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皮工业术语汇总》 

原料皮术语 皮病板 

原料皮 冻康板（冻干皮、康皮） 

路分  油煎板（油烧板、油脍板、油浸板） 

板皮 烫伤板（烫坏皮、胶化板） 

绒皮 硬块板（过干板） 

鲜皮（血皮、湿皮） 虱叮板（虱咬板） 

干皮（干板、甜干皮） 描刀 

冷冻皮（冻板） 撕破板（撕裂板） 

盐湿皮（盐腌皮） 孔洞板 

盐干皮（盐干版、盐板皮） 伤痕板（刺伤板） 

片状皮（张子皮） 皱缩板（缩板皮） 

筒状皮（筒子皮） 肥皱板 

皮板 毛空 

板质 鸡鹐毛 

嫩板 火燎毛（火烧毛） 

中板 焦针毛（焦真皮） 

老板 圈黄毛（尿黄） 

肥板 剪伤毛（剪坏毛） 

新板 蹲裆毛 

毛被 擦伤毛 

真毛（盖毛） 次脖毛（塌脖毛） 

绒毛（底毛） 咬伤毛 

毛性 杂毛 

毛型 浮毛 

原料皮缺陷术语 死毛（枯毛、白毛） 

病死皮 结毛（擀针、绣花） 

疫菌皮（有菌皮） 龟盖毛（龟盖皮） 

缺材皮（皮形不完整） 露毛根 

枪伤皮（打伤皮） 掉毛（掉针） 

铗伤皮 钩毛（钩针） 

空薄板（空板） 缺针（秃针） 

虫蛀皮（虫咬皮、虫食皮） 断针 

发霉皮（长霉皮、生霉皮） 毛皮生产工序术语 

血污皮（血渍皮） 分路（选皮、挑皮、组批） 

记号皮 割头尾（剁头尾） 

毛松皮（口松皮、毛口松） 回潮（喷水、洒水、回软） 

母子肷（抡窝毛、抡窝皮） 缝破口（缝破皮、缝口皮、缝口） 

顶绒皮（浮绒皮） 刮毛（打毛、除杂、打羊污、出杂） 

陈板（旧版、旧皮） 抓毛（梳毛、刮毛刺、招毛） 

秃板（秃毛、秃皮） 剪毛 

折裂板（断板） 浸水（泡水、浸软） 

折沮（褶皱） 洗皮（水洗、洗涤） 



开筒（割筒、挑筒） 吊染 

揭里（去肉里、撕肉膜、剥膜） 防染（遮染） 

去肉（去油、贴铲、水铲） 喷染（喷色） 

割边（割边腿、净边） 印花（刷花、漏花、漏板） 

脱脂（洗油脂、去脂） 仿染 

水洗（洗皮、冲洗） 漂白（漂色、漂皮） 

甩水（摔水、绞水） 增白 

挤水（压水） 褪色（漂白、扒色） 

控水（搭马） 洗浮色（去净色） 

称重（称量、称皮） 削匀 

酶软化（霉软、软化、酶软） 磨绒（起绒） 

酸肿（酸肿胀） 片皮 

消肿（去肿胀） 拔针 

浸酸（打酸汤、打盐汤） 上光 

预鞣（前鞣） 滚锯末（转锯末） 

铬鞣（红矾鞣、吃绿盐） 毛皮衣（裤）筒、片等制品工序术语 

铝鞣（明矾鞣） 量尺（量皮、打尺） 

锆鞣 选料 

油鞣 配制（配皮） 

醛鞣 考活 

结合鞣 吹缝（删皮、剪补） 

硝面熟皮（硝面鞣、米粉鞣、面鞣、硝皮） 平皮 

复鞣（重鞣、再鞣） 裁制 

静置（放置、停放） 检验（印活） 

中和 缝制（缝皮、缝水、缝） 

加油 刮浮毛（刮毛、去浮毛） 

干燥（晾皮、晾干） 抓衣（搔皮） 

伸展（推皮） 水花(水绺吊洗、吊活) 

铲软（铲干皮） 复样 

磨里（磨皮、砂皮） 走刀(拔刀) 

