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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响应印花织物，采用了一

种将水膨胀聚合物印在织物表面的制备方法，使

得该印花织物能与水反应后，印花图案区域溶

胀，形状从二维形式改变到三维。这种印花织物

可包含印花图案里的缝或孔，吸湿后，这些缝/孔

膨胀，从而允许额外的空气通过。本发明还涉及

水响应印花织物的制备方法，可适用于任意由涤

纶、棉或其他纤维材料通过机织或针织织成的纺

织物，这种制备方法采用的印花浆的主要成分是

水膨胀聚合物，采用这种制备方法制作的水响应

印花织物适用于智能服装领域，所制作服装能与

水响应，增加透气度，从而大大提高穿着者的舒

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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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响应印花织物，其特征在于，采用水膨胀聚合物作为印花浆主要成分，对一定

结构和材质的织物按预定图案印花，使之与水反应后从二维平面结构变化到三维结构，所

述一定结构包含由机织或针织通过激光切割的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印花织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材质原料是涤纶、棉或化学纤维

材料之一。

3.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印花织物，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定图案是圆形、椭圆形、多边

形及不规则图形之一或其组合。

4.一种水响应印花织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S1）制备水膨胀聚合物的印花浆；

S2)  用已经制备好的印花浆，在所述一定结构的待印织物上按预定图案进行印花；所

述一定结构包含由机织或针织通过激光切割的缝；

S3)  烘干印花织物使所述印花浆固着于印花织物表面；

其中，所述步骤S3）包括以下步骤：

S31)将经过印花的织物在-18  ºC 下干燥24  小时；

S32)在20  ºC环境温度下放置24  小时；

S33)重复步骤S31)和S32）三次；

S34)将织物过水，榨干水分;

S35)在3.5  Pa  压力和120  ºC 温度条件下热固着1-2 分钟。

5.根据权利要求4  所述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所述印花浆是将水膨

胀聚合物溶解于合适的溶剂而获得，其中水膨胀聚合物的比例由不同水膨胀聚合物而定。

6.根据权利要求4  所述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的印花过程中，所述印

花浆的温度保持在80  ºC。

7.根据权利要求5  所述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膨胀聚合物用任何经过交联能

形成遇水膨胀聚合物的高分子材料制备，所述高分子材料是聚乙烯醇、聚环氧己烷、聚乙烯

吡咯烷酮、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钠或其他丙烯酸脂高分子中的任意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4-7  中任何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印花织物包括由

涤纶、棉或其他纤维材料通过机织或针织织成的纺织物，所述待印材质的一定结构是带有

缝的纺织物，所述预定图案的位置包含所述待印材质上的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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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响应印花织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服装领域，具体涉及印花织物及其制备方法，更具体地说，本发明

涉及一种适用于智能服装领域的能与水反应且增加舒适度的印花织物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服装的需求不仅仅是保护身体免受周围环境的伤

害，更是获得穿着舒适度。环境变化及我们的活动程度对我们的表现及身体新陈代谢有很

大的影响。随着表现和身体新陈代谢的增加，汗液量也增加以维持体温调节。随着出汗，潮

湿的服装粘附在身体上并产生不舒适感。为了增加舒适度，出汗时我们需要减少身体与服

装的接触并促进汗液的蒸发以释放身体多余的热量。因此该领域的目标是发展能响应身体

水分存在、减少服装与身体的粘附及促进蒸发的智能织物。中国专利文献CN101205654A中，

公开有如下的织物，即，具有定向导湿快干性，里外表面均具有舒爽性能，出汗后能减少人

体与织物的接触；但是，所述织物采用异形截面化纤长丝为原料，只适用于针织织物，且中

国专利文献CN101205654A中公开的织物对其透气性没有进行说明。美国专利文献

US5322729中将织物表面涂上一层开孔的树脂，使得所述织物相对于涂有未开孔树脂的织

物透气性大大增加；但是，所述织物不能响应水分存在。综上所述，现有智能织物及其制作

方法具有下述缺陷：适用范围窄，只能应用于某些特殊的纺织物。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能与水响应、透气性增加、舒适度提高的

印花织物，同时提供这种印花织物的制备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构造一种水响应印花织物，采用水

