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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监测脊椎健康状态的功能性服装设计
张树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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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受到骨质疏松症带来的困扰，智能化服装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研究方法]文
章以骨密度传感监测的原理设计、骨骼密度传感监测器在服装上的分布位置、可监测脊椎健康的功能性服装智能监测
传感检测器在服装背部的
系统运作流程 3 部分进行分析并设计。[研究结果和结论]文章设计了骨骼密度传感器的形态、
分布位置及智能传感监测器的运作系统。这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的智能化监测的服装产品开发很有实际意义，其功
能性服装也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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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signing Functional Clothing of Monitoring Spinal Health
ZHANG Shu-mei1, LIU Fu-shou2, ZHONG An-hua1

(1.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y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lderly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osteoporosis, and intelligent clothing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5 kinds of postures that often occur in the back of human body and bone density detectors for
corresponding parts of human body, this paper designed the principle of bone density sensor monitoring, the distribution
position of bone density detectors on clothing and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intelligent detectors; and found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human body in motion led to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of bone density sensors. Thi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pparel which can monitor elderly osteoporosis, and such functional apparel also has great market potential.
Key words: smart clothing; monitor; bone density; the back of the body

骨质疏松症最新的定义为,是以骨强度降低

行数据处理，
得出骨矿物质含量。智能服装是指

导致骨折风险增加的一种骨骼疾病。骨密度，全

模拟生命系统，通过一定的反馈机制对外部环境

称
“骨骼矿物质密度”
。骨密度是骨质量的一个重

或内部状况变化做出反应的成衣。如今，服装已

要标志，反映骨质疏松程度，预测骨折危险性的

经迈入人工智能领域，
并且服装的设计重心常常

重要依据。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成

在服装的正面。无论是上班族还是骑行者或者是

熟诊断方法也是 双能 X 线吸收法(DEXA)。双能

老年人在生活中都会受到背部活动带来的不舒

X 线通过 X 射线管球经过一定的装置所获得两

适感，
甚至带来疾病，
比如脊椎病、骨质疏松。现

种能量、
即低能和高能光子峰。此种光子峰穿透

代社会主要监测人体骨骼健康主要是通过大型

身体后，
扫描系统将所接受的信号送至计算机进

—骨密度监测仪，而这种大型监测
的医疗设备——
器不易于人们频繁使用，
不能达到对骨骼密度的
实时监控。人体的脊背部活动是由于骨骼变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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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正是因为骨骼的重要性，所以本文针对人
体脊背部活动设计出智能化的服装背部款式并
将智能监测骨骼的系统应用到服装中。关于脊背
部活动引起的变化对功能性服装的设计更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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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忽略，
所以本文针对此现象进行补充并设计出

交点处，黑色表示面料本身的经纱线，在经纬纱

应用型产品。背部的设计不仅表达在视觉上更应

如图 3 所示。
相交的点为传感监测器，

体现功能上，
使其在服装设计层面上实现美学的
同时又符合人体工学。

1 骨骼密度监测器设计原理
1.1 传感监测器的电路原理设计
通过环保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在电
池中，从电池正极出发，把电传送到传感监测器
中，传感监测器进行数据的收集，最后回到电池
图 3 点状传感监测器分布示意图

负极（图 1）。

Fig.3

Shape diagram of point sensor
monitor

1.3 骨骼密度值范围
通过传感监测器收集的骨密度数据进行统
计并选取平均值，
数据公式为：
数据 1+数据 2+数据 3……+数据 n
n

图 1 传感监测器电路原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ensor detector circuit

1.2 传感监测器的形态分布设计
与医学相结合，
用扫描的方式记录骨骼活动
的方向，并且实时的监督人体骨骼的变化，以助
做
于发现骨骼不正常变动或者病变时做出警示，

骨密度（BMD）是骨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反

映骨质疏松程度正常，
双能 X 线监测出的骨骼矿
物质密度结果包括 T 值和 Z 值，
T 值是指所测值
高于或低于正常青年参照人群的平均 BMD 值得
标准差，即：
T 值=（BMD 所测值-BMD 正常青年
人群的平均值）衣SD 正常青年人群参考值，T 值有

