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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及其制

作方法，包括面料层，所述面料层的上端设置有

锦纶纺织层，所述防辐射层的上端设置有横向排

列的弹性凸块和第一透气孔，所述弹性凸块和第

一透气孔的上端设置有加固条，所述加固条的上

端通过热固型粘胶固定连接有聚四氟乙烯防水

透气膜层，所述面料层的下端设置有抗菌层。本

发明使得该面料防水透气并且结构稳定，使得布

料更为牢固结实，大大增强了面料的透气效果，

提高吸湿排汗的效率，并且消臭抗菌、防静电穿

着更舒适，抗皱效果和耐磨性好，进一步提高了

面料抗变形能力，使得各纤维原料的优势得以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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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包括面料层(1)，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层(1)的上端设置有锦

纶纺织层(3)，所述锦纶纺织层(3)的上端设置有防辐射层(4)，所述锦纶纺织层(3)和面料

层(1)之间以及锦纶纺织层(3)和防辐射层(4)之间均设置有聚氨酯防皱层(2)，所述防辐射

层(4)的上端设置有横向排列的弹性凸块(5)和第一透气孔(6)，所述弹性凸块(5)和第一透

气孔(6)的上端设置有加固条(7)，所述加固条(7)的上端通过热固型粘胶固定连接有聚四

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所述面料层(1)的下端设置有抗菌层(11)，所述弹性凸块(5)为氨

纶、锦纶和棉纤维纺织而成，所述弹性凸块(5)与第一透气孔(6)等间距交错分布在防辐射

层(4)上，所述防辐射层(4)为纳米银纤维与嵌织的尼龙长丝纺织而成，所述加固条(7)呈波

浪状分布在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与弹性凸块(5)之间，且加固条(7)之间设有第二

透气孔(10)，所述加固条(7)的内部结构为蜂窝状分布的蜂窝孔(9)，所述蜂窝孔(9)、第二

透气孔(10)和第一透气孔(6)相连通，所述抗菌层(11)包括纳米竹炭纤维层(12)，所述纳米

竹炭纤维层(12)的下端设置有甲壳素抗菌纤维层(13)，所述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

的表面覆有一层装饰面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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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面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生活用品性能要求的提高，运动服装中对面料的防

水透气性能、舒展性、耐磨性和舒适度要求更为严格，防水透气面料是指既能防风防雨又能

排汗透气，穿着舒适，水既不会浸透面料，而人体散发的汗液却能以水蒸气的形式通过面料

传导到外界，现有的面料中透气效果较差效率低，使得吸湿排汗效果差。

[0003] 如专利公开号为CN207100629U公开了一种防水透气面料，包括面料层、涂覆于面

料层表面的黏着层、及涂覆于黏着层表面的防水透气薄膜层，该黏着层将防水透气薄膜层

粘合于面料层上；所述防水透气薄膜层包括一PU防水膜层与一PE高分子透气膜层，该PE高

分子透气膜层位于黏着层与PU防水膜层之间。上述防水透气面料兼具了高防水性与高透气

性，且稳定性高。

[0004] 但是，上述方案在使用中存在如下缺陷：PE高分子透气膜层位于黏着层与PU防水

膜层之间，PE高分子透气膜黏着在面料层上连接紧密，透气面积小，透气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及其制作工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包括面料层，

所述面料层的上端设置有锦纶纺织层，所述锦纶纺织层的上端设置有防辐射层，所述锦纶

纺织层和面料层之间以及锦纶纺织层和防辐射层之间均设置有聚氨酯防皱层，所述防辐射

层的上端设置有横向排列的弹性凸块和第一透气孔，所述弹性凸块和第一透气孔的上端设

置有加固条，所述加固条的上端通过热固型粘胶固定连接有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所

述面料层的下端设置有抗菌层。

[0007] 优选的，所述弹性凸块为氨纶、锦纶和棉纤维纺织而成，所述弹性凸块与第一透气

孔等间距交错分布在防辐射层上。

[0008] 优选的，所述防辐射层为纳米银纤维与嵌织的尼龙长丝纺织而成。

[0009] 优选的，所述加固条呈波浪状分布在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与弹性凸块之间，

