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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创建和维持个性化的气味气泡的

方法和设备，该方法包括：提供一种可穿戴设备，

该可穿戴设备包括香水储存器、耦接到香水储存

器的香水散发器、以及用于以一定间隔从设备中

散发一定体积的香水的控制器；控制所述可穿戴

设备以脉冲间隔从所述香水储存器散发脉冲体

积的气味；以及确定所述脉冲体积和所述脉冲间

隔，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定义半径内，将所

述香水的每单位体积浓度的质量维持在阈值水

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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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创建和维持个性化的气味气泡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提供一种可穿戴设备，所述可穿戴设备包括香水储存器、耦接到气味储存器的香水散

发器、以及用于以一定间隔从所述可穿戴设备中散发一定体积的香水的控制器；

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以脉冲间隔从所述气味储存器散发脉冲体积的香水；以及

确定所述脉冲体积和所述脉冲间隔，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定义半径内，将所述香

水的每单位体积浓度的质量维持在阈值水平之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阈值水平是所述气味的平均人鼻检测阈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控制包括控制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

半径r处将所述浓度维持在大于所述阈值水平，其中，其中所述浓度是根据C(r，t)的时间t

的最小值或时间t的积分确定的，其中

其中，M是每脉冲体积的气味材料的质量，D表示所述气味的质量扩散率，且f( )是表示

所述气味在3D空间中扩散的函数。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在所述香水储存器中大致未稀释的所

述香水。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半径小于100厘米，并且其中，所

述脉冲体积小于1纳升。

6.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提供一种包括多个香水储存器的可

穿戴设备；提供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控制所述气味；以及响应于来自所述用户界面的用

户气味控制数据，从所述多个香水储存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香水储存器和/或控制所选择

的储存器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提供一种包括多个容纳不同香水成

分的香水储存器可穿戴设备，并使用不同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来控制从不同香水储

存器中的散发，以补偿所述香水成分在所述储存器中的不同的各自分散速率。

8.一种方法，具体是如前面任何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包括：输入与所述可穿戴设

备的使用情境有关的情境数据；将所述情境数据提供给气味控制神经网络，其中，所述气味

控制神经网络响应于所述情境数据输出气味控制数据；以及根据所述气味控制数据控制可

穿戴设备散发的气味。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提供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控制所述气味，并使

用来自所述用户界面的所述用户气味控制数据和相应的情境数据来训练所述神经网络或

另一神经网络。

10.一种非暂时性数据载体，携带处理器控制代码以实现前述任一权利要求的方法。

11.一种可穿戴设备，包括：

液体储存器；

液体散发器，耦接到所述液体储存器；以及

控制器，用于以一定间隔从所述可穿戴设备散发一定体积的液体；

其中，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以脉冲间隔从所述液体储存器散发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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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体积的液体，

使得所述脉冲体积和所述脉冲间隔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限定半径内使所述液体的

每单位体积浓度的质量维持的阈值水平以上。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可穿戴设备具有声换能器，并且其

中，所述声换能器耦接到处理器，以处理所述可穿戴设备的穿戴者的语音信号，以检测所述

穿戴者的一个或多个语音特征，并作为响应，为所述控制器提供信号以散发一个或多个液

体脉冲。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语音特征包括躁狂或抑

郁的一个或多个语音特征，并且其中，处理器被配置为处理所述语音信号以将所述穿戴者

分类为处于躁狂状态或抑郁状态，并且响应于为所述控制器提供所述信号以散发所述一个

或多个液体脉冲。

14.根据权利要求11、12或13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液体是香水。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包括多个所述液体储存器，其中，所述设备具

有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控制所述气味；并且其中，所述设备被配置为响应于来自所述用

户界面的用户气味控制数据，从所述多个液体储存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液体储存器和/或

控制所选择的液体储存器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

16.根据权利要求14或15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包括用于容纳不同香水成分的多个所述

液体储存器，并且其中，所述设备被配置为使用不同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来控制从所