柔软的，
外表有一层防水的且将太阳能转换为电

助于分析受检者所测的 BMD 是否正常，T 值用

能蓄电层，里面是用来监测骨骼密度的双能 X

性别
诊断；
Z 值是指所测值高于或者低于同龄人、

人体骨骼健康的监控。将微型传感监测器设计成

线。双能 X 线是一种低剂量 X 线，它的辐射量
低，
大约只有普通 X 线的 1/10 左右，无需担心辐

射问题。双能 X 线在面料中的形式可以为线形，

于绝经后妇女和 50 岁以上男性的骨质疏松症的
参照人群的 BMD 平均值平均值额的标准差数。本
文主要以 T 值作为数据对比标准，
如表 1 所示。
表 1 骨骼密度值范围

穿插在面料的经纬纱中，实现于面料融为一体，
黑色表示面料
无需面料本身额外的设备的要求，
本身的经纱线，蓝色线为传感监测器，如图 2 所
示；双能 X 线在

Tab.1 Value range of bone density
分类

T- 值

正常

T- 值≥-1.0

低骨值

-2.5<T- 值 <-1.0

面料中的形式也

骨质疏松

T- 值≤-2.5

可 以 为 点 状 ，上

严重骨质疏松

T- 值≤-2.5+ 脆性骨折

层为防水太阳能

2 骨骼密度传感监测器在服装上的分布位置

蓄电层，下层为

2.1 人体脊背活动姿势分析
将人体脊背部活动的 5 个对服装有明显影

传 感 监 测 器 ，两
者结合成立体的
点，传感监测器
在面料中的分布
位置是经纱线的

响姿势进行分析，抱胸的姿势时脊背部向外扩
图2
Fig.2

线形传感监测器分布示意图
Shape diagram of linear sensor
monitor

张，是背部的最大弯度，此时力度方向是横向拱
形，
如图 4；挺胸的同时肩胛骨向内收，脊背部向
内凹，是背部最小的弯曲度此时力度方向是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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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抱胸姿势
Fig.4

Chest-holding

图 5 挺胸姿势
Fig.5 Chest-out

图 6 前倾姿势
Fig.6

leaning Posture

图 7 双双臂上举姿势
Fig 7

Arms-l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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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双臂呈跑步姿势图
Fig.8

Arms posture dur原
ing runing

凹形，
如图 5；
前倾时，
脊背部呈上下拉伸，
此时力

域。笔者根据挺胸姿势在进行使发生的力度方向

的菱形肌向上提，此时力度方向呈“U”型，如图

的分布位置。结合图 5 得出力度方向是左右横向

度方向是纵向，如图 6；当双臂上举时，肩胛骨处

设计服装背部的形状（阴影部分），即传感监测器

7；当双臂呈跑步姿势一只手臂前伸一只手臂后

内收，
故本设计图以肩端点连线和袖隆深处进行

“巽”
屈姿势时，
此时姿势的力度方向呈
，
如图 8。

连线并内收成角，再对接两侧袖隆弧线，
B1、B4

根据人体脊背部活动产生姿势时发生的力

口端点，
四点连接直接作为后衣片的领口弧线和

度方向分别为服装背部进行针对性的背部服装

肩线，B5 和 B7 分别为后衣片袖隆深点，
B6 为曲

2.2 服装背部款式结构设计

结构款式设计，
并得到骨骼密度传感监测器在服
装中的分布区域，
既能实现符合人体工学的智能
化服装功能性，
又可实现服装背部的美观设计。
（1）针对抱胸姿势设计传感监测器的分布区