膨胀聚合物作为印花浆主要成分，对一定结构和材质的织物按预定图案印花，使之与水反

应后从二维平面结构变化到三维结构，所述一定结构可包含由机织或针织或激光切割的缝

或孔。

[0005] 其中，所述材质原料是涤纶、棉或化学纤维材料之一；所述预定图案是圆形、椭圆

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图形之一或其组合。

[0006]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水响应印花织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7] S1)制备水膨胀聚合物的印花浆；

[0008] S2)用已经制备好的印花浆，在所述一定结构的待印织物上按预定图案进行印花；

[0009] S3)烘干印花织物使所述印花浆固着于印花织物表面。

[0010] 在上述制备方法的步骤S1)中，所述印花浆是将水膨胀聚合物溶解于合适的溶剂

而获得，其中水膨胀聚合物的比例由不同水膨胀聚合物而定。

[0011] 在上述制备方法的步骤S2)中，印花过程中的印花浆温度保持在80℃左右。

[0012]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步骤S3)包括以下步骤：

[0013] S31)将经过印花的织物在-18℃下干燥24小时；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5088826 B

3



[0014] S32)在20°环境温度下放置24小时；

[0015] S33)重复步骤S31)和S32)三次；

[0016] S34)将织物过水，榨干水分；

[0017] S35)在3.5Pa压力和120℃温度条件下热固着1-2分钟。

[0018]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所述水膨胀聚合物用任何经过交联能形成遇水膨胀聚合物的

高分子材料制备，所述高分子材料可以是聚乙烯醇、聚环氧己烷、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丙烯

酰胺、聚丙烯酸钠或其他丙烯酸脂高分子等任意一种。

[0019]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所述待印花材质包括由涤纶、棉或其他纤维材料通过机织或

针织织成的纺织物，所述待印材质的一定结构是可带缝或孔的纺织物，所述预定图案的位

置包含所述待印材质上的缝或孔。

[0020]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所述一定结构可包含由机织或针织或激光切割的缝或孔。

[0021] 实施本发明提供的水响应印花织物，印花图案是圆形、椭圆形等任意其他形状，所

述印花织物与水反应后而形成的三维结构依赖于印花图案的形状。当其与水反应后体积膨

胀，使印花织物从二维平面结构变化到立体三维结构，因而当人体出汗时，由于三维结构的

存在，因而能大大减少织物与穿着者身体的接触，增加皮肤周围的空气流通，促进汗液蒸

发，从而增加穿着者的舒适度，适用于智能服装领域尤其是体育服装。在本发明所述的印花

织物中，根据运动或外界环境条件，可以包含设计在印花图案区域的小的缝或孔，缝或孔可

以由机织或针织或激光切割切割而来。这些缝或孔吸湿后将膨胀，这是由于在所述织物印

花图案区域的溶胀的聚合物的延伸而导致的。带有缝或孔的印花织物在潮湿环境时，由于

缝或孔的膨胀，从而允许额外的空气通过，增加透气性，进一步提高舒适度。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23] 图1是本发明印花织物的椭圆印花图案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印花织物的照片，其中a是在干燥环境下，b是在湿润环境

下；

[0025] 图3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印花织物在湿润环境下的局部侧视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印花织物的照片，其中a是在干燥环境下，b是在湿润环境

下；

[0027] 图5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印花织物在干燥环境下的示意图(上部)和局部剖视图

(下部)；

[0028] 图6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印花织物在湿润环境下的示意图(上部)和局部剖视图

(下部)；

[0029] 图7是本发明带有孔的印花织物的照片，a是织物在干燥条件下，b是织物在潮湿条

件下。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水响应印花织物及其制备方法的特点进行具

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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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提供的水响应印花织物采用了一种水膨胀聚合物为印花浆主要成分，对一

定结构和材质的织物按预定图案印花，使之与水反应后从二维平面结构变化到三维结构，

所述一定结构可包含由机织或针织或激光切割的缝和孔。其中，所述材质原料是涤纶、棉或

化学纤维材料之一；所述预定图案是圆形、椭圆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图形之一或其组合。

[0032]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水响应印花织物的制备方法，一般包括下述步骤：

