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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专利的角度呈现智能化服装专利技术,从大数据的角度深入挖掘服装智能化现状以及活跃的创新

主体,分领域综述了智能服装的创新热点,预测了今后服装的智能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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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随处可见智能化技术,如智能腕带、智能

手环和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技术,已走进人们的日常生

活。近年来,当智能化技术与服装相结合,使得人们与

智能化技术愈加亲近,智能服装使人们生活更加智慧,
收集、共享信息更加便捷;使人们的健康更有保障,工
作效率更加提升,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服装不再只是

传统意义上的保暖、装饰功能,形状记忆[1]、可编程T
恤、智能保健服、智能夹克、变色服装、微博礼服和支付

服装等已出现,新型技术需要专利技术保驾护航,智能

服装也不例外,基于此,本文将从专利的角度分析智能

化服装专利技术,统计数据为截至2019年8月30日

的发明专利申请。

1 智能服装专利申请情况

据统计数据(见图1)显示,目前智能化服装在全球

的发明专利申请近6000件,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其
中国内申请数量占六成以上,国内外创新主体均积极

在进行智能服装的专利布局。

技术领域（国外） 申请量
A41D
A43B
A42B
D03D
D01F
D06F
G06F
D04B
A61B
D02G

外衣或防护服
鞋

帽子
机织物

制作长丝、纤维等化学特征
纺织品后整理

电数字数据处理
针织

诊断或外科
纤维、纱线、长丝等

401
237
146
142
117
75
59
53
48
48

申请人（国外） 申请量
NTKE

HYOSUNG
adidas

LG
MMIIPCO
PILOTINK

SamsungElectronics
GEORGIATECHRESEARCH

DUPONT
HEALTHWATCH

73
24
23
16
11
11
11
10
9
9

单位：件

国外
2191
36%

国内
3872
64%

A41D
A43B
A42B
D01F
D03D
D04B
B32B
A41C
D06F
D05B

技术领域（国内） 申请量
外衣或防护服

鞋
帽子

制作长丝、纤维等化学特征
机织物
针织

层状产品
妇女紧身衣、乳罩

纺织品后整理
缝纫

787
472
331
194
192
144
135
100
88
87

申请人（国内） 申请量
东华大学
江南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苏州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东莞市联洲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凯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红豆集团无锡远东服饰有限公司

64
44
25
22
19
18
16
15
15
14

图1 国内外智能服装专利申请量统计数据

  从技术领域分布来看,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

智能化因子已渗透到服装成型的各关键流程节点,其
中IPC国际专利分类 A41D(外衣/防护服)均是国内

外创新主体特别关注的研发领域。由于在外衣/防护

服中植入传感器、多媒体、无线通信等可穿戴技术是服

装最直接的智能化技术,故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也是

最多的;此外,A43B(鞋)、A42B(帽)、D03D(机织物)、

D01F(制作纤维等的化学特征)也是智能服装开发的

热点领域。从国内外的技术领域对比发现,国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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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在G06F(电数字数据处理)领域有较多智能服装

的专利申请,但国内创新主体在该领域则少有研发,说
明国外申请人已率先涉及以电数字数据处理为基础的

人机交互等创新技术。

从创新主体分布来看,以东华大学为首的国内排

名前6位申请人全部来自高校,但国外则以 NIKE、

Adidas等鞋类厂商为代表,主体力量为企业,主打市场

产品,而国内申请人对智能服装更多定位于基础研究,

市场导向不明显,产学研的对接与耦合存在一定的脱

节现象。

从服装智能化机理上来分类(见图2),专利意义上的

服装智能技术可分为智能变色、智能记忆、智能调温、智能

伪装、智能物联等5种智能化技术,而基于智能变色技术

的专利申请量最多,智能记忆、智能调温、智能伪装、智能

物联等技术紧随其后,其中在智能变色技术中,根据专利

申请量的高低依次分别为光致变色、热致变色、电致变色

专利。智能记忆技术又可分为形状记忆合金和形状记忆

聚合物技术,形状记忆合金类的专利申请数量高于形状记

忆聚合物类专利。
智能变色648

智能记忆596

智能调温579

智能伪装215

智能物联41

光致变色

热致变色

电致变色

形状记忆合金

形状记忆聚合物

53

30

单位：件

117

58

34

图2 服装智能化专利申请分布

2 智能服装重点专利技术

通过对近10年的智能服装专利分析可知,已涌现

出一批服装智能化的新兴技术,这些技术引领了未来

服装智能化的发展方向,以下分别对重点专利归类进

行说明。

2.1 智能交互类

公开号:WO2018200798A1;申请日:2018年;主
题:交互式织物;技术方案:交互式织物包括传感器,传
感器被编织到交互式织物中以形成被配置成检测触摸

输入的电容性触摸传感器的导电线。交互式织物可以

具有多个电子模块的交互对象,内部电子模块包括电

子部件的第一子集,如被配置为检测和接收用户输入

动作的感测电路,交互式对象还可以与控制器交互,该
控制器被配置为基于用户输入的动作从内部电子模块

接收信息,输出装置可与控制器通信。技术效果:基于

输入,织物至少提供交互式的触觉响应、音频响应或视

觉响应。

公开号:US2013328783A1;申请日:2012年;主
题:一种智能纺织品;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用户经由智

