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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可穿戴智能纺织品对于柔性可拉伸传感元件的需求,探讨柔性应变传感器在人体运动监测领域的可行

性。以下肢跑步运动为例,选取大腿前中、大腿外侧偏上以及膝上3个位置放置柔性传感器,对跑步运动进行监测,利用

传感器采集到的应变-电阻变化信息获取人体下肢运动状态。运动测试结果表明,随着人体跑步运动速度的变化,柔性

传感器产生不同的拉伸变形,传感器应变-电阻变化与实际体表拉伸产生的形变趋势相同,其中放置于不同位置上的传

感器产生的电阻变化差异能够较好地用于表征人体下肢运动强度、运动周期数等。完成了智能跑步运动裤的基础原型制

作,并验证了可穿戴式柔性传感器用于人体下肢运动监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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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体运动损伤导致的肌肉拉伤及心血管

疾病逐年上升,由于人体在实际运动过程中难以实现

自我生理调节,容易产生错误的运动姿势以及出现过

度性运动损伤,因此人体运动监测是当前人工智能和

模式识别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1],通过跟踪人体运动

状态,获取人体运动行为特征来实现运动的监测。目

前加速度测量仪[2]、陀螺仪、摄像机[3-4]等组成的运动

捕捉系统均已被用于人体运动监测领域中,这些方法

对设备的要求较高且便携性差,难以进行实时采集和

监测。另外,在实际运动过程中,随着上下肢骨骼和关

节位置的变化、肌肉的收缩等,人体体表皮肤会产生相

应的伸缩形变,因此要求关节周围的织物也具备一定

的拉伸性[5],而这些设备组件通常为刚性或无弹性材

料,如固定在服装上还会影响人们穿戴的舒适性。近

年来,具有织物结构的柔性传感器逐渐引起了国内外

研究学者的关注,相比于传统的刚性传感器,柔性传感

器在柔性和便捷性、响应速度方面更具优势,其应变的

范围更利于适应复杂的非平面表面,因此近年来其应

用得到了广泛的研究[6-10],在可穿戴电子产品、医疗健

康监测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人体运动监测的研究局限于计算机图片、加

速度、角速度信号采集等方面,本文采用柔性应变传感

器作为可穿戴的运动监测传感元件,并将其置入到弹

性紧身运动服装上,并对柔性传感器进行应变-电阻

试验,监测该传感器在关键的关节以及肌肉部位上的

电阻变化情况,通过比较不同运动状态下电阻值的差

异来表征人体在跑步动态过程中下肢的运动状态。通

过志愿者穿戴基于柔性传感器的智能跑步运动裤,以

定量揭示了人体下肢肌肉以及关节运动的生物力学特

征以及动力学规律。

1 柔性应变传感器的分类与选择

一般,如果织物的形状、长度、压力或温湿度等物

理量的变化能够引起该织物的电阻、电容或电感等电

学量的变化,那么就可以将这种织物设计成对应物理

量的传感器。例如,当织物受到某个方向上的机械应

力作用后,本身的电阻信号会发生变化,那么就可以把

这样的织物设计成电阻式柔性织物应变传感器。

按照制备方式分类,基于织物结构的柔性应变传

感器可分为涂覆式柔性织物应变传感器[11]和嵌织式

柔性织物应变传感器[12]。其中嵌织式柔性织物应变

传感器是将具有某种感应功能的纤维材料(如光纤、光

敏纤维等)直接用于编织服装,或与普通纤维以添纱的

形式制作出局部的柔性传感器;涂覆式柔性织物应变

传感器是将特殊导电纤维改造后以涂层加工形式(如

印花、印刷、拼贴等)在织物表面涂覆加工而成,该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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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导电高分子聚合物制成,并且与织物具有良好

的附着强度,具有良好的应变感应灵敏度和线性相关

度。

其中嵌织式传感器会由于导电材料和织物结构间

的滞后性、纤维或纱线间产生相对滑移而造成准确性

低、拉伸松弛性差等缺点;涂覆式传感器是以涂层的方

式将导电胶质与织物结合,则更为简单、经济、有效。

因此本文采用了涂覆式柔性织物应变传感器作为采集

人体运动数据的装置。

基于柔性应变传感器的人体下肢运动监测是按照

统计模式识别的思路进行研究,其一般过程主要分为

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特征提取[13],其中数据采集的过

程由柔性应变传感器以及无线蓝牙组件完成。本文采

用的柔性应变传感器是由安润普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SOFTCEPTOR柔性织物应变传感器,该柔性传感器