[0033] 1)制备水膨胀聚合物，由遇水膨胀聚合物的高分子制备，如聚乙烯醇、聚环氧己

烷、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钠或其他丙烯酸脂高分子交联而形成水膨胀聚

合物，交联方法可采用物理交联(如冻融处理)或化学交联(使用能与羟基反应的多功能化

合物如硼砂溶液、乙二胺四乙酸二酐)；

[0034] 2)制备水膨胀聚合物的印花浆，将水膨胀聚合物溶解于合适的溶剂而获得，其中

水膨胀聚合物的比例由不同水膨胀聚合物而定；

[0035] 3)用上述制备好的印花浆，在上述一定结构的待印织物上按照预定图案进行印

花，印花方法可采用如辊筒印花，筛网印花，模板印花等，印花过程中，印花浆的温度保持在

80℃左右。如对带缝或孔的待印织物印花，必须使印花图案的位置包含织物带有的缝或孔。

[0036] 4)烘干印花织物使所述印花浆固着于印花织物表面，将经过印花的织物在-18℃

下干燥24h后，在20℃下放置24h，重复三次后将织物过水，榨干水分，然后在3.5Pa，120℃条

件下热固1-2分钟。

[0037] 在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选用了涤纶和棉针织物作为印花织物，选用聚乙烯醇作

为水膨胀聚合物。然后，将水膨胀聚合物溶解于合适的溶剂中以获得印花浆，印花浆中聚合

物的比例由不同聚合物而定，在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印花浆中聚乙烯醇与水的比例是1：

10，印花后，采用冻融处理的方法物理交联。采用上述方法制备印花织物后，对其水响应特

点进行了研究。

[0038] 如图1所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织物1预定印花图案的形状为椭圆形2。在干燥环

境下，如图2a所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印花织物表面是平坦的二维结构；在潮湿环境下，如

图2b所示，明显看到本实施例中织物表面的椭圆印花图案区域膨胀，图3是印花织物1在湿

润环境下膨胀的侧视图，可看到干燥时的印花图案膨胀成椭圆的三维结构2，当穿着这种印

花织物制备的服装时，当人体出汗后，能与汗液反应膨胀成三维结构，从而减少印花织物与

人体的接触，提高舒适度。

[0039] 本发明织物所述的一定结构可包含由机织或针织或激光切割的缝或孔，所述缝或

孔可在印花前加工获得，也可在印花完成后加工获得。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是一种带有缝的

印花织物，首先采用上述方法制作印花织物后，利用激光切割机在上述印花织物的印花图

案中央位置切割出长为3mm的缝，同样对上述带有缝的印花织物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图4a是

干燥环境下的带有缝的印花织物，图4b是在湿润环境下的带有缝的印花织物，发现在湿润

条件下缝的面积增大。图5分别是带有缝的印花织物在干燥环境下的示意图(上部)和局部

剖视图(下部)，图6分别是带有缝的印花织物在湿润环境下的示意图和局部剖视图，也可明

显看到湿润时织物3印花图案4里的缝5的面积增大，这是由于印花区域溶胀的聚合物延伸

而导致的。

[0040] 在图7示出的本发明第三实施例中，采用上述方法制作印花针织织物后，在印花针

织织物的表面针织出孔，图7a是干燥环境下的带有孔的印花针织物，图7b是在湿润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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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有孔的印花针织物，同样地，当印花针织物吸湿后，孔的面积增大。针对第二实施例和

第三实施例中印花织物，下面表1给出了干燥和潮湿环境下空气阻力的测量结果，在本发明

织物第二实施例中，上述带有缝织物的印花区域在干燥环境下，空气阻力为0.237Kpa.s/m，

在潮湿环境下，空气阻力为0.459Kpa .s/m；而上述同样的带缝织物的非印花区域在干燥环

境下，空气阻力为0.216Kpa.s/m，在潮湿环境下，空气阻力为0.564Kpa.s/m，结果表明，同在

潮湿环境下时，上述织物印花区域的空气阻力相对于非印花区域的空气阻力下降了

36.2％。在本发明织物第三实施例中，上述带孔针织织物的印花区域在干燥环境下，空气阻

力为0.358Kpa.s/m，在潮湿环境下，空气阻力为0.531Kpa.s/m；而上述同样的带孔针织织物

的非印花区域在干燥环境下，空气阻力为0 .358Kpa .s/m，在潮湿环境下，空气阻力为

0.658Kpa.s/m，结果表明，同在潮湿环境下时，上述织物印花区域的空气阻力相对于非印花

区域的空气阻力下降了42.3％。因而当穿着所述带有缝或孔的印花织物制备的服装时，当

人体出汗时，除了能减少服装与人体的接触，同时由于缝或孔的面积增大，能允许额外的空

气通过，增加透气率，进一步提高穿者舒适度。

[0041] 表1干燥和潮湿环境下织物的空气阻力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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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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