分别为两侧肩端点，
B2、
B3 分别为肩端点、后领

线 B5B7 之间的中点，
线 B5B6 和线 B6B7 分别呈
拱形，根据脊背部横向内收的力度方向，底边呈
M 形。如图 10 所示。

域。笔者根据抱胸姿势在进行使发生的力度方向
设计服装背部的形状（阴影部分），即传感监测器
的分布位置。结合图 4 得出力度方向是左右横向

外扩，故本设计图以肩端点连线和袖隆深处连
线，并对接两侧袖隆弧线，
A1 与 A2 直线相连与
后领口平行向下 2 厘米，A3 与 A4 分别为两袖隆
深的位置并相连平行于线段 A1A2，曲线 A1A3H

和曲线 A2A4 服装后衣片的袖隆弧线。如图 9 所

示。

图 10 挺胸姿势设计图
Fig.10

Design drawing of chest-out

（3）针对前倾姿势设计传感监测器的分布区
域。笔者根据前倾姿势在进行使发生的力度方向
设计服装背部的形状（阴影部分），即传感监测器
的分布位置。结合图 6 得出力度方向是上下纵
向，
故本设计图以肩端点和袖隆深处分别进行拱
形和凹型连线，再对接两侧袖隆弧线，
C1 和 C2
图9

抱胸姿势设计图

Fig.9 Design drawing of chest-holding

（2）针对挺胸姿势设计传感监测器的分布区

分 别 为 两 肩 端 点 并 呈 拱 形 连 接 成 线 C1C2, 线

C1C2 距后领口线 2 厘米，
C3 和 C4 分别为两袖
隆深点，两点相连形成凹形线，线 C1C3 和线
C2C4 分别为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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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双臂呈跑步姿势设计图

前倾姿势设计图

Design drawing of leaning posture

（4）针对双臂上举姿势设计传感监测器的分

Fig.13

Design drawing of arms posture during

状，
形成曲面 E1E2E3E4。如图 13 所示。

布区域。笔者根据双臂上举姿势在进行使发生的

3 可监测脊椎健康的功能性服装智能监测

力度方向设计服装背部的形状（阴影部分），即传

系统运作流程

感监测器的分布位置。结合图 7 得出力度方向是

左右分别向上，
故本设计图以肩端点和袖隆深处
线 D1D2
分别半圆形连线，
再对接两侧袖隆弧线，

和线 D3D4 分别两肩的肩宽，两侧袖隆弧线分别
取中点并连接成线 d1d2，
在线 d1d2 上取中点 d3

分别与点 D2、点 D3、点 D5、点 D6 弯曲相连，形

成面 D1D2D5d3 和面 D3D4D6d3。如图 12 所示。

在手机中开发一款如今广受大众喜爱的微
信小程序来进行对骨骼密度数据的处理和并对
用户进行骨骼密度的信息通知。整个智能服装的
运作过程（图 14）是，
将骨骼密度传感监测器安装

在针对不同姿势所设计出的服装背部的分布区
域，并在微信小程序中输入人体骨骼密度正常值

图 12 双臂上举姿势设计图
Fig.12

Design drawing of arms-lifting

（5）针对双臂呈跑步姿势姿势设计传感监测
器的分布区域。笔者根据双臂呈跑步姿势姿势在
进行使发生的力度方向设计服装背部的形状（阴
影部分），
即传感监测器的分布位置，结合图 8 得
出力度方向是左右分别一前一后，
故本设计图以
再对接两侧袖
肩端点和袖隆深处进行曲线连接，
隆弧线，点 E1 和点 E2 分别为两肩端点，点 E3

和点 E4 分别为两袖隆深点，点 E1 和点 E2 弯曲
相连成波浪状，点 E3 和点 E4 弯曲相连成波浪

图 14
Fig.14

智能服装程序运作流程图

Flow chart of program operation of intelligent ga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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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传感监测器中双能 X 线进行扫描监测，

人体脊背部发生活动时骨骼变化数据在正常值

范围之外，数据超出正常值范围时，微信发送异
常通知，并发出警报通知用户，以最早时间告知
使用户得到及时的治疗。
用户，

4 结语
将设计骨骼密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其与
面料的结合实现了用服装监测骨质疏松，实现了
服装的智能化；
传感监测器系统应用在上述五种
服装款式中的背部阴影部位，
结合人体脊背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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