能纺织品输入/输出设备向一个或多个其他用户唯一

地传送人类和个人信息的系统和方法,该信息可以显

示在与用户相关联的设备上,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用户

相关联的一件或多件其他衣服上,或者与目标用户邻

近并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外部设备上。该信息可以由

从源用户到目标用户或从指向一个或多个目标用户的

第三方的显示信息的直接输入产生。

解决问题:该方法使得能够在智能纺织品输出设

备上执行输出动作,从而识别由用户创建的并且在与

目标用户相关联的目标衣服物品或者可穿戴配件上显

示的绘画,减少电路消耗的功率量,并且允许用户经由

智能纺织品输出设备向其他用户唯一地传送个人信

息,用于计算机、手机、平板等处理设备的信息采集和

显示。

2.2 智能物联类

公开号:KR20180121171A;申请日:2017年;主
题:一种物联网发热袜子;技术方案:袜子具有一个安

装在脚部的发热元件,在腿部安装一个控制块,控制发

热元件,并在智能仪器中应用,发热元件具有一个发热

元件。解决问题:加热元件在糖尿病患者的脚踝中产

生热量,使糖尿病患者的脚部血液循环得到改善。

2.3 智能充电类

公开号:CN109309408A;申请日:2018年;主题:

一种可无线充电的智能服装;技术方案:将多个电感器

(作为无线电力接收器)集成到纺织品中,相应的电感

器串联整流元件。解决问题:有线充电的有线连接器

可能会暴露导体,导致服装在穿着和洗涤过程中承受

潮湿的能力受损。另外服装的使用者必须手动连接有

线充电器,使得服装的整体维护更加复杂和不便利,该
专利申请采用无线充电解决了上述问题。

2.4 智能预警类

公开号:CN108028860A;申请日:2018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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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事件并生成通知的智能织物;技术方案:将传感器

阵列集成到智能织物,传感器阵列包括布置在织物中

各个位置处的传感器节点,传感器节点被配置以输出

指示在织物中各个位置处检测到的条件信号,织物可

进一步包括发射机和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可被配置成

从传感器节点接收指示在织物中各个位置处检测到的

条件信号,并使用发射机传送指定在织物中各个位置

处检测到的条件的数据,数据可被传送到计算系统,用

于分析织物的状态以检测事件的发生,事件可以是织

物的撕裂,织物中的扭曲大于阈值扭曲,或织物中的应

变大于阈值应变。解决问题:在各种情况下,个人穿着

服装织物可能会被撕裂,经历极度的扭曲,或者在人受

到攻击时经受极端的应变,该专利申请实现了检测上

述事件并生成通知。

公开号:WO2016128778A2;申请日:2016年;主

题:跑步用智能服装;技术方案:提供一种用于监测用

户跑步技术的系统,该系统包括:由用户穿着的至少一

件跑步服,该衣服结合或携带至少一个传感器,该传感

器用于检测与用户的运动有关的至少一个参数;处理

单元,其被配置成从所述至少一个传感器接收关于所

述至少一个参数的信息,将所述参数或每个参数与跑

步的生物力学模型的至少一个方面进行比较,并且确

定是否需要反馈响应;以及嵌入在衣服中或由衣服携

带的装置,用于在用户跑步时向用户提供反馈响应。

在一些情况下,生物力学模型可以通过分析指导建议、

或分析身体活动、或身体活动的模型来生成。解决问

题:通过测量生理测量调节跑步技术,防止和/或减少

伤害的可能性。

2.5 智能计步类

公开号:WO2019046688;申请日:2018年;主题:

服装的传感器系统;技术方案:传感器系统包括由用户

穿戴的衣服件,传感器系统具有位于服装单元上的可

拉伸电容传感器,以便在服装单元被穿戴时测量用户

的生物特征参数,照明系统基于测量的用户的生物特

征参数在指定照明区域中提供照明,可拉伸电容传感

器,具有当衣服片被穿着在用户身上时定位成靠近右

三角肌的多个传感器,可拉伸电容式传感器感测用户

的手臂的摆动以及感测用户的步速。解决问题:用于

感测和跟踪穿着服装或鞋类物品的运动员的运动。

2.6 智能调控类

公开 号:WO2017196775A;申 请 日:2017年;主
题:智能服装;技术方案:服装含有弹性体纺织材料和

镍-钛合金-铜-钼合金,该合金能根据响应温度变

化而扩张或收缩纺织材料的孔或通道。解决问题:可
以根据温度变化自动打开或关闭其毛孔,以实时调节

体热,从而防止来自体热的湿气和汗水的积聚。

公开号:WO2009034218A1;申请日:2008年;主
题:智能服装;技术方案:服装包括至少一个温度/湿度

传感器,其测量使用者身体和服装内表面之间的空气

层的温度/湿度;警报装置,其为使用者产生灵敏警报;

