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239323.2

(22)申请日 2018.12.28

(73)专利权人 夏仙龙

地址 318058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

五丰村3区15号

(72)发明人 夏仙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家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27

代理人 宫建华

(51)Int.Cl.

A47G 9/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包

括席体，所述席体包括复合而成的席面、三明治

材料层和瞬吸纤维层；所述席面上表面由凉席专

用纸和纤维丝以交错叠压方式编织而成，下表面

全部由纤维丝编织而成。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

供一种能够吸湿并且速干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

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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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包括席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席体(1)包括复合而成的席

面(2)、三明治材料层(3)和瞬吸纤维层(4)；所述席面(2)上表面由凉席专用纸和纤维丝以

交错叠压方式编织而成，下表面全部由纤维丝编织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席面(2)是由冰丝

凉席面料、凉感丝凉席面料、苎麻凉席面料、竹纤维凉席面料、蚕丝凉席面料和彩棉凉席面

料其中的一种或多种编织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席面(2)上涂有速

干层(5)，速干层(5)由聚酯纤维纺织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干层(5)的上表

面成型有排汗凸条(6)，相邻的所述排汗凸条(6)一一贴合排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汗凸条(6)上设

置有防菌层(7)，防菌层(7)为防菌布层或喷涂在排汗凸条(6)内侧的防菌涂层。

6.所述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防菌层(7)上

复合有防皱层(8)；所述防皱层(8)是由经纱(11)和纬纱(12)交织而成，所述防皱层(8)的经

纱(11)和纬纱(12)均为形状记忆纤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席体(1)的经线和

纬线中部设置有一折痕(9)。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其特征在于：所述席体(1)的下表面

的一侧长边边缘的两端和中部都设有按扣(10)，与按扣相对一侧的席体(1)表面设有对应

的按扣(10)；席体(1)的长边对折成四分之一后重合的折痕处的席体(1)表面上分别设有对

应的按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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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凉席技术领域，特指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凉席是我们夏季生活中比不可少的生活用品，由于夏季天气炎热，特别是对

于汗腺发达的人来说，汗渍残留在凉席上，难干且不利于凉席的使用寿命，对于老年人和儿

童，不适合直接睡在凉席上，因为凉席汗液的原因容易使老年人和儿童受凉，甚至引发一系

列的病症。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吸湿并且速干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包括席体，所述席体包

括复合而成的席面、三明治材料层和瞬吸纤维层；所述席面上表面由凉席专用纸和纤维丝

以交错叠压方式编织而成，下表面全部由纤维丝编织而成。

[0005] 优选地，所述席面是由冰丝凉席面料、凉感丝凉席面料、苎麻凉席面料、竹纤维凉

席面料、蚕丝凉席面料和彩棉凉席面料其中的一种或多种编织而成。

[0006] 优选地，所述席面上涂有速干层，速干层由聚酯纤维纺织而成。

[0007] 优选地，所述速干层的上表面成型有排汗凸条，相邻的所述排汗凸条一一贴合排

列。

[0008] 优选地，所述排汗凸条上设置有防菌层，防菌层为防菌布层或喷涂在排汗凸条内

侧的防菌涂层。

[0009] 优选地，所述防菌层上复合有防皱层；所述防皱层是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的，所

述防皱层的经纱和纬纱均为形状记忆纤维。

[0010] 优选地，所述席体的经线和纬线中部设置有一折痕。

[0011] 优选地，所述席体的下表面的一侧长边边缘的两端和中部都设有按扣，与按扣相

对一侧的席体表面设有对应的按扣；席体的长边对折成四分之一后重合的折痕处的席体表

面上分别设有对应的按扣。

[0012]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3] 1、通过凉席专用纸和纤维丝编织而成的席面特别柔软，不像通过草或者竹子编制

而成的席面特别的硬，使用户体验度不高，本技术方案所述的瞬吸纤维层能够快速把汗水

吸收进来，在市场上所卖的纸尿布里面的都是采用瞬吸纤维层，所以本实用通过瞬吸纤维

层把吸附在席面上的汗液给吸收进来，防止汗液堆积在席面上让用户受凉，这时通过三明

治材料层的一个透气效果把这些汗液给挥发掉，通过这三层的复合叠加来实现吸湿速干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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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席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席面速干层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席体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席体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9] 图6是本实用新型席体的结构示意图之三。

