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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

包括风衣本体，所述风衣本体的面料采用防辐射

面料，所述风衣本体的门襟和里襟之间通过拉链

进行连接，所述风衣本体的尾部延长可拆卸设置

有延长部，所述风衣与所述延长部之间通过连接

组件进行可拆卸连接，所述风衣本体与所述延长

部的连接处设置有用于遮挡所述连接组件的挡

布，所述挡布的一侧连接在所述风衣本体的外

侧、另一侧间隔设置有子魔术贴，所述子魔术贴

设置在所述风衣本体的内侧，所述延长部设置有

与所述子魔术贴相适配的母魔术贴。本实用新型

具有可改变风衣的长度从而适应不同季节的气

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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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包括风衣本体(1)，所述风衣本体(1)的面料采用防辐射面

料，所述风衣本体(1)的门襟和里襟之间通过拉链进行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风衣本体(1)

的尾部延长可拆卸设置有延长部(2)，所述风衣与所述延长部(2)之间通过连接组件进行可

拆卸连接，所述风衣本体(1)与所述延长部(2)的连接处设置有用于遮挡所述连接组件的挡

布(12)，所述挡布(12)的一侧连接在所述风衣本体(1)的外侧、另一侧间隔设置有子魔术贴

(121)，所述子魔术贴(121)设置在所述风衣本体(1)的内侧，所述延长部(2)设置有与所述

子魔术贴(121)相适配的母魔术贴(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组件包括设置

在所述风衣本体(1)靠近所述延长部(2)一侧的第一牙链带(11)、设置在所述延长部(2)靠

近所述风衣本体(1)一侧的第二牙链带(21)和拉头(22)，所述第一牙链带(11)沿所述风衣

本体(1)周向设置，所述第二牙链带(21)沿所述延长部(2)的周向设置，所述第一牙链带

(11)的牙链与所述第二牙链带(21)的牙链相适配且通过所述拉头(22)拉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组件的方块设

置在所述第二牙链带(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风衣本体(1)的总

肩宽处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透气孔(1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孔(13)的孔口

沿边缘设置有封边铁片(131)，所述封边铁片(131)的表面光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风衣本体(1)的领

口处沿领口边缘设置有束紧带(14)，所述束紧带(14)的相对两端均延伸至领口外。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束紧带(14)的相对

两端均设置有胶头护套(14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特征在于：所述延长部(2)远离所

述风衣本体(1)的一侧设置有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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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衣服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衣服质量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如今

风衣是人们在许多的场合中都会穿的，由于风衣的面料较薄，适合在一些气温较为凉爽的

天气穿着，比如在一些有太阳天气较为凉爽的天气，人们会选择穿一些具有防辐射面料的

风衣，既能达到挡风防寒，也能达到防辐射的效果。

[0003] 现有的，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告号为CN205093610U，专利名称为一种轻便风衣，包括

风衣本体以及设置在风衣本体内的里衬，所述风衣本体的长度过臀，所述风衣本体外层为

蓄热功能面料编织而成，所述里衬采用丝光布料混合编制而成，所述风衣本体由前衣片、后

衣片组成，所述前衣片上设有门禁，所述门禁由三个纽扣构成，所述后衣片的衣摆位置处设

有衣角，所述衣角的开口沿竖向方向垂直于衣底呈叉开设置，所述风衣本体的两侧还设置

有衣袖，衣袖的两端设置有呈整体整网状重叠层，该重叠层中间设置有扣钮。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该风衣为中长款风衣，是只适用于在南方

冬天的时候穿在外面用于挡风，而当快到夏天或者温度较高的时候，该风衣穿上会显得闷

热，所以并不适合在温度较高的时候穿着。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其具有可改变风衣的长度从而

适应不同季节的气候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包括风衣本体，所述风衣本体的面料采用防辐射面料，所