述液体储存器中的散发，以便补偿所述液体储存器中香水成分的各自不同的分散速率。

17.根据权利要求11至16中任一项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可穿戴设备包括或耦

接至散发控制神经网络，所述散发控制神经网络被配置为接收与所述可穿戴设备的使用情

境有关的情境数据，其中，所述散发控制神经网络还被配置为响应于所述情境数据而输出

散发控制数据，以取决于所述散发控制数据来控制由可穿戴设备散发的液体。

18.一种可穿戴设备，包括：

多个香水储存器，每个香水储存器用于各自的香水或香水成分；

至少一个散发器，耦接到所述香水储存器；以及

控制器，用于以一定间隔从所述可穿戴设备散发香水或香水成分；

其中，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以相应的脉冲间隔散发来自每个香水

储存器的脉冲体积的所述香水或所述香水成分。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设备具有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控

制所述气味；并且其中，所述设备被配置为响应于来自所述用户界面的用户气味控制数据，

从所述多个储存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储存器和/或控制所选择的储存器的脉冲体积和/或

脉冲间隔。

20.根据权利要求18或19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设备被配置为使用不同的脉冲

体积和/或脉冲间隔来控制从所述储存器中的散发，以便补偿所述储存器中香水成分的各

自不同的分散速率。

21.根据权利要求18、19或20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中，所述可穿戴设备包括或耦接至

气味控制神经网络；其中，所述气味控制神经网络被配置为接收与所述可穿戴设备的使用

情境有关的情境数据，并且响应于输出的气味控制数据来控制由可穿戴设备散发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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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种使人平静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为所述人提供可穿戴设备，所述可穿戴设备包括液体储存器、耦接至所述液体储存器

的液体散发器以及用于以一定间隔散发来自所述可穿戴设备的一定体积液体的控制器；

在所述人说话时从所述人捕获语音数据；

处理所捕获的语音数据以检测所述语音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并响应所检测到的特征：

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以脉冲间隔从所述液体储存器散发脉冲体积的液体；以及

控制所述脉冲体积和所述脉冲间隔，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限定半径内，使所述液

体的每单位体积浓度的质量维持在阈值水平以上。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包括处理所捕获的语音数据以从所述人的声音中检

测所述人的躁狂状态或抑郁状态，并响应于所检测到的躁狂状态或抑郁状态来创建和维持

个性化的液体气泡。

24.根据权利要求22或2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控制包括控制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

的半径r处将所述浓度维持在大于所述阈值水平，其中，所述浓度是根据C(r，t)的时间t的

最小值或时间t的积分确定的，其中

其中，M是每脉冲体积的液体的质量，D表示所述气味的质量扩散率，且f( )是表示所述

液体在3D空间中扩散的函数。

25.一种非暂时性数据载体，携带处理器控制代码以实现根据权利要求22至24中任一

项所述的方法。

2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方法或根据权利要求17或21所述的可穿戴设备，其

中，所述情境数据包括识别或分类由所述可穿戴设备的穿戴者当前听到的音乐的音乐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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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维持具有定义半径和浓度的个性化气泡的液体散发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从可穿戴设备散发例如气味的方法、设备和计算机程序代码。

背景技术

[0002] 发明人之一先前在WO2006/059059中描述了一种用于响应于声音等散发气味的系

统。气味散发设备的工作量很大，而可穿戴设备或电子气味系统的实际实现却很少。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申请人已经就可穿戴的气味即香水散发设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3] 因此，根据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创建并且优选地维持个性化的气味(香水)气泡的

方法，该方法可以包括提供包括香水储存器的可穿戴设备。香水散发器可以耦接到香水储

存器。可穿戴设备可以包括控制器，以一定间隔从该设备散发一定体积的香水。该方法可以

包括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以用来自所述香水储存器的受控的脉冲体积的香水散发每个香

水脉冲，该脉冲以脉冲间隔(例如每T秒)散发一次。该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确定(和控制)所

述脉冲体积和所述脉冲间隔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定义半径内将所述香水的每单位体

积浓度的质量维持在阈值水平以上。

[0004] 从广义上讲，关于香水从可穿戴设备中扩散的详细研究已经确定，可以创建和维

持一个区域或“气味气泡”，其对于可穿戴气味散发设备的穿戴者是有效地个性化的。阈值

水平可以是香水气味的平均人鼻检测阈值。

[0005] 这可以通过以受控的时间/间隔散发受控体积的香水以维持(单位体积质量)香水

浓度在阈值最小值以上来维持，该阈值最小值可以在气泡半径处评估，并且随时间而变化。

例如，每T秒可散发一次香水脉冲，其中T可大于5秒、10秒、20秒或40秒。

[0006] 该浓度具有随较大的时间间隔而具有较大变化的振荡组分，并且在实施例中，选

择脉冲体积和间隔以在限定的气泡半径处将气味浓度维持在最小浓度以上。在实施方案

中，最小浓度是人鼻子对于气味的检测阈值。

[0007] 更具体地，在实施例中，控制被布置成控制浓度C(r,t)的随时间的最小水平或浓

度随时间的积分，该浓度根据可变设备的半径r和时间t而变化，其中

[0008]

