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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属

于纺织技术领域，包括基层，所述基层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抗起球层，所述抗起球层的顶部粘接有

绒毛层，所述基层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抗拉伸层，

所述抗拉伸层的底部缝合有亲肤层.该实用新

型，能够有效的将基层表面容易起球的锯齿状结

构进行很好的包裹住，不会使外界因素的摩擦使

面料起球，使得基层不易出现纤维端伸出布面，

形成绒毛或小球状凸起的纤维的现象，有效的避

免了磨毛纱面料易起球的问题，抗拉伸层使得此

面料的弹性效果与回弹效果很好，使得面料不容

易被撕裂、不容易变形，亲肤层为莱赛尔纤维制

成，其强度高、基本不缩水，而且透湿性、透气性

好，可以提高人员的使用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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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包括基层（1），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层（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抗

起球层（2），所述抗起球层（2）的顶部粘接有绒毛层（3），所述基层（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抗

拉伸层（4），所述抗拉伸层（4）的底部缝合有亲肤层（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层（1）包含有涤纶

低弹丝（101）、锦纶低弹丝（102）与涤纶长丝（103），所述涤纶低弹丝（101）、锦纶低弹丝

（102）与涤纶长丝（103）之间相互缠绕捻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起球层（2）的顶部

固定连接有抗菌层（6），所述抗菌层（6）的顶部粘接在绒毛层（3）的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起球层（2）包含有

两个抗起球纤维层（201）与石墨纤维层（202），两个所述抗起球纤维层（201）分别固定连接

在基层（1）的顶部与抗菌层（6）的底部，两个所述抗起球纤维层（201）相对的一侧均与石墨

纤维层（202）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抗起球纤维层（201）相对的一侧均固定连接有等距离排列

的延伸纤维（203），所述延伸纤维（203）靠近石墨纤维层（202）的一侧均贯穿并延伸至石墨

纤维层（202）的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拉伸层（4）包含有

横向纤维（401）、纵向纤维（402）与Z形纤维（403），所述横向纤维（401）与纵向纤维（402）交

错编织，相邻两个所述横向纤维（401）之间与Z形纤维（403）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其特征在于：所述亲肤层（5）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均匀分布的亲肤绒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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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

背景技术

[0002] 上世纪初，在英国生产出了一种粗纺毛织物，中文名麦尔登，直到当前为止已有一

百多年，仍在市场占有很大的销售份额。虽然价格比其他布料贵一些，但深受消费者喜爱。

[0003] 但现有的磨毛纱在实际穿用与洗涤过程中，不断经受摩擦，或者是由摩擦产生的

静电导致的织物表面的纤维端露出于织物，在织物表面呈现许多令人讨厌的毛茸，若这些

毛茸在继续穿用过程中不能及时脱落，就相互纠缠在一起，被揉成许多球形小粒，且现有的

磨毛纱抗拉伸效果不佳，容易发生断裂，因此本领域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种抗起球型磨毛

纱，已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

以解决以往磨毛纱容易发生起球与抗拉效果不佳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包括基层，所述基层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抗起球层，所述抗起

球层的顶部粘接有绒毛层，所述基层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抗拉伸层，所述抗拉伸层的底部缝

合有亲肤层。

[0007] 所述基层包含有涤纶低弹丝、锦纶低弹丝与涤纶长丝，所述涤纶低弹丝、锦纶低弹

丝与涤纶长丝之间相互缠绕捻合。

[0008] 所述抗起球层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抗菌层，所述抗菌层的顶部粘接在绒毛层的底

部。

[0009] 所述抗起球层包含有两个抗起球纤维层与石墨纤维层，两个所述抗起球纤维层分

别固定连接在基层的顶部与抗菌层的底部，两个所述抗起球纤维层相对的一侧均与石墨纤

维层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抗起球纤维层相对的一侧均固定连接有等距离排列的延伸纤维，

所述延伸纤维靠近石墨纤维层的一侧均贯穿并延伸至石墨纤维层的内部。

[0010] 所述抗拉伸层包含有横向纤维、纵向纤维与Z形纤维，所述横向纤维与纵向纤维交

错编织，相邻两个所述横向纤维之间与Z形纤维固定连接。

[0011] 所述亲肤层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均匀分布的亲肤绒毛。

[0012]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3] 本实用新型基层可让织物身骨结实、富有弹性，成本低廉的同时做到高柔韧和高

保暖，抗起球层可以消除因干燥和摩擦产生的静电，从而避免面料的表面起球，能够有效的

将基层表面容易起球的锯齿状结构进行很好的包裹住，不会使外界因素的摩擦使面料起

球，使得基层不易出现纤维端伸出布面，形成绒毛或小球状凸起的纤维的现象，有效的避免

了磨毛纱面料易起球的问题，抗拉伸层使得此面料的弹性效果与回弹效果很好，使得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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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被撕裂、不容易变形，亲肤层为莱赛尔纤维制成，其强度高、基本不缩水，而且透湿

性、透气性好，可以提高人员的使用舒适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基层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抗起球层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抗拉伸层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标号说明：

[0019] 1、基层；101、涤纶低弹丝；102、锦纶低弹丝；103、涤纶长丝；2、抗起球层；201、抗起

球纤维层；202、石墨纤维层；203、延伸纤维；3、绒毛层；4、抗拉伸层；401、横向纤维；402、纵

向纤维；403、Z形纤维；5、亲肤层；6、抗菌层；7、亲肤绒毛。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1]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中，一种抗起球型磨毛纱，包括基层1，基层1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抗起球层2，抗起球层2的顶部粘接有绒毛层3，基层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抗拉伸层