且加固条之间设有第二透气孔，所述加固条的内部结构为蜂窝状分布的蜂窝孔，所述蜂窝

孔、第二透气孔和第一透气孔相连通。

[0010] 优选的，所述抗菌层包括纳米竹炭纤维层，所述纳米竹炭纤维层的下端设置有甲

壳素抗菌纤维层。

[0011] 优选的，所述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的表面覆有一层装饰面料层。

[0012] 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的制作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13] S1：面料层原料准备，棉纤维50％、蚕丝10％、莫代尔棉纤维15％、亚麻纤维5％、竹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263219 B

3



纤维15％、铜氨纤维5％；

[0014] S2：按重量比例取棉纤维50％、蚕丝10％、莫代尔棉纤维15％、亚麻纤维5％、竹纤

维15％、铜氨纤维5％进行混纺得到混纺纱线；

[0015] S3：将混纺纱线合股形成两股线，同时作为经线和纬线进行织造；

[0016] S4：织造成面料布，经纱和纬纱在喷气织机上织成面料布；

[0017] S5：再处理，采用染整工艺对面料布进行精炼、染色、印花和整理四道加工工序，形

成面料层；

[0018] S6：锦纶纺织层，按重量比例取锦纶纤维20％和棉纤维50％为经线和纬线，在经线

和纬线表面涂覆抗紫外线涂料层，然后进行织造通过染整工艺处理后形成锦纶纺织层；

[0019] S7：防辐射层，按重量比例取纳米银纤维35％、尼龙长丝5％和棉纤维20％，进行编

织通过染整工艺处理后形成防辐射层；

[0020] S8：弹性凸块，按重量比例取氨纶10％、锦纶5％和棉纤维30％进行编织厚度为2mm

的面料块；

[0021] S9：加固条，将乳胶块裁剪为厚度为1mm的乳胶条块，由于其自身的弹性作用，把其

折成波浪状分别粘合固定在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与弹性凸块之间；

[0022] S10：抗菌层，按重量比例取纳米竹炭纤维30％和棉纤维35％织造成纳米竹炭纤维

层，按重量比例取甲壳素抗菌纤维15％和棉纤维30％织造成甲壳素抗菌纤维层，然后使用

面料缝合机器，通过直径为0.05mm的弹力纤维将纳米竹炭纤维层和甲壳素抗菌纤维层缝合

在一起形成抗菌层。

[0023] 优选的，所述S3中股线捻向与单纱捻向相反，使得股线柔软光泽好，捻回稳定，结

构均衡强度大。

[0024] 优选的，所述面料层和聚氨酯防皱层、聚氨酯防皱层和锦纶纺织层、聚氨酯防皱层

和防辐射层以及面料层和抗菌层之间均通过直径为0.05mm的弹力纤维用面料缝合机器缝

合固定连接。

[0025]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26] 本发明通过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加固条和弹性凸块的设置，使得该面料防

水透气的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弹性，并且结构稳定使得布料更为牢固结实，通过第一透气孔、

第二透气孔和蜂窝孔的设置，大大增强了面料的透气效果，提高吸湿排汗的效率，通过防辐

射层和抗菌层，使得面料可以防止辐射避免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并且消臭抗菌、吸湿排汗、

防静电穿着更舒适，健康环保，通过聚氨酯防皱层和锦纶纺织层的交错夹层设置，使得面料

具有抗皱效果并且耐磨性好，进一步提高了面料抗变形能力，通过面料层原料的混纺制作，

使得各纤维原料的优势得以结合，使得面料光泽柔软、透气性好、抗菌、保持皮肤干爽亲肤

舒适。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的加固条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的抗菌层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面料层、2聚氨酯防皱层、3锦纶纺织层、4防辐射层、5弹性凸块、6第一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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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7加固条、8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9蜂窝孔、10第二透气孔、11抗菌层、12纳米竹炭纤

维层、13甲壳素抗菌纤维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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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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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如图1-3所示，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包括面料层1，所述面料层1的上端设置有锦