[0009] 其中，M是每脉冲体积的香水(材料)的质量，D表示香水的扩散率，且f( )是表示香

水(材料)在3D空间中的扩散的函数。在实施例中，香水(材料)可以在香水储存器中大致未

稀释。

[0010] 计算已经令人惊讶地确定，当半径小于100厘米时，在小于一纳升的实施例中，散

发的体积可能非常小，以维持气味(香水)气泡。因此，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上述类型的可穿

戴设备(大约1毫升的中等气味储存器)可能会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潜在地产生并维持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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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特定目标半径可以取决于可穿戴设备的位置来确定，并且当可穿戴设备位于头部而

不是胸部或手腕上时可以较小。

[0011] 如稍后进一步描述的，该方法可以包括检测穿戴者的一个或多个语音特征，并作

为响应来创建和维持个性化的气味气泡。

[0012] 可穿戴设备可以具有多个香水储存器。

[0013] 可以提供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控制气味。响应于来自用户界面的用户气味控制

数据，该方法可以从多个香水储存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香水储存器和/或控制选定储存器

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以便根据来自用户界面的用户控制来控制气味气泡的气味。

[0014] 不同的香水储存器可以容纳不同的香水成分。然后，可以使用不同的脉冲体积和/

或脉冲间隔来控制从不同香水储存器中的散发，以补偿香水成分在储存器中的不同的各自

分散速率。

[0015] 无论是否创建和维持气味气泡，一种方法都可以包括输入与可穿戴设备的使用情

境或环境有关的情境数据，并将该情境数据提供给散发/气味控制神经网络。散发/气味控

制神经网络响应于情境(或环境)数据输出散发/气味控制数据。由可穿戴设备散发的液体/

气味取决于散发/气味控制数据。情境(环境)数据可以包括例如：时间数据、日期数据、位置

数据、活动数据、语音数据、音乐数据(例如音乐类型/情感数据)，预定的或其他同期事件数

据；或其他数据。因此，情境(环境)数据可以包括识别和/或分类当前由可穿戴设备的穿戴

者听到的音乐的音乐数据。音乐数据可以由相关联的设备提供，例如，诸如移动电话的与用

户相关联的设备(即与穿戴者相关联的设备)可以提供识别和/或分类当前可穿戴设备的穿

戴者正在收听的音乐的流派/情感的数据。附加地或替代地，这样的用户相关联设备和/或

可穿戴设备本身可以本地或远程地处理由穿戴者听到的声音以类似地识别和/或分类音

乐。尽管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神经网络或其他机器学习技术来处理情境(环境)数据，但

是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可以在不采用神经网络的情况下使用情境(环境)数据来控制由可穿

戴设备散发的气味。例如，可以通过学习的或预定的例如下载和/或存储的映射数据来确定

气味控制数据，以用于将情境(环境)数据映射到气味控制数据。

[0016] 神经网络可能以前已经基于从设备的用户操作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训练，和/

或来自多个用户的数据可以合并用于训练神经网络。可替代地，可以提供预先训练的用于

可穿戴设备中的神经网络。这样的神经网络可以是已经在其他地方训练过的神经网络的副

本。

[0017] 在相关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穿戴设备，其包括：液体储存器；耦接到液体储

存器的液体散发器；以及控制器，用于以一定间隔从该设备散发一定体积的液体；其中，所

述控制器被配置为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以脉冲间隔散发来自所述液体储存器的脉冲体积

的液体。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控制脉冲体积和脉冲间隔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限定半径

