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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了几种滑雪服保暖絮片的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压缩性、透气性、力学性能及其保暖性能。结果显示,生

物质石墨烯内暖绒絮片在保证具有良好透气性的前提下,仍然具有很高的保暖性,絮片的单位面积质量和压缩性能都达

到了优等保暖絮片等级,且具有一定的断裂强力,适合用于滑雪服。所得结论可为滑雪服生产者选择合适的保暖材料提

供更多的可能性,为消费者选购合适的滑雪服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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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登山、攀岩、徒步等户外运动开始兴起,滑
雪运动成为人们冬季活动的热门选择,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投身到滑雪运动中。由于滑雪运动特殊的环境,
保暖成为滑雪服首先应具备的功能,填充料决定了滑

雪服的保暖性。目前市面上的滑雪服大多选择了3M
新雪丽 高 效 暖 绒 絮 片 或 者 是 较 好 的 中 空 棉、杜 邦

棉[1-3]等。国内的济南圣泉集团利用生物质石墨烯纤

维的抑菌和快速升温的优点开发了一种新型复合纤维

材料,即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绒[4-5]。更轻、更薄、更暖

成为未来保暖材料的发展趋势[6-10]。
选取了市面上常见的滑雪服保暖絮片与生物质石

墨烯内暖绒絮片进行对比,测试结果可为滑雪服生产

者选择合适的保暖材料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为消费者

选购合适的滑雪服提出了一些建议。

1 试验部分

1.1 材料

选取了新雪丽高效暖绒、杜邦舒弹棉、仿丝棉、羽
绒棉、喷胶棉、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绒等6种适用于滑雪

服的保暖絮片。表1为试样的规格参数。

1.2 试验方法

1.2.1 单位面积质量

依据GB/T24218.1-2009《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

验方法第1部分:单位质量面积的测定》,试样面积为

25cm×20cm,调湿24h。用电子天平秤重5次,取均

值再乘以20,即得到单位面积质量(g/m2)。

表1 试样的规格参数

试样
编号

商品名称
面密度
/g·m-2

成 分

1# 新雪丽高效暖绒絮片 150 聚酯纤维

2# 杜邦舒弹棉絮片 140 杜邦SORONA
3# 仿丝棉絮片 140 聚酯纤维

4# 羽绒棉絮片 140 聚酯纤维

5# 喷胶棉絮片 140 聚酯纤维

6# 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绒絮片 140 聚酯纤维+生物质石墨烯

1.2.2 厚度

依据GB/T24218.2-2009《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

验方法第2部分:厚度的测定》,自制絮片厚度测试仪。
试样面积为20cm×20cm,调湿24h,重复测量10
次,取均值即可。

1.2.3 压缩性能

依据FZ/T64003-2011《喷胶棉絮片》,测试絮片

的面积为20cm×20cm,标准大气条件下平衡4h,称
重。将絮片放置在工作台上,在絮片上放上压板(单位

质量为0.5g/cm2,面积为20cm×20cm),中间放上2
kg砝码,30s后除去砝码,等待30s,测量絮片四边的

高度,重复3次取均值h0。 再次在絮片上放上压板,
中间放上4kg砝码,30s后除去砝码,等待30s后测

量絮片四边的高度,取均值h1。3min后测量絮片四

边的高度,取均值h2。 通过公式(1)、(2)、(3)来分别

计算出絮片的蓬松度、弹性回复率和压缩性。

蓬松度(cm2/g)=
20×

20h0

10
m

(1)

回复率(%)=
h2-h1

h0-h1
×100 (2)

压缩率(%)=
h0-h1

h0
×1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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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透气性能

依据GB/T5453-1997《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

定》,采用YG461Z型全自动透气性能测试仪。测试面

积20cm2,压差100Pa,在同样的条件下,每种絮片测

试10次,每次选取不同的位置,结果取平均值。

1.2.5 拉伸性能

依据GB/T24218.1-2009《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

验方法第3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

法)》,选用YG065C型电子织物强力仪。试样面积为

6cm×30cm,横向和纵向各准备10块,隔距200mm,
速度100mm/min,预计张力5N。采用等速伸长法,
测其能承受的最大断裂强力。

1.2.6 保温性能

依据GB/T11048-2008《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

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选用YG606型纺织品

热传导性能测试仪。絮片面积为50cm×50cm,温度

20℃,调湿24h,加热时间20s,稳定时间20s,测试时

间60s。测试絮片的克罗值和热导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单位面积质量

絮片重量是絮片品质的一项综合指标,单位面积

质量偏差率体现了絮片在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关系

到絮片的服用性能[11-12]。根据FZ/T64003-2011《喷
胶棉絮片》规定,絮片(100~200g/m2)单位质量偏差

率在±5.0%范围间的属于合格品。由表2可以看出,

6种絮片均属于合格品。
表2 絮片的单位面积质量测试数据

试样
编号

单位面积

质量/g·m-2
单位面积质量
偏差率/%

1# 156.29 4.19
2# 143.83 2.74
3# 142.94 2.10
4# 142.69 1.92
5# 142.40 1.71
6# 142.14 1.53