是将传感技术与柔性织物结合,可与普通服装连接,如
图1所示。在运动姿态监测这一领域,该柔性应变传

感器的应用具有以下特点:(1)无线数据传输,可将柔

性应变传感器连接于服装上任意需监测的部位,免除

了许多复杂硬件设备连线的同时,还能保持穿戴舒适

性;(2)涂覆式传感器传感性能优异,线性度以及稳定

性好,能够持续地监测人体运动数据并传输至控制终

端,分析处理进而得到运动信息。

图1 柔性应变传感器

1.1 柔性应变传感器静态表面比电阻测定原理

表面比电阻是指沿着织物导电区域表面方向的直

流场强与该处单位宽度的表面电流之比,单位是欧姆,

在数值上等同于织物表面宽度与长度都是1cm时的

电阻[14],利用数字万用表可测出表面电阻Rs,可计算

表面比电阻ρs,以用于表征织物拉伸导电性能的物理

量。

ρs =Rs·
L
b

(1)

其中,ρs 为涂覆于织物表面上的两电极间材料的表面

电阻(Ω);L 为电极的宽度(cm);b 为电极间的距离

(cm)。

表面比电阻测定原理等效于电阻定律,结合公式1
可知,当柔性应变传感器两端受到外力拉伸作用时,导
电涂层部位的电极长度增加,电极间距离的变化可忽

略不计。在表面电阻值恒定时传感器表面比电阻R 增

大,也就是输出电阻值增大,因此可以通过采集和探究

电阻变化规律来获取相应原始运动的信息。

1.2 运动姿态表征

通过柔性应变传感器的电阻变化来表征人体下肢

运动姿态变化。为了使试验结果更为准确可靠,分别

测试了柔性应变传感器在不同运动姿态下的动静态电

阻变化。根据人体跑步运动的特点选取了着地缓冲、

后蹬、折叠前摆以及下压着地这4个动作作为特征运

动姿态,依次记录为动作1~4,如图2所示,将运动姿

态归为下肢伸屈运动和下肢弯曲运动,分别对这两种

运动姿态进行动静态表征。

（1） （2） （3） （4）

图2 静态跑步运动姿态

2 运动监测

为了研究柔性应变传感器监测人体下肢在跑步状

态下运动状态的可行性,分别设计了静态和动态采集

试验。其中静态采集试验选取了图2所示的4个特征

运动姿态作为静态测量的试验动作,动态采集试验则

进行不同速度下的连续跑步运动监测。其中所有试验

均在恒温恒湿实验舱进行,试验对象在舱内保持静态

坐姿状态30min后正式进行试验。

2.1 柔性应变传感器置入

2.1.1 置入位置的选择

位置监测点的选择对传感器测量的精确度有着重

要影响[15]。柔性应变传感器置入位置的选择基于人

体下肢在跑步过程中肌肉的拉伸振动与关节运动情

况,不同动作阶段下肌肉振动和关节摆动情况不同,随

之体表在不同部位上产生相应的形变变化。通过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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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皮肤横向和纵向上拉伸变化的测量,可获得基本的