修整（修边、割皮） 串刀 

溶剂脱脂（干洗） 加革条 

滚软（摔软） 入相 

除尘（除灰、去灰） 方做 

绷皮（绷板、钉板） 暗缝 

吹汽（喷汽、汽吹） 镶头 

梳毛 毛皮服装吊制工序术语 

刷酸 整平 

刷固定剂（刷甲醛） 齐边(旋边) 

去酸醛（撤酸、中和） 划线 

酶染处理（媒介） 缝皮缝 

染色（上染、上色） 缝牵条 

刷染（刷色） 手针攥袖 



绱领袖 掉材(缺材、掉料) 

缉开线(嵌线、绱牙子、滚条) 毛皮皮板缺陷术语 

扳开线(扳边、扳滚条、绊边) 油脊(油背) 

附里 油板(大油皮) 

签边(扦边、缲边) 油块(油片、油渍) 

毛皮半成品术语 肉渣(油渣) 

湿皮(水皮) 抓眼(抓洞、抓伤、招眼) 

浸酸皮 磨伤(磨坏) 

浸酸带毛干皮 破口(开口) 

铬鞣湿毛皮 刀伤(刀花、跳刀) 

胚毛皮(闷子皮) 硬脊(硬背) 

毛皮成品术语 硬边 

毛皮(毛革、熟皮、皮革、裘皮) 硬板(硬皮) 

本色毛皮(原色毛皮) 响板 

染色毛皮 糟板(烂板) 

剪绒毛皮 贴板(黄沙里) 

拔针毛皮(绒皮、绒毛皮) 色花板(花板) 

毛革两用毛皮(革面毛皮) 脏污 

毛皮半制品术语 异味(臭味、臭气) 

衣片(衣料) 烫伤 

衣筒(褛筒) 裂面(炸面、断面) 

裤筒 透毛(露毛根) 

褥子 分层(层板) 

领子(领头) 张面(张板、翻面) 

帽扇(帽料) 皮形完整 

鞋里(鞋衬) 制造伤 

毛皮制品术语 不耐洗涤(翻生、不熟) 

大衣 裂浆(爆浆) 

帽子 光板(秃毛) 

披肩 毛皮毛被观感质量术语 

背心(坎肩、马甲) 光泽(光亮、亮光) 

靠垫(靠背、背垫) 洁白(发白) 

毯子 洁净(干净、清洁) 

手笼(手筒) 松散灵活 

毛皮皮板观感质量术语 平整 

丰满(饱满、结实) 花穗毛(花弯) 

柔软(软和) 毛峰齐全 

平展(平坦、平整) 弹性 

洁净(清洁、干净) 颜色均匀不花 

细致(细腻) 毛皮毛被缺陷术语 

厚薄均匀(厚度均匀) 漏剪毛(剪漏) 

延展性(延伸性、可塑性、随和) 阶梯毛 

弹性(弹力) 凹凸毛 



机啃毛(剪伤毛) 露毛(透毛) 

手剪伤毛 走刀脱节 

齐毛 腿印不好 

絮毛(虚毛) 板面不平整 

浮毛  

油毛  

绿毛(挂铬)  

掉浮色(脱色)  

根尖颜色不遂  

直毛深度不足(直毛不够)  

酸醛味  

直毛不稳定(直毛回缩)  

色锈(熨花)  

熨变色(熨花)  

抓空毛  

毛皮制品主要观感质量术语  

添材适当(添材相遂、添材相当)  

线缝正直  

线缝适当  

配制均匀（配制合理、配料合理）  

用料合理  

路分相遂  

毛性相遂(毛质相遂)  

毛色相遂  

前后身相遂  

花弯相遂  

克毛平顺  

脊线正直(脊子直、脊骨正直)  

部位对称  

腿印对正  

板面平整  

周边整齐(四边整齐)  

毛皮制品主要缺陷术语  

跳线  

重缝  

针码不足(针码过虚)  

漏缝(缺缝、落口、脱缝)  

线头  

针码过深（缝口过紧）  

线松(松线、缝线不紧)  

缝偏(缝侧)  

拴毛(口毛、缠毛、裹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