[0020] 图中标号所表示的含义：

[0021] 1-席体；2-席面；3-三明治材料层；4-瞬吸纤维层；5-速干层；6-排汗凸条；7-防菌

层；8-防皱层；9-折痕；10-按扣；11-经纱；12-纬纱。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3] 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吸湿速干凉席，包括席体1，所述席体1包括复合而成的席面

2、三明治材料层3和瞬吸纤维层4；所述席面2上表面由凉席专用纸和纤维丝以交错叠压方

式编织而成，下表面全部由纤维丝编织而成。

[0024] 本技术方案所述的席体1主要由席面2、三明治材料层3和瞬吸纤维层4这三层复合

而成，通过凉席专用纸和纤维丝编织而成的席面2特别柔软，不像通过草或者竹子编制而成

的席面2特别的硬，使用户体验度不高，纤维丝是指由蚕、蜘蛛等昆虫分泌出来的天然蛋白

质纤维，它是所有纤维中最长的，而且滑润、柔软、半透明、易上色、色泽光亮、柔和的材质，

所以本实用优选纤维丝与凉席专用纸进行编织，而凉席专用纸可以参考中国发明专利申请

中  201710523053.5提供的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冰藤席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

选用草木原料打浆，通过纸张加工工艺制成半成品纸；步骤二，将半成品纸进行防水处理，

然后根据席子的规格将半成品纸切成片状；步骤三，将片状的纸用棉纱包芯成绳状的纸并

打成卷，将绳状的纸编织成冰藤席主体；步骤四，将冰藤席主体做压光处理，按尺寸规格对

冰藤席主体进行裁剪，将裁剪好冰藤席主体做包边处理，制成冰藤席；在该发明中所提供的

纸与本实用中的凉席专用纸一样；三明治材料层3能起到一个透气和防滑的作用，可以通过

三明治材料层3把吸附在席面2上的汗液的气味给排出去，因为三明治材料层3  是一层透气

网，通过外面新鲜空气流通进来，把席面2内的气味给排出去，三明治材料层3可以参考中国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中201620023330.7提供的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凉席，包括凉席本体，所述

凉席本体包括与人体直接接触的面料层、由可水洗材料制成的基础层和防滑透气材质制成

的底层；所述面料层、基础层和底层依次贴合后通过绗缝固定相连。本技术方案所述的瞬吸

纤维层4能够快速把汗水吸收进来，在市场上所卖的纸尿布里面的都是采用瞬吸纤维层4，

所以本实用通过瞬吸纤维层4把吸附在席面2上的汗液给吸收进来，防止汗液堆积在席面2

上让用户受凉，这时通过三明治材料层3的一个透气效果把这些汗液给挥发掉，这三层通过

胶水粘合来进行复合，来实现吸湿速干的效果。

[0025] 优选地，所述席面2是由冰丝凉席面料、凉感丝凉席面料、苎麻凉席面料、竹纤维凉

席面料、蚕丝凉席面料和彩棉凉席面料其中的一种或多种编织而成。

[0026] 所述冰丝凉席面料的吸湿性、透气性比普通粘胶纤维要好一些，同时还具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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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保型性和悬垂性。冰丝的含湿率最符合人体皮肤的生理要求，具有光滑凉爽、透气、抗

静电、防紫外线，色彩绚丽的特点。且冰丝具有棉的本质，丝的品质是地道的生态纤维，源于

天然而优于天然。

[0027] 所述凉感丝凉席面料能起到一个吸湿排汗、干爽及凉爽、瞬间降温等特点，与人体

接触时能迅速导出皮肤表面水分与热量，保持皮肤表面干爽与清凉，使人们在炎热夏天增

加丝丝清凉，更多地感受清爽美好的世界。

[0028] 所述苎麻凉席面料具有抗菌抑菌、除臭吸附、吸湿透气和防霉耐磨的功能，能够很

好地延长了凉席的使用寿命。

[0029] 所述竹纤维凉席面料本身十分的顺滑柔软,就好像丝绸一样。竹纤维是一种真正

的绿色纤维,竹纤维的手感好、颜色亮丽、耐磨性强,并且具有竹纤维特有的回弹性,有很强

的拉伸强度不管是在纵向和横向都是十分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比棉花的柔软度还要好。竹