2.2 厚度及压缩性能

絮片厚度是确定絮片压缩弹性、用途以及进一步

加工的依据。对于服用保暖絮片的压缩性能,通常用

蓬松度、压缩率、回复率等指标来衡量[13-14]。根据FZ
/T64003-2011《喷胶棉絮片》规定,絮片的蓬松度

(cm3/g)≥70,压缩率(%)≥45,回复率(%)≥75,属
于一等品。由表3可以看出,6种絮片均属于一等品。

絮片的蓬松度与厚度呈正相关的关系。1# 和6#

絮片的蓬松度最好,且2块絮片的厚度也是最大。1#

絮片由于其克重比其他5块絮片的克重都大,因此,不
能排除克重对蓬松度的影响。6#絮片由于其丝束呈天

然棉毛的卷曲状,纤维间的距离较大,故蓬松度高。其

他4块絮片的蓬松度差别不大。1# 絮片的压缩率最

高,因为采用3M专利的超细纤维组成,受到压缩时易

发生变形。2#和6#絮片的弹性回复率最接近100%。

2#絮片因其采用的纤维具有天然三维螺旋的结构,赋
予了絮片优异的回复性。6# 絮片在制备的过程中,通
过改善纤维的纺织性能来增强其回弹力,故二者的回

复率最好。
表3 絮片的厚度和压缩性测试数据

试样
编号

厚 度
/mm

蓬松度
/cm3·g-1

压缩率
/%

回复率
/%

1# 23.25 151.65 89.16 93.58
2# 18.02 116.54 81.08 95.55
3# 14.73 115.36 82.42 94.40
4# 15.79 112.98 81.51 89.36
5# 12.98 110.95 87.57 92.78
6# 23.16 158.47 82.99 95.94

2.3 透气性能

织物的透气性直接影响服装的穿着舒适性,与织

物的保暖性有一定的关系。服用絮片的透气率一般需

要大于0.25m/s[15-16]。6块絮片的透气性大小依次

为1.44、1.92、1.93、2.03、3.85、1.77m/s(图1)。可

以看出,6块絮片均可用于服用。

透
气
率
/m
�s

-1

试样
1# 5# 6#3# 4#2#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图1 絮片的透气性测试数据

在测试透气性时,絮片被测部分的厚度会因压缩

而大体相同,因此,可忽略厚度差异对絮片透气性造成

的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6块絮片的透气性大小依次

为5#>4#>3#>2#>6#>1#。5# 絮片采用的三维

网状结构有利于空气产生对流,故5# 絮片透气性最

好,2#、3#和4# 和絮片的透气性次之。3# 和4# 絮片

采用的是中空纤维,故制成的絮片更加透气。2# 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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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天然三维螺旋结构的纤维,因此纤维与纤维之间

的距离较大,有利于空气流通,故透气性好。1#絮片透

气性最差,这是因为1# 絮片是由超细纤维组成,在同

样大的空间里容纳了更多的纤维,空气流通的空间变

小,透气率变低。

2.4 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作为评定产品质量的重要内容,影响着

产品的服用性能。絮片的力学性能是指材料在不同的

环境下,受到外力时所表现出来的力学特征。由于所

选絮片的厚度不同,为了更好地研究絮片的力学性能

与絮片厚度的关系,故按照絮片厚度从小到大的顺序

来排列絮片的断裂强力。
从图2可以看出,所有絮片的横向断裂强力均大

于纵向断裂强力,絮片的横向断裂强力跟絮片的厚度

有一定的关系,厚度越大,絮片的横向断裂强力越好,
絮片的厚度对纵向断裂强力影响不大。其中,1# 絮片

是由超细纤维构成,在同样的空间里容纳了更多的纤

维,故1# 絮片受到外力作用时所需的断裂强力最大;

6#絮片的断裂强力次之,这是因为在制备生物质石墨

烯内暖绒的过程中,增强了纤维间的作用力;2#絮片和

3#絮片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断裂强力都是较差的,
这可能与絮片的材料有关,2#絮片和3#絮片均是采用