述风衣本体的门襟和里襟之间通过拉链进行连接，所述风衣本体的尾部延长可拆卸设置有

延长部，所述风衣与所述延长部之间通过连接组件进行可拆卸连接，所述风衣本体与所述

延长部的连接处设置有用于遮挡所述连接组件的挡布，所述挡布的一侧连接在所述风衣本

体的外侧、另一侧间隔设置有子魔术贴，所述子魔术贴设置在所述风衣本体的内侧，所述延

长部设置有与所述子魔术贴相适配的母魔术贴。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天气变冷时，可在风衣本体的尾部可拆卸有延长部从

而增加该风衣的遮盖面积，从而能在较冷的天气中抵挡更多的风，从而使身体变得更加暖

和；设置有裆布的目的是能将用于将风衣本体和延长部通过连接组件连接的部分进行遮

挡，使得整件风衣看上去为一体形成；通过设置有子魔术贴和母魔术贴的相互配合从而防

止在大风中挡布会翻起从而露出连接组件。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风衣本体靠近所述延长

部一侧的第一牙链带、设置在所述延长部靠近所述风衣本体一侧的第二牙链带和拉头，所

述第一牙链带沿所述风衣本体周向设置，所述第二牙链带沿所述延长部的周向设置，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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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牙链带的牙链与所述第二牙链带的牙链相适配且通过所述拉头拉合。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拉头将设置在风衣本体的第一牙链带和设置在延长

部的第二牙链带相适配，从而达到对风衣本体和延长部之间的连接，并且通过拉链的连接

使得两者之间的连接和拆卸变得很方便，并且连接也较为稳定。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组件的方块设置在所述第二牙链带。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方块设置在第二牙链带即拉头初始状态时位于第二牙

链带从而当将延长部进行拆卸可同时将拉头一同拆卸，避免拉头一直停留在风衣本体上，

会在只穿着风衣本体时不方便。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风衣本体的总肩宽处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透气孔。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有若干个透气孔的目的是能将风衣本体内的空气与

外界的空气之间形成空气对流，使得穿着者不会感到闷热，提高穿着者的舒适度。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透气孔的孔口沿边缘设置有封边铁片，所述封边

铁片的表面光滑。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有封边铁片的目的是为了对透气孔的边缘起到一个

封边的作用，防止在对风衣进行洗过后透气口边缘的线头散开，从而对风衣的质量得到保

证；封边铁片的表面光滑从而避免对人体造成刮伤。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风衣本体的领口处沿领口边缘设置有束紧带，所

述束紧带的相对两端均延伸至领口外。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领口处设置有束紧带从而当在天气大风或转凉时可以

使领口缩小，从而与脖子之间的透风性减少，减少风进入风衣本体使得风衣本体的保温效

果提高。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束紧带的相对两端均设置有胶头护套。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胶头护套从而避免了束紧带的端部的线头抓多

和洗多后会使其散开，从而是束紧带的使用寿命缩短。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延长部远离所述风衣本体的一侧设置有收边。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延长部的的尾部设置有收边的原因是当对风衣本体进

行加长后坐下时时常会对延长部的尾部进行摩擦，并且在洗衣服的时候也会对尾部造成磨

损，从而使延长部的尾部的线头散开，影响到风衣的质量。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1.当天气变冷时，可在风衣本体的尾部可拆卸有延长部从而增加该风衣的遮盖面

积，从而能在较冷的天气中抵挡更多的风，从而使身体变得更加暖和；设置有裆布的目的是

能将用于将风衣本体和延长部通过连接组件连接的部分进行遮挡，使得整件风衣看上去为

一体形成；通过设置有子魔术贴和母魔术贴的相互配合从而防止在大风中挡布会翻起从而

露出连接组件；

[0025] 2.通过拉头将设置在风衣本体的第一牙链带和设置在延长部的第二牙链带相适

配，从而达到对风衣本体和延长部之间的连接，并且通过拉链的连接使得两者之间的连接

和拆卸变得很方便，并且连接也较为稳定；

[0026] 3.通过设置有若干个透气孔从而将风衣本体内的空气与外界的空气之间形成空

气对流，使得穿着者不会感到闷热，提高穿着者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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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4.通过在领口处设置有束紧带从而当在天气大风或转凉时可以使领口缩小，从而