人体运动生理数据。目前,在人体运动生理相关研究

中,将跑步动作分为了支撑期(缓冲期和后蹬期)和摆

动期[16](折叠前摆和下压着地),综合各个阶段中下肢

皮肤形变规律,其中横向体表形变最显著的位置是膝

围,纵向体表形变主要集中在大腿前部以及外侧两个

区域,结合体表拉伸变化幅度情况,选取了人体右腿为

试验测试对象,大腿前中、大腿外侧偏上以及膝上3个

位置作为主要测试部位,分别记为位置1,2,3。

2.1.2 柔性应变传感器的缝制

为了确保在跑步运动过程中柔性传感器以一定的

拉伸张力贴附于人体表面,并随着不同动作而产生拉

伸,选择贴体运动裤装作为监测的载体,使传感器更大

程度上贴合人体。接触面积越大,传感器采集的信号

更接近于实际运动形变,监测效果则越好,而一般的宽

松裤装与人体皮肤之间存在较大的松量,且在运动过

程中产生较大的滑移,不利于运动信息的采集。为了

控制运动裤自身的变量对于人体运动的影响,选取无

分割线、中等强度的普通运动裤装作为最终试验用裤。

将3个柔性应变传感器分别缝制在相应的3个位

置上,缝制方式采用三角针缝制固定,使柔性传感器的

经向沿着大腿和膝围方向,同时蓝牙采集模块只能监

测1个传感器的信号,为了不妨碍3个位置上柔性应

变传感器的导线与模块相连对运动的影响,最终将采

集模块放置在大腿前侧传感器右方7cm位置处。如

图3所示。

图3 柔性传感器位置

2.2 下肢形变采集

下肢静态采集试验为形变量测量试验,形变量测

量主要验证实际皮肤形变与传感器形变两者的形变趋

势的一致性。在跑步过程中,运动裤与皮肤之间不可

避免地产生位移,皮肤的形变带动运动裤产生拉伸形

变,当柔性应变传感器缝制在运动裤上时,传感器本身

也会发生形变,因此形变量测量试验主要测量并比较

实际皮肤、运动裤、传感器这三者在不同运动姿态下的

实际形变方向及形变量。
试验对象在裸肤、穿着运动裤及穿着缝制柔性应

变传感器的运动裤3种状态下进行不同的试验动作姿

势测量,图4为4个静态试验的动作示范。

(a)动作1         (b)动作2

(c)动作3         (d)动作4
图4 下肢静态采集试验动作

具体的形变量测量试验标记点的确定及测量方法

为:
(1)试验标记点的确定 确认柔性应变传感器缝

制的位置后,在柔性传感器黑色区域用记号笔分别记

录O1、O2、O3、O4、O5、O6、O7、O8 (传感器中点 O以

“米”字形式与各边上的点连接,其中点2,4,6,8为边

界点,点1,3,5,7为各边上的中点)8个试验标记点的

位置,如图5所示。接着在相同的标记点上用记号笔

在运动裤以及皮肤相应位置上标记,确保运动裤和皮

肤上的印记清晰,以此确保柔性传感器、运动裤与皮肤

三者测量位置的一致性。
(2)形变量测量 利用量尺测量试验对象在各个

试验动作中柔性传感器、运动裤与皮肤三者在“米”字
位置上横向、纵向和斜向3个方向的线段形变量。记

横向形变量 OW(O3 +O7),纵向形变量 OL(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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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标记位置上不同方向的静态形变值ΔOn 为该动

作On 测量值与静立初始测量值O1 的差值(n =1,
……,8)。

点6 点7 点8

点5 点0 点1

点4 点3 点2

图5 柔性传感器标记点

2.3 下肢动态采集

动态采集试验中,试验对象在穿着缝制柔性传感

器的运动裤状态下进行持续跑步动作监测,按照速度0
km/h(静止)、4.5km/h(走路)、6km/h(慢跑)、7km/

h(慢跑)再缓慢减速至静止的顺序运动,每个阶段动作

持续60s待动作稳定后再记录数据及录像,监测时长

为60s,蓝牙装置依次连接不同位置的柔性传感器进

行监测,如图6所示。通过视频及图像可以直接观测

试验对象的实时动作变化、运动周期次数等,同时采集

传感器电阻的实时变化,得到一个跑步周期中的运动

姿态变化情况。测试时,保持试验对象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相应的跑步试验,尽量保持每次的跑步幅度一致。