纶纺织层3，所述锦纶纺织层3的上端设置有防辐射层4，所述锦纶纺织层3和面料层1之间以

及锦纶纺织层3和防辐射层4之间均设置有聚氨酯防皱层2，所述防辐射层4的上端设置有横

向排列的弹性凸块5和第一透气孔6，所述弹性凸块5和第一透气孔6的上端设置有加固条7，

所述加固条7的上端通过热固型粘胶固定连接有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所述面料层1

的下端设置有抗菌层11。

[0033] 所述弹性凸块5为氨纶、锦纶和棉纤维纺织而成，所述弹性凸块5与第一透气孔6等

间距交错分布在防辐射层4上。

[0034] 所述防辐射层4为纳米银纤维与嵌织的尼龙长丝纺织而成。

[0035] 所述加固条7呈波浪状分布在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与弹性凸块5之间，且加

固条7之间设有第二透气孔10，所述加固条7的内部结构为蜂窝状分布的蜂窝孔9，所述蜂窝

孔9、第二透气孔10和第一透气孔6相连通。

[0036] 所述抗菌层11包括纳米竹炭纤维层12，所述纳米竹炭纤维层12的下端设置有甲壳

素抗菌纤维层13。

[0037] 所述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的表面覆有一层装饰面料层。

[0038] 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防水透气型面料的制作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39] S1：面料层1原料准备，棉纤维50％、蚕丝10％、莫代尔棉纤维15％、亚麻纤维5％、

竹纤维15％、铜氨纤维5％；

[0040] S2：按重量比例取棉纤维50％、蚕丝10％、莫代尔棉纤维15％、亚麻纤维5％、竹纤

维15％、铜氨纤维5％进行混纺得到混纺纱线；

[0041] S3：将混纺纱线合股形成两股线，同时作为经线和纬线进行织造；

[0042] S4：织造成面料布，经纱和纬纱在喷气织机上织成面料布；

[0043] S5：再处理，采用染整工艺对面料布进行精炼、染色、印花和整理四道加工工序，形

成面料层1；

[0044] S6：锦纶纺织层3，按重量比例取锦纶纤维20％和棉纤维50％为经线和纬线，在经

线和纬线表面涂覆抗紫外线涂料层，然后进行织造通过染整工艺处理后形成锦纶纺织层3；

[0045] S7：防辐射层4，按重量比例取纳米银纤维35％、尼龙长丝5％和棉纤维20％，进行

编织通过染整工艺处理后形成防辐射层4；

[0046] S8：弹性凸块5，按重量比例取氨纶10％、锦纶5％和棉纤维30％进行编织厚度为

2mm的面料块；

[0047] S9：加固条7，将乳胶块裁剪为厚度为1mm的乳胶条块，由于其自身的弹性作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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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折成波浪状分别粘合固定在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与弹性凸块5之间；

[0048] S10：抗菌层11，按重量比例取纳米竹炭纤维30％和棉纤维35％织造成纳米竹炭纤

维层12，按重量比例取甲壳素抗菌纤维15％和棉纤维30％织造成甲壳素抗菌纤维层13，然

后使用面料缝合机器，通过直径为0.05mm的弹力纤维将纳米竹炭纤维层12和甲壳素抗菌纤

维层13缝合在一起形成抗菌层11。

[0049] 所述S3中股线捻向与单纱捻向相反，使得股线柔软光泽好，捻回稳定，结构均衡强

度大。

[0050] 所述面料层1和聚氨酯防皱层2、聚氨酯防皱层2和锦纶纺织层3、聚氨酯防皱层2和

防辐射层4以及面料层1和抗菌层11之间均通过直径为0.05mm的弹力纤维用面料缝合机器

缝合固定连接，增强面料连接结构的稳定性，并且提高面料的弹性，使得面料更加舒适亲

肤。

[0051] 本发明通过聚四氟乙烯防水透气膜层8、加固条7和弹性凸块5的设置，使得该面料

防水透气的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弹性，并且结构稳定使得布料更为牢固结实，通过第一透气

孔6、第二透气孔10和蜂窝孔9的设置，大大增强了面料的透气效果，提高吸湿排汗的效率，

通过防辐射层4和抗菌层11，使得面料可以防止辐射避免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并且消臭抗

菌、吸湿排汗、防静电穿着更舒适，健康环保，通过聚氨酯防皱层2和锦纶纺织层3的交错夹

层设置，使得面料具有抗皱效果并且耐磨性好，进一步提高了面料抗变形能力，通过面料层

1原料的混纺制作，使得各纤维原料的优势得以结合，使得面料光泽柔软、透气性好、抗菌、

保持皮肤干爽亲肤舒适。

[0052]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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