与脖子之间的透风性减少，减少风进入风衣本体使得风衣本体的保温效果提高；通过设置

胶头护套从而避免了束紧带的端部的线头抓多和洗多后会使其散开，从而是束紧带的使用

寿命缩短。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风衣本体与延长部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1] 图中，1、风衣本体；11、第一牙链带；12、挡布；121、子魔术贴；13、透气孔；131、封边

铁片；14、束紧带；141、胶头护套；2、延长部；21、第二牙链带；22、拉头；23、母魔术贴。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防辐射面料的风衣，包括风衣本体1和延长

部2，风衣本体1采用防辐射面料，从而在太阳底下行走时可减少辐射对人体的伤害；风衣本

体1的门襟和里襟之间通过拉链进行连接形成叠门，延长部2设置在风衣本体1的尾部，延长

部2与风衣本体1之间通过连接组件进行可拆卸连接，从而达到在天气较热时可将延长部2

拆下，在天气较冷时可将延长部2重新装上；延长部2的尾部设置有收边，从而防止在洗过后

在尾部的线头散开。

[0034] 如图1所示，风衣本体1的总肩宽处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通气孔，通气孔沿总肩宽的

宽度方向延伸，每个透气孔13的边缘处均设置有封边铁片131，封边铁片131的边缘为光滑，

从而能在一些天气较热时使风衣本体1内的气体与外界的气体进行对流，从而使穿着者舒

适；风衣本体1的领口处沿领口边缘设置有束紧带14，束紧带14的相对两端均延长至胸前，

从而达到在减少风吹入风衣本体1内；束紧带14的端部均设置有胶头护套141，从而避免束

紧带14的端部的线头散开。

[0035] 如图2和图3所示，连接组件包括第一牙链带11、第二牙链带21和拉头22，第一牙链

带11缝制连接在风衣本体1的尾部，第一牙链带11沿风衣本体1尾部的周向设置，第二牙链

带21缝制连接在延长部2靠近风衣本体1的一侧，第二牙链带21沿延长部2的周向设置，第一

牙链带11与第二牙链带21之间相适配，第一牙链带11与第二牙链带21之间通过拉头22进行

拉合，其中方块设置在第二牙链带21，避免了当将延长部2拆下后拉头22还依然停留在风衣

本体1。

[0036] 如图2和图3所示，风衣本体1和延长部2之间的连接处设置有挡布12，从而将连接

组件进行遮挡，挡布12沿风衣本体1的周向延伸，挡布12的延伸方向与第一牙链带11的延伸

方向一致，挡布12的一侧沿延伸方向缝制在风衣本体1、另一侧的内侧设置有子魔术贴121，

延长部2的外侧设置有母魔术贴23，子魔术贴121与母魔术贴23之间相适配，不仅达到防止

在有风的环境中将挡布12吹起，并且可以使风衣本体1与延长部2进行一个过渡，使连接完

成后整体看上去为一体。

[0037]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当天气转凉时，通过拉头22将设置在风衣本体1尾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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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牙链带11和设置在延长部2的第二牙链带21进行拉合，然后通过设置在挡布12的子魔术

贴121与设置在延长部2的母魔术贴23之间的贴合，从而达到将连接处进行遮挡；当天气转

热时，通过拉头22将第一牙链带11和第二牙链带21之间分离，即可将延长部2进行拆下；当

在寒冷的时候可通过束紧带14将领口处缩小从而减少风进入风衣本体1内；从而达到可根

据天气的不同从而可对风衣本体1的长度进行调整。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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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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