图6 下肢动态采集实验图像

3 结果与分析

3.1 运动静态形变

在静态采集试验中,试验对象在裸肤、穿着运动裤

及穿着缝制柔性传感器的运动裤3种状态下的同一标

记位置的形变值有一定的差异性。某种试验运动姿态

下,形变值的正负数表示形变状态,正数表示该部位在

该试验动作下处于拉伸状态,负数则表示收缩状态。

图7为试验对象在3个穿着状态下,不同标记位置上

横向、纵向和斜向共4个方向在不同试验动作下的形

变量变化。
考虑到柔性传感器主要拉伸灵敏方向为横纵向,

因此下肢形变采集试验主要从横向OW 和纵向OL2个

方向进行不同状态的比较。从图7可以看出,3种状态

下标记位置在不同方向上的拉伸形变趋势大致相同。
分析不同位置在不同动作间产生的形变规律,由

图7可见大腿前部肌肉部位随着动作周期变化,形变

量呈增大趋势,腿部落地缓冲时,前中区域实际皮肤处

于收缩状态,因此形变量为负值,在后摆过程至腿部前

迈的过程中,该区域皮肤逐渐呈现拉伸状态,形变量为

正值;大腿外侧偏上肌肉部位在落地缓冲时,皮肤在纵

向方向上处于明显收缩状态,形变量为负值,腿部后摆

时,该部位皮肤处于拉伸状态,产生形变,后摆结束至

前迈时,由于胯部弯曲摆动再次呈现收缩状态,形变量

为负值;膝上部位在落地缓冲以及后摆蹬地动作下,各
方向上的形变量均为负值,表明在该阶段下膝上皮肤

表现出收缩状态,而当腿部后摆弯曲至前迈时,膝上区

域的皮肤发生较大的拉伸形变。
比较不同拉伸方向上各传感器试样的拉伸形变规

律,可以得到纵向形变为传感器试样主要形变方向。
在整个跑步运动过程中,横纵向拉伸形变主要集中在

膝上部位,腿部传感器在围度OW 上的拉伸变化不大,
膝上位置的传感器横向变化量OL 明显要比其他3个

位置要大,形变量达到了1.4cm,纵向变化量OW 达到

了0.7cm。
由于人体体表是个复杂的曲面,皮肤、运动裤与柔

性传感器三者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空间滑移,因此由

运动引起的在各个方向上的形变量大小有所差异,但
通过对比观察,三者的拉伸变化幅度以及造成形变的

方向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可认为柔性传感器产生

的形变趋势与实际皮肤形变基本一致。

3.2 运动动态表征

在动态采集试验中,试验对象在不同跑速下运动,
试验采集到的电阻输出信号是由下肢肌肉运动拉伸引

起柔性传感器形变产生的。其中电阻的变化是一个循

环的过程,一个周期内,首个波峰位置对应跑步后蹬动

作,接下来的波谷对应折叠前摆动作,最后一个波峰为

下压着地以及缓冲准备,每一个完整的波形代表下肢

的一次伸屈以及弯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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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类型/类
1 2 3 4

变
形
量
/c
m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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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置1在不同状态下标记方向的形变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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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位置2在不同状态下标记方向的形变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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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位置3在不同状态下标记方向的形变量变化

图7 静态形变采集试验结果

表1 传感器试样初始电阻值

位 置 大腿前 膝上 大腿外侧偏上

静立电阻值/kΩ 195.46 326.15 416.63

  表1为各位置上传感器穿上身后的初始电阻值,
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不同部位传感器在不同运动速度下

电阻差异,计算传感器输出电阻的波幅可用于比较电

阻信号波动的大小,从而表征不同运动速度下下肢肌

肉关节的运动,单次拉伸波幅的计算公式为:

AMR =R1-R2 (2)
其中,AMR 是电阻波幅,R1 为传感器输出电阻的波峰

值,R2 为传感器输出电阻的波谷值。计算10s内传感

器电阻波形变化中出现的最大峰值R1max、最小峰值

R2min、最大电阻差(R1max 与R2min 之差)、平均波幅及

最大电阻差与平均波幅之差,最终得到如表2所示结

果。
从图8可以看出各部位传感器试样在不同运动速

度下10s内的电阻波形变化,每一次循环运动中传感

器电阻波形变化有高有低,这是由于在运动过程中动

作姿势角度以及幅度变化不同,导致传感器的变形不

同,故电阻变化不完全一致。
结合表2电阻变化值计算结果可知,相同时间内,

不同部位的传感器试样产生的电阻变化循环数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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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随着速度的增加,试样电阻的循环数增加。其

中大腿外侧偏上位置的电阻循环数小于其他位置,且
随着速度的增加,初始电阻值减小,这与跑步过程中该

部位皮肤收缩形变有关。下肢摆动速度越快以及摆动

幅度越大,传感器试样会收缩更明显,因此初始电阻值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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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位置3
图8 动态采集实验传感器10s电阻变化