内，将所述液体的每单位体积浓度的质量维持在阈值水平之上。

[0019] 液体可以包括香水。可以散发的其他液体包括但不限于：精油；充血药；除臭剂或

止汗剂(例如用于多汗症)；驱虫剂；激素；药品；人信息素；CBD油/大麻二酚；用于治疗的认

知增强药物，促智药和“微剂量”迷幻药(例如LSD，裸盖菇碱)；食物或其他增香剂；个人护理

活性成分；保湿液；防晒液；抗脂肪液体；维生素增强液；抗烟液；抗紫外线/抗污染液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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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水雾，例如水。

[00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穿戴设备具有声换能器，例如，可以将麦克风内置到该设备

中，或者该设备可以通过声换能器(例如移动电话)有线或无线地耦接到另一设备。声换能

器可以耦接到处理器以处理可穿戴设备的穿戴者的语音信号以检测穿戴者的一个或多个

语音特征。信号处理可以是本地的(例如在可穿戴设备中或在关联的设备(如移动电话)中

执行)，也可以是远程的(例如在远程服务器上执行)。

[0021] 处理的结果，更具体地，检测一个或多个语音特征的结果可以是，为控制器提供信

号以散发一个或多个液体脉冲。液体可以是如前所述的香水或某种其他液体。例如，该系统

可以被配置为检测语音中的压力；然后系统可以散发减轻压力的香水，例如薰衣草。

[002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语音特征可以包括躁狂或抑郁的一个或多个语音

特征。因此，处理器可以被配置为处理语音信号以将穿戴者分类为处于躁狂状态或抑郁状

态。处理的结果，更具体地是躁狂或抑郁的检测，可能再次是为控制器提供了散发一个或多

个液体脉冲的信号。液体可以是减轻压力的香水，例如薰衣草，或者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液

体可以包括用于治疗躁狂和/或抑郁的药物。

[0023] 因此，在相关的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使人平静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包括为人提供

可穿戴设备，该可穿戴设备包括液体储存器、耦接至液体储存器的液体散发器以及用于以

一定间隔散发来自可穿戴设备的一定体积液体的控制器。该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当该人正

在讲话时从该人捕获语音数据。该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处理所捕获的语音数据以检测语音

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并且响应所检测的特征。该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控制所述可穿戴设备

以脉冲间隔从所述液体储存器散发脉冲体积的液体。该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控制控制所述

脉冲体积和所述脉冲间隔，以在距所述可穿戴设备的限定半径内，使所述液体的每单位体

积浓度的质量维持在阈值水平以上。

[0024] 处理所捕获的语音数据可以包括处理语音数据以从人的语音，例如从人的语音的

速度和/或语音之一检测人的躁狂状态或抑郁状态。该方法然后可以进一步包括响应于检

测到的躁狂状态或抑郁状态来创建和维持个性化的液体气泡。

[0025] 在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可穿戴设备，其包括多个香水储存器，每个香水储存器用

于各自的香水或香水成分；耦接到香水储存器的至少一个散发器；以及控制器，该控制器以

一定间隔从可穿戴设备散发香水或香水成分。控制器可以被配置为控制可穿戴设备以相应

的脉冲间隔散发来自每个香水储存器的脉冲体积的香水或香水成分。

[002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设备具有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控制气味。响应于来自用户

界面的用户气味控制数据，设备可以从多个储存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储存器和/或控制所

选择的储存器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

[002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用于香水成分的储存器的情况下，该设备被配置为使用不

同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来控制从储存器的散发，以便补偿储存器中香水成分的不同

的各自分散速率。

[002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穿戴设备包括或耦接到散发/气味控制神经网络(或其他机

器学习系统)。散发/气味控制神经网络(或其他机器学习系统)可以被配置为接收与可穿戴

设备的使用情境有关的情境数据，并响应于输出的散发/气味控制数据来控制由可穿戴设

备散发的液体/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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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上所述的具有多个储存器的可穿戴设备可以被配置/控制以产生并且优选地维

持如上所述的气味气泡。

[0030] 本发明的前述方面和实施例的特征可以与以上方法结合。

[0031] 本发明还提供处理器控制代码以例如在通用计算设备上，或在移动设备上或在数

字信号处理器(DSP)上实现上述方法。该代码提供在非临时性物理数据载体(例如磁盘，CD-

或DVD-ROM)、可编程存储器(例如非易失性存储器(例如Flash))或只读存储器(固件)上。实

现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代码和/或数据可以包括以常规编程语言(解译或编译)(例如C)、或汇