至少两个织物电极,其测量使用者的心率;以及电子

板,其连接到温度/湿度传感器、警报装置和织物电极,

并且控制其操作,计算使用者和服装之间的空气层的

热应力指数以及使用者的热应力状态,并且在危险的

情况下启动警报装置。解决问题:智能调节服装温湿

度。

2.7 智能伪装类

公开号:CN103827369A;申请日:2012年;主题:

迷彩伪装织物;技术方案:其导电纱含有具有调整近红

外光谱反射率特性的硫化铜纳米微粒或包含硫化铜的

硫化金属纳米微粒,导电纱被编织为在720~1500nm
的近红外线光谱中,与周边环境物的近红外光谱反射

率相同或类似。解决问题:提供一种具有调整近红外

光谱反射率特性的迷彩伪装织物,能达到规定的伪装

效果。

公开号:US8013776B2;申请日:2008年;主题:一
种雷达伪装织物;技术方案:伪装网包括附着到基础织

物层的导电装饰织物层,导电装饰织物层包括导电聚

合物涂层和多个孔,该雷达伪装织物在6~8GHz下

平均微波传输小于50%,导电装饰织物层具有小于基

底织物层的表面电阻。解决问题:具有改进的雷达伪

装和视觉伪装特性。

2.8 智能警示类

公开号:EP3344083A;申请日:2015;主题:一种具

有信号灯的智能安全服装;技术方案:服装具有控制单

元、一对转向信号灯,转向信号灯连接或可连接到控制

单元,电子组件包括制动传感器,其连接到控制单元,

适于感知速度并产生用于控制单元的相应制动信号。

控制单元被配置为根据制动信号对转向信号灯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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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提高城市骑车人和行人(例如跑步者)的安

全性,增强了他们沿着具有较差光线条件的街道以及

从远距离的可见性。

2.9 智能设计类

公开号:CN108140215A;申请日:2016年;主题:

一种智能服装;技术方案:智能服装,其设置为允许包

括颜色、图像、文本和其组合的设计被改变;服务器,其
包括相对于智能服装的设计数据库;提供者终端,设置

为将智能服装的设计上载至服务器;以及用户终端,设
置为从服务器下载智能服装的设计,并且将对应于该

智能服装的设计信号传输至该智能服装,以改变该智

能服装的设计。此外智能服装可包括变色纤维和纺织

纤维的织物,以及设置为接收由用户终端传输的信号

的连接模块。解决问题:智能服装能够改变设计,诸如

实现在服装上的颜色、图案或文本。

3 结语

未来,人们在服装方面更加关注娱乐和健康主题,

在功能性方面更加关注服装本身对生活方式改变带来

的便捷性,人与服装、服装与服装之间的智能交互和智

能物联将会更加普遍,智能服装对人类行为的数据收

集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进一步指导和改善人们的生

活,将引领未来服装智能化不断演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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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可监测心血管健康的智能服装,舒适性可媲美普通服装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的"第一杀手",
面对心血管疾病的威胁,人们从最初的"治已病"转向

聚焦"治未病",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临床上采用的大多数检测方法由于其昂贵的价格、笨

重的器械不适合疾病的预防监测,可穿戴式技术作为

一种新兴的健康监测手段,可以实现对心血管相关生

理参数的实时、连续监测。
201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王中林院士和重庆大学杨进教授团队通过仿生耳膜结

构结合摩擦纳米发电机工作原理,研制了采用柔性薄

膜基底的人体体表脉搏压力传感器,并成功实现了对

心血管系统健康状态的监测。然而,可穿戴柔性传感

器的透气和舒适性不够,长期使用可能会使佩戴者皮

肤不适,因此,同时保证可穿戴电子的传感性能和舒适

性成为重要研究内容。

针对上述问题,2020年3月,研究团队报道了一种

基于摩擦电纳米发电机的多功能压力全织物传感器,
具有可工业化批量编织、耐机洗、可重复使用、高灵敏

度传感和穿戴舒适等性能。
研究人员以制备的导电纱线和尼龙纱线为传感织

物材料,采用畦编的方法制备出全织物传感器,其压力

灵敏度为7.84mV/Pa,响应时间为20ms。该织物传

感器可独立编织成颈带、护腕、袜子和手套,对脖子、手

腕、脚踝和手指等不同身体部位处的脉搏进行探测,同

时,也可以轻松地和衣物编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传感功

能的智能服装,用于呼吸和脉搏的多功能传感,这两类

重要生理信号的监测可实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和心

血管疾病的实时、长期监测,在个性医疗、治未病等方

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来源: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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