纤维吸湿透气冬暖夏凉是棉花等等普通的材料所不具备的,竹纤维之所以冬暖夏良是因为

在竹纤维中有着很多微小的空隙,这些空隙能够是竹纤维在短时间内蒸发很多的水分,被

业内称作是一种能够进行呼吸的纤维；更是具有天然的抗菌、杀菌、抑菌等功效。

[0030] 所述蚕丝凉席面料具有吸湿性，透气性；众所周知，桑蚕丝是蚕吐出的液体然后凝

固而成的，它属于是天然蛋白分子，不但有很好的吸湿性，另外透气性也很好。桑蚕丝面料

能吸收潮气，我们身体排出的汗水以及新陈代谢物都可以被桑蚕丝面料吸收，从而保持我

们皮肤的清洁，避免一些细菌在我们的皮肤上滋生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桑蚕丝面料的服

装给人非常干燥舒适的感觉，而且，桑蚕丝面料还有利于防止皮肤病的作用。

[0031] 所述彩棉凉席面料能起到一个亲和皮肤,对皮肤无刺激的效果，符合环保及人体

健康要求；由于棉纤的回潮率较高,不起静电,不起球；而且能够吸附人体皮肤上的汗水和

微汗,使体温迅速恢复正常,真正达到透气、吸汗效果。

[0032] 本技术方案所述的席面2可以通过上述的一种面料进行编织，也可以多种面料进

行编织，如：冰丝凉席面料和凉感丝凉席面料两种面料一起进行编织，也可以凉感丝凉席面

料、苎麻凉席面料和竹纤维凉席面料三种面料一起进行编织，本技术方案可以通过一种或

多种面料编织成席面2。

[0033] 如图2所示，优选地，所述席面2上涂有速干层5，速干层5由聚酯纤维纺织而成。

[0034] 由于聚酯纤维具备有优越的速干性，棉纤维具备有良好的吸水性，采用聚酯纤维

和棉纤维混合而成的速干层，能够能够提高面料在洗涤后的干燥速度，降低面料在干燥过

程中细菌的滋生；因为夏天过热的原因会导致汗液吸附在席面2上，可以通过速干层5的效

果来进行一个提前预防的作用。

[0035] 如图3所示，优选地，所述速干层5的上表面成型有排汗凸条6，相邻的所述排汗凸

条6一一贴合排列。

[0036] 在实际使用中，排汗凸条6一一贴合排列，能够增强排汗凸条6的吸汗能力，增强提

高排汗导湿的效果。

[0037] 如图3所示，优选地，所述排汗凸条6上设置有防菌层7，防菌层7为防菌布层或喷涂

在排汗凸条6内侧的防菌涂层。

[0038] 在实际使用中，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三明治材料层3和瞬吸纤维层4之间的一个吸

湿然后通过通风来达到一个速干的效果或者是通过速干层5来进行一个提前预防进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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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但是这些汗液虽然是已近挥发了，但是汗液上的一些细菌还是残留在席面2上，所以通

过防菌层7来大幅度降低细菌的滋生；防菌涂层7可以采用纳米复合材料。

[0039] 如图3所示，优选地，所述防菌层7上复合有防皱层8；所述防皱层8是由经纱11和纬

纱12交织而成的，所述防皱层8的经纱11和纬纱12均为形状记忆纤维。

[0040] 本实用新型通过用形状记忆纤维作为防皱层8的经纱11和纬纱12，构成防皱层，由

于形状记忆纤维具有对对纤维最初形状的记忆功能，能够使面料用手轻拂后即可完全恢复

平整状态，不会留下任何折痕，因此，能够保证凉席具有良好的防皱性能，然后通过胶水粘

合把防皱层8与防菌层7进行复合。

[0041] 如图4所示，优选地，所述席体1的经线和纬线中部设置有一折痕9。

[0042] 在实际使用中，我们通过经线和纬线上的折痕9让席体1能够进行对折，之前的的

凉席收纳时只能通过收卷进行收纳，摆放是很不方便的，但是现在通过折痕9就能够让席体

1进行对折，来解决收纳不便的问题。

[0043] 如图5-6所示，优选地，所述席体1的下表面的一侧长边边缘的两端和中部都设有

按扣10，与按扣相对一侧的席体1表面设有对应的按扣10；席体1的长边对折成四分之一后

重合的折痕处的席体1表面上分别设有对应的按扣10。

[0044] 在实际使用中，因为对折后的席体1需要用别的物品按压住，要不然对折后的席体

1就会打开，所以通过按扣10进行扣住，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对折后的席体1不会自动打开。

[0045]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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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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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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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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