4，抗拉伸层4的底部缝合有亲肤层5。

[0022] 本实用新型中，基层1作为机织绒可让织物身骨结实、富有弹性，成本低廉的同时

做到高柔韧和高保暖，抗起球层2可以消除因干燥和摩擦产生的静电，从而避免面料的表面

起球，能够有效的将基层1表面容易起球的锯齿状结构进行很好的包裹住，不会使外界因素

的摩擦使面料起球，使得基层1不易出现纤维端伸出布面，形成绒毛或小球状凸起的纤维的

现象，有效的避免了磨毛纱面料易起球的问题，抗拉伸层4使得此面料的弹性效果与回弹效

果很好，使得面料不容易被撕裂、不容易变形，亲肤层5为莱赛尔纤维制成，其强度高、基本

不缩水，而且透湿性、透气性好，可以提高人员的使用舒适度。

[0023] 请参阅图1与2，其中：基层1包含有涤纶低弹丝101、锦纶低弹丝102与涤纶长丝

103，涤纶低弹丝101、锦纶低弹丝102与涤纶长丝103之间相互缠绕捻合。

[0024]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涤纶低弹丝101、锦纶低弹丝102与涤纶长丝103之间相互缠绕

捻合使得作为机织绒可让织物身骨结实、富有弹性，成本低廉的同时做到高柔韧和高保暖。

[0025] 请参阅图1，其中：抗起球层2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抗菌层6，抗菌层6的顶部粘接在绒

毛层3的底部。

[0026] 本实用新型中，抗菌层6由甲壳素纤维面料和负离子纤维面料相互交叉缝合制成，

甲壳素纤维面料具有天然的抑菌除臭功能，且甲壳素纤维面料是一种可再生和可降解的资

源，它对危害人体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白色念珠菌等的抑菌率可达99%，能有效

地保持人体肌肤干净、干燥、无味和富有弹性。

[0027] 请参阅图1与3，其中：抗起球层2包含有两个抗起球纤维层201与石墨纤维层202，

两个抗起球纤维层201分别固定连接在基层1的顶部与抗菌层6的底部，两个抗起球纤维层

201相对的一侧均与石墨纤维层202固定连接，两个抗起球纤维层201相对的一侧均固定连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6860802 U

4



接有等距离排列的延伸纤维203，延伸纤维203靠近石墨纤维层202的一侧均贯穿并延伸至

石墨纤维层202的内部。

[0028] 本实用新型中，石墨纤维层202可以消除因干燥和摩擦产生的静电，从而避免面料

的表面起球，抗起球纤维层201的内表面能够有效的将基层1表面容易起球的锯齿状结构进

行很好的包裹住，不会使外界因素的摩擦使面料起球，且抗起球纤维层201制成的织物受到

摩擦时，不易出现纤维端伸出布面，形成绒毛或小球状凸起的纤维的现象，有效的避免了磨

毛纱面料易起球的问题。

[0029] 请参阅图1与4，其中：抗拉伸层4包含有横向纤维401、纵向纤维402与Z形纤维403，

横向纤维401与纵向纤维402交错编织，相邻两个横向纤维401之间与Z形纤维403固定连接。

[0030]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横向纤维401、纵向纤维402与Z形纤维403之间的配合使用使

得此面料的弹性效果与回弹效果很好，使得面料不容易被撕裂、不容易变形。

[0031] 请参阅图1，其中：亲肤层5由莱赛尔纤维制成，亲肤层5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均匀分

布的亲肤绒毛7。

[0032] 本实用新型中，亲肤层5为莱赛尔纤维制成，其强度高、基本不缩水，而且透湿性、

透气性好，可以提高人员的使用舒适度，而底部的亲肤绒毛7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使用人员的

体验感与舒适度。

[0033] 工作原理：基层1通过涤纶低弹丝101、锦纶低弹丝102与涤纶长丝103之间相互缠

绕捻合使得作为机织绒可让织物身骨结实、富有弹性，成本低廉的同时做到高柔韧和高保

暖，抗菌层6由甲壳素纤维面料和负离子纤维面料相互交叉缝合制成，甲壳素纤维面料具有

天然的抑菌除臭功能，且甲壳素纤维面料是一种可再生和可降解的资源，它对危害人体的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白色念珠菌等的抑菌率可达99%，能有效地保持人体肌肤干

净、干燥、无味和富有弹性，抗起球层2中石墨纤维层202可以消除因干燥和摩擦产生的静

电，从而避免面料的表面起球，抗起球纤维层201的内表面能够有效的将基层1表面容易起

球的锯齿状结构进行很好的包裹住，不会使外界因素的摩擦使面料起球，且抗起球纤维层

201制成的织物受到摩擦时，不易出现纤维端伸出布面，形成绒毛或小球状凸起的纤维的现

象，有效的避免了磨毛纱面料易起球的问题，抗拉伸层4通过横向纤维401、纵向纤维402与Z

形纤维403之间的配合使用使得此面料的弹性效果与回弹效果很好，使得面料不容易被撕

裂、不容易变形，亲肤层5为莱赛尔纤维制成，其强度高、基本不缩水，而且透湿性、透气性

好，可以提高人员的使用舒适度，而底部的亲肤绒毛7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使用人员的体验感

与舒适度。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改进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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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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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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