艺，避免了从针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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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的现象。另一方面，胆布采用无缝压合技术，羽绒制品最怕跑绒，跑绒主要是因为针眼造

成，本实用新型羽绒裤采用无缝压合技术，大大减轻了羽绒裤的跑绒问题。所述双层复条防

绒胆布面料是通过高温技术两两层面料粘合在一起，无需绗缝，无针孔，面料的防绒可以经

过涂层处理，也可以不经过涂层处理。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是不经过涂层处理的防绒面料，透

气性优良，该防绒胆布面料不会因为闭气而显得臃肿不堪，也不会聚集汗气而变得潮湿不

堪。另外，本实用新型还采用无缝胶合技术进行锁绒，电脑机械设定充绒程序，让羽绒裤的

绒量更加合理，更加均匀，配合平整顺滑的无缝胶合技术，有效杜绝任何形式的跑绒、漏绒。

在胆布的一面每隔1.3cm织有一条导电纤维，导电纤维起到了防静电的作用，防止静电发生

可以起到加快血液循环、美化皮肤等保健作用。本实用新型中采用的导电纤维其捻度为

20D/6F,导电率为107欧姆的导电纤维。另一方面，之所以采用1.3cm这样的间隔，是因为间

隔如果过大则会影响其导电效率，抗静电效果会打折扣，如果过密则会影响羽绒裤的整体

效能。该间隔是申请人经过多次实践和改良所得到的最佳间隔。该间隔为1cm-1.5cm均可，

最优选为1.3cm。另外，在胆布的两侧和裆部拼接有弹性透气条，即能起到让内胆具有弹力

功能，又能起到透气作用，保证羽绒裤穿着起来舒适。所述羽绒裤脚口各有一条1.5cm  宽的

黑松紧带，用作为人们在穿所述羽绒裤时脚踩的蹬子，一是穿裤子方便，二是穿靴子也好

穿。

[002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由于将含有托玛琳粉的面料缝制在羽绒裤

的前腰和后腰，而托玛琳粉可发射4-14微米的远红外线，该波段与人体远红外波长相匹配，

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保健作用。另一方面，托玛琳粉以点状颗粒的形式附着在针织布上，是一

款兼具保暖和保健功能为一体的高科技产品。

[002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功能性保健羽绒裤，一方面利用托玛琳粉在高腰处进行暖宫，

一方面利用弹性透气条进行裤腿以及裆部透气，可以保证女性穿上该羽绒裤之后不但相关

穴位处非常暖和，而且能够保证穿着温度保持为体温，私处透气性非常优良。另一方面，形

成的弹力松紧腰还能够实现保障饭前不掉、餐后不勒的功效。本实用新型羽绒裤专门为女

性研发，其腰部凭借高腰松紧带设计，版型依据人体工学原理，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使裤子

能够完整包裹整个腰部，在寒冷的冬季，无论穿着的女性是弯腰还是深蹲，都能紧密贴合女

性腰部而不下滑，防止腰部受寒。

[002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功能性保健羽绒裤，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为具有防静电功

能的导电胆布，除了防静电功能外，胆布中还加入远红外线功能材料，在胆布表面形成红外

线网络，作为该远红外功能材料不做特别限定，其可以采用诸如远红外陶瓷粉体，石墨烯粉

体等等，使用该远红外功能材料，不仅表层产生热效应，还通过分子共振，让皮肤深部组织

的自身发热，有效抑制细菌滋生，这样，本实用新型的羽绒裤除了能够保持优异的吸湿透气

性能，时刻保持保暖干爽状态之外，还能够进一步刺激细胞活性改善血液微循环，提高机体

免疫能力，起到很好的保暖和保健作用。

[002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功能性保健羽绒裤，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为具有防静电功

能的导电胆布，除了防静电功能外，胆布表面还缝织有磁力布，该磁力布通常缝织在膝部的

位置。冬天由于天气干燥，人体和衣服接触很容易起静电，静电易造成皮肤掉皮屑、干裂、瘙

痒，更有电击的疼痛，胆布中除了加入导电纤维之外，还缝织有磁力布，除了及时导去人体

积聚的静电，并且，由于磁力布赋予了该羽绒裤磁动力，尤其膝部是人体穴位较多的部位，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10382688 U

5



所以具有较好的保健效果。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的前面示意图。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功

能性保健羽绒裤的后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参照图1、2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请参阅图1-2，图1是本实用新型

一种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的前面示意图。图2是该功能性保健羽绒裤的后面示意图。之所以将

该羽绒裤划为左右两个图进行说明是为了说明上的清晰，实际上，图1和图2呈现前后叠层

关系。其中，附图标记为：1，含托玛琳粉的面料；2，弹性透气条；3，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

布；4,导电纤维；5，脚蹬；  6，前腰片；7，后腰片。

[0028] 如图1-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采用托玛琳粉以点状颗粒的

形式附着在针织布上，即在所述前腰片6和后腰片7上缝制有一片或多片含托玛琳粉的面料

1(即含有托玛琳粉的发热布1)，该含有托玛琳粉的发热布的点状颗粒能够发射4-14微米的

远红外线，该波段与人体远红外波长相匹配，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保健作用。所述前腰片6和

后腰片7可以加宽形成高腰，以进一步加强对身体的保护。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

中，该羽绒裤包括外皮和内胆。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该外皮和内胆合二为一，整体形成羽