的短纤维,短纤维在受到外力作用时,易发生断裂,故
其断裂强力最弱。

试样
1#5# 6#3# 4# 2#

断
裂
强
力
/N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横向
纵向

图2 絮片的断裂强力测试数据

2.5 保温性能

保暖性是防寒服的基本需求,依靠于保暖絮料的

性能。通常用用导热系数、克罗值、保暖率3个指标来

衡量。克罗值是热阻的一个表示单位,表示热量通过

织物时所遇到的热阻。材料的热阻越高,保暖性也就

越好[17-20]。由于所选絮片的克重稍有不同,为了更好

地比较絮片的保暖性,选择用质量折算的方式去换算

所有絮片的热阻。从表4可以看出,絮片克重同为140

g/m2时,絮片的热阻大小依次为6#>2#>1#>4#>
5#>3#。其中,6# 和2# 絮片的热阻最大,保暖性最

好,这是因为絮片采用的纤维都是呈现三维螺旋结构

或是卷曲状,这种结构可以有效地阻碍空气产生对流,
从而减少热能的损失,且6# 絮片具有良好的蓬松度,
可增加材料间的空气含量,故6#的保暖性最好。3#和

5#絮片的保温性最差,其中,5#絮片的结构比较稀疏,
空气易产生流动,故透气性较好。但纤维间过大的空

间不利于静止空气的留存,故保暖性变差。
表4 絮片的保暖性测试数据

试样
编号

热 阻/clo
单位面积

质量/g·m-2
质量折算
热阻/clo

1# 2.87 156.29 2.57
2# 3.16 143.83 3.07
3# 1.82 142.94 1.78
4# 2.61 142.69 2.56
5# 1.91 142.40 1.88
6# 3.20 142.14 3.15

3 结论

(1)由于在滑雪运动过程中,人体会产生大量的热

量,因此,服装的透气性和保暖性都很重要。生物质石

墨烯内暖绒絮片在保证具有良好透气性的前提下,仍
然具有很高的保暖性,适合用于冬季户外防寒服。

(2)虽然杜邦舒弹棉的保暖性很好,且其透气性略

大于物质石墨烯内暖绒絮片,但其力学性能较差,并不

适合用在滑雪服这样的户外运动装备中。
(3)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绒絮片具有良好的蓬松度

和压缩回弹率,在服装的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对服装的

保暖性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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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mfortofThermal
InsulationWaddingofNewSkiSuit

FENGMing-ming,LIULi
(SchoolofFashionArtand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Thequality,thickness,compressionperformance,airpermeability,mechanicalpropertiesandthermalpropertiesofsix

thermalinsulationwaddingwerecompared.Resultsshowedthatthebiomassgraphemethermalinsulationwaddinghadhighheatre-

tentionunderthepremiseofensuringgoodgaspermeability.Themassperunitareaandcompressionperformancesofbiomassgraph-

emethermalinsulationwaddingreachedthelevelofexcellentthermalinsulationwadding,andhadacertainbreakingstrength,which

wassuitableforskisuits.Theconclusionscouldprovidemorepossibilityfortheskisuitproducerstochoosesuitablethermalmateri-

als,andprovidesomesuggestionsfortheconsumerstochoosesuitableskisuits.

Keywords:skisuit;thermalinsulationwadding;biomassgrapheme;warmthretention



人造蛛丝,服装行业新材料

  BoltThreads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埃

默里维尔的生物技术公司,它为服装行业生产不同的

可持续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一种合成的蜘蛛丝,叫

做“微丝”,但它其实和蜘蛛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蛛丝经久耐用且柔软,可以在承受高张力的情况

下不断裂,因此BoltThreads首席执行官 DanWid-
maier和其科学家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蛛丝的生产原

理,并尝试复制这一过程。纺织业逐渐成为继石油产

业后的第二大污染产业,因此在这个领域新材料的创

新有足够的成长空间。而对于 Widmaier和他的团队

来说,蛛丝是研发和生产可持续材料的完美灵感来源。
自“微丝”首次亮相后,BoltThreads已获得2.3亿

美元的投资。BoltThreads并没有直接使用蜘蛛,他

们使用了一种模仿蛛丝蛋白的DNA样本,并将DNA
转换为酵母。酵母在发酵过程中生长并产生丝蛋白,
这些丝蛋白会被制成粉末,即合成蜘蛛丝蛋白。

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合成蜘蛛丝蛋白只是一种

聚合物。这些粉末会被送入纤维实验室,并被溶解于

一种黏稠度类似蜜糖的溶液中。溶解完全后,溶解液

会从机器的小孔中挤压出来,并形成长丝。通过纺程

工艺将产品纺成线轴,然后纤维就可以织成织物,并用

于生产。
去年3月,这种新型材料已经可以应用于纺织生

产。BoltThreads已推出第一批50条限量版领带作

为首款产品,这些领带都是由“微丝”制成,每条售价

314美元。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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