比较不同位置上传感器试样电阻平均波幅变化可

以得到,大腿前中位置的传感器试样电阻的平均波幅

与跑速呈正比关系,即随着跑速的增加,试样电阻的波

动越明显。大腿外侧偏上和膝上位置的传感器试样电

阻在4.5km/h速度下平均波幅为最大,分别为39.89
kΩ和99.29kΩ,随着跑速的增大,平均波幅呈现下降

趋势,并且速度越大,平均波幅有略微增大,产生该现

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较小速度下,传感器试样形变时

间较长,由形变引起的电阻变化越明显,因此电阻波幅

越大,而当速度增加时,传感器试样形变时间变短,并
且在持续循环运动中产生一定的形变滞后性,电阻变

化范围减小,达到较大速度时,传感器试样产生的形变

量增大,因此电阻波幅略微增加。大腿前中位置的最

大电阻差值与平均波幅的差值范围最小,膝上位置最

大,由此可以认为大腿前中位置的电阻稳定性较好,膝
上处于下肢摆动幅度较大的部位,因此电阻变化范围

最大。
表2 传感器试样10s内电阻变化

位 置
速 度

/km·h-1
循环数
/个

R1max
/kΩ

R2min
/kΩ

最大
电阻差
/kΩ

平均
波幅
/kΩ

差 值
/kΩ

位置1 4.5 7 237.82 191.82 46 39.89 6.11
6 8 223.65 186.27 37.38 30.57 6.81
7 9 226.25 186.12 40.13 33.06 7.07

位置2 4.5 6 467.63 359.08 108.55 99.29 9.26
6 8 459.34 370.68 88.66 73.98 14.68
7 9 495.56 384.91 110.65 82.71 27.94

位置3 4.5 5 433.24 395.82 37.42 27.39 10.03
6 6 392.67 351.07 41.60 34.93 6.67
7 7 387.57 339.69 47.88 37.87 10.01

  总体上,3个位置上的传感器具有良好的拉伸灵

敏度、稳定性和重复性。相同时间内传感器产生的波

形数量随着跑速的增大而增加,且不同位置上传感器

电阻变化规律有所差异,可通过组合这种差异来共同

表征跑步运动信息,如运动周期数、运动强度、运动幅

度大小等。

4 结语

在紧身运动裤上选取大腿前中、大腿外侧偏上以

及膝上3个位置放置柔性应变传感器制作智能跑步

裤,通过形变量测试可知试验对象在裸肤、穿着运动裤

以及缝制柔性传感器3种状态下,不同位置上的标记

部位横纵向拉伸形变趋势大致相同。通过动态运动采

集试验结果表明,随着人体跑步运动速度的变化,放置

于不同位置上的柔性传感器产生的电阻变化差异可以

较好地用于表征人体下肢的运动状态变化,包括跑步

的次数、跑步强度等,因此利用柔性传感器监测体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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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阈值对预防关节肌肉损伤具有一定意义。
柔性应变传感器适用于开发监测人体下肢运动姿

态的智能运动服装,利用柔性应变传感器应变-电阻

传感性能可用于判断下肢不同的运动状态,为下肢功

能运动表征与监测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法。当然,由
于受到传感器采集模块监测通道的局限性,使得试验

对象在同一运动状态下还不能实现监测的同步性,在
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研发出更多的监测通道,以便

达到同步监测的目的,进一步增加试验结果的可对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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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HumanLowerLimbMotionMonitoringbasedonFlexibleSensor
WENWen1,2,FANGFang1,2,*,DONGJin-yi2

(1.FashionandArtDesignInstitute,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2.ShanghaiStyleFashionDesign&ValueCreation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Shanghai200051,China)

  Abstract:Aimingatthecurrentdemandofwearablesmarttextilesforflexiblestretchablesensingelements,thefeasibilityofflex-

iblestrainsensorinmonitoringhumanmotionwasdiscussed.Takingthehumanlowerlimbrunningexerciseasanexample,theflexi-

blesensorwasplacedonthefrontsideofthethigh,thelateralsideofthethighandtheknee,andthestaticanddynamicrunningmo-

tionsofthehumanbodyweremonitoredrespectively.Thestrain-resistanceinformationwascollectedbytheflexiblesensortogainthe

humanbodybehaviorstatus.Theresultsshowedthatwiththechangeofrunningspeed,theflexiblesensorsproduceddifferenttensile

deformation.Thestrain-resistancechangeofthesensorwasthesameasthatofactualbodysurfacetension.Thedifferenceofresist-

ancechangesgeneratedbythesensorsindifferentpalacescouldbebetterusedtocharacterizeexerciseintensityandthenumberofmo-

tioncycles.Finally,thebasicprototypingofsmartrunningpantswasmade,anditwasverifiedthatwearableflexiblesensorscould

performhumanlowerlimbmotionmonitoring.

Keywords:flexiblesensor;lowerlimbmotion;monitoring;intelligent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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