绒裤。在形成外皮和内胆结构的例子中，发热布设置于内胆中。在外皮和内胆合二为一结构

的例子中，羽绒裤会显得更加轻盈，塑形效果明显。

[0029] 在本实用新型中，主要面料均采用高弹面料，以保证人在活动时的舒适性，所述羽

绒裤内胆采用双层复条防绒而且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3，采用独特的复压条工艺缝

制而成，能够减少绗线工艺，避免了从针眼出绒的现象。

[0030] 另外，在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导电胆布3的一面每隔1.3cm织有一条导电纤维  4，本

实用新型中采用的导电纤维其捻度为20D/6F,导电率为107欧姆的导电纤维。导电纤维4起

到了防静电等作用。

[0031] 在导电胆布3形成的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的两侧以及裆部拼接有弹性透气条2，该

弹性透气条2既能起到让内胆具有弹力功能，又能起到透气作用，保证羽绒裤穿着起来舒

适。所述弹性透气条2，采用弹力超柔面料，其一面为绒面，一面为平面；在弹性透气条2上具

有气孔，气孔随着弹力超柔面料的伸缩而变化。面料本身弹力很大，当人体在运动时，弹力

布张开则气孔变大，达到透气呼吸作用；需要保暖时超柔绒面起到保暖作用；因此，对所述

羽绒裤起到恒温的作用，人体感到更舒适。作为所拼接的弹性透气条2的材料，也采用高弹

面料，该高弹材料例如采用涤塔夫稠或者尼龙材料等等，在张力作用下拉伸时形成的气孔

张大，起到散热作用。也就是说，本实用新型不但通过设置于腰片上的点状颗粒起到暖宫作

用，而且通过在裆部和左右裤腿部设置弹性透气条，能够调节羽绒裤内温度，使其始终保持

舒适的温度。

[003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羽绒裤脚口各有一条1.5cm宽的黑松紧

带，用于人在穿所述羽绒裤时脚踩的脚蹬5，一是穿裤子方便，二是穿靴子也好穿。

[003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羽绒采用最高含容量的顶级90％白鸭绒，采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10382688 U

6



用国际先进清洁技术，无化学漂白、无人工添加剂，百分百无污染，使得本实用新型的羽绒

裤比普通羽绒裤更保暖，更健康。

[0034]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除了裤脚口设置松紧带作为脚蹬之外，还本

着充分人性化设计理念，在羽绒裤裤脚设计上留有八公分无绒区，适应不同裤长需要的剪

裁，保证剪裁后不会发生爆绒。

[003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由于采用高弹面料，所以能够保证人在活动

时的舒适性，所述羽绒裤内胆采用双层复条防绒胆布，可减少绗线工艺，避免了从针眼出绒

的现象。另一方面，胆布采用无缝压合技术，羽绒制品最怕跑绒，跑绒主要是因为针眼造成，

本实用新型羽绒裤采用无缝压合技术，大大减轻了羽绒裤的跑绒问题。所述双层复条防绒

胆布面料是通过高温技术两两层面料粘合在一起，无需绗缝，无针孔，面料的防绒可以经过

涂层处理，也可以不经过涂层处理。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是不经过涂层处理的防绒面料，透气

性优良，该防绒胆布面料不会因为闭气而显得臃肿不堪，也不会聚集汗气而变得潮湿不堪。

另外，本实用新型还采用无缝胶合技术进行锁绒，电脑机械设定充绒程序，让羽绒裤的绒量

更加合理，更加均匀，配合平整顺滑的无缝胶合技术，有效杜绝任何形式的跑绒、漏绒。

[003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一方面利用托玛琳粉在高腰处进行暖宫，一

方面利用弹性透气条进行裤腿以及裆部透气，可以保证女性穿上该羽绒裤之后不但相关穴

位处非常暖和，而且能够保证穿着温度保持为体温，私处透气性非常优良。另一方面，形成

的弹力松紧腰还能够实现保障饭前不掉、餐后不勒的功效。本实用新型羽绒裤专门为女性

研发，其腰部苹姐高腰松紧带设计，版型依据人体工学原理，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使裤子能

够完整包裹整个腰部，在寒冷的冬季，无论穿着的女性是弯腰还是深蹲，都能紧密贴合女性

腰部而不下滑，防止腰部受寒。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为具有防静电功能

的导电胆布，除了防静电功能外，胆布中还加入远红外线功能材料(未图示)，在胆布表面形

成红外线网络，作为该远红外功能材料不做特别限定，其可以采用诸如远红外陶瓷粉体，石

墨烯粉体等等，使用该远红外功能材料，不仅表层产生热效应，还通过分子共振，让皮肤深

部组织的自身发热，有效抑制细菌滋生，起到很好的保暖和保健作用。

[003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左裤腿部和右裤腿部为具有防静电功能

的导电胆布，除了防静电功能外，胆布表面还缝织有磁力布(未图示)，该磁力布通常缝织在

膝部的位置。冬天由于天气干燥，人体和衣服接触很容易起静电，静电易造成皮肤掉皮屑、

干裂、瘙痒，更有电击的疼痛，胆布中除了加入导电纤维之外，还缝织有磁力布，除了及时导

去人体积聚的静电，并且，由于磁力布赋予了该羽绒裤磁动力，尤其膝部是人体穴位较多的

部位，该磁动力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形成微刺激，具有较好的保健效果。

[0039] 总之，以上所述为本使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

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书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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