编代码、或用于硬件描述语言的代码的源代码、目标代码或可执行代码。如本领域技术人员

将理解的，这样的代码和/或数据可以分布在彼此通信的多个耦接组件之间。

附图说明

[0032] 现在将参考附图仅以举例的方式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这些和其他方面，其中：

[0033] 图1a和图1b分别示出了从胸针、吊坠或项圈/翻领中散发的半径40厘米的“气泡”

气味，以及从左耳环或眼镜上(以鼻子为目标进行局部递送)散发的15厘米半径的“气泡”气

味；

[0034] 图2a至图2l示出了所散发的气味气泡的时间演变；

[0035] 图3示出气味浓度与脉冲间隔的关系图；

[0036] 图4示出示例性可穿戴的气味散发设备的框图，该设备被配置为产生并维持气味

气泡；

[0037] 图5示出声敏的可穿戴气味散发系统的示例的框图；

[0038] 图6示出用户可控制的可穿戴气味散发系统的示例的框图；以及

[0039] 图7示出基于机器学习的可穿戴气味散发系统的示例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所描述的气味散发系统比目前的乙醇基香水散发器经济得多，该系统在使用后的

几个小时内，人的鼻子平均可以检测到耳后0.2毫升的“喷出”香精(其中97％是乙醇)。

[0041] 通过计算香水的平均扩散速度、密度和阈值，所描述的系统的实施例可以将“气味

气泡”维持在相当恒定的尺寸。使用所描述的技术，可以在用户预设的香水的规则脉冲与排

空储存器(即，药筒)所需的时间长度之间计算关系，在实施例中为消耗品。关于示例香水做

出一些假设。这些将在后面更详细地描述，但包括与以下内容有关的假设：

[0042] ·配方；前调，中调，后调

[0043] ·组

[0044] ·蒸气密度

[0045] ·香精成分

[0046] ·人鼻的检测极限。

[0047] 如下所述，使用扩散计算可确定香水向外扩散时可检测球体(或“气味气泡”)的演

变。该计算可用于确定香水喷雾之间所需的时间，该香水喷出将建立并维持给定香水可检

测水平的局部范围。

[0048] 根据该喷雾间隔，还可以确定给定尺寸的香水储存器或药筒将持续多长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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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示例中，每45秒喷雾一千个10μm液滴可保持半径为40厘米的球形或“气味气泡”(时

间和半径大小-更大或更小-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和可穿戴技术的设计进行调整)。

[0049] 例如，假设每天使用16小时：

[0050] ·1ml的香水储存器将持续不到1500天(仅4年)

[0051] ·0.1ml的香水储存器将持续150天(约5个月)

[0052] ·1nl的香水储存器将持续1.5天。

[0053] 由于系统创建了维持在检测阈值以上的个性化的局部球体，并且由于在实施中不

需要使用溶剂(例如酒精)来稀释香水，因此可以延长这些长持续时间。在以上示例中，每次

喷雾仅使用0.5236纳升的香水。

[0054] 在系统的实施例中，半径和药筒容量可以确定系统的设计参数。参考图1，关于设

备100相对于鼻子放置在身体上的位置以及可穿戴类型的选择，例如珠宝或衣物元件(纽

扣，翻领，口袋)等。一些选项包括：

[0055] ·平均气泡半径(40厘米)-在手臂可及的范围内-是吊坠或胸针的理想选择(图

1a)

[0056] ·更大的气泡半径(60厘米+)-用于手表/衣服的更大区域香精

[0057] ·更小的气泡半径(15厘米)-用于耳环、耳机或眼镜(图1b)

[0058] 在实施方式中，诸如扩散系数、液体密度和阈值浓度的香水特性可以是测量和/或

计算值。

[0059] 示例香水

[0060] 第一示例香水的名义香水配方如下：

[0061]

[0062] 相关的阈值检测数据为(mg/m3)：

说　明　书 5/12 页

9

CN 111527559 A

9



[0063]

[0064]

[0065]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常规实验确定。

[0066] 还考虑了另一示例香水配方，即第一香水的变体。下表中给出了组分的组成和详

细信息：

[0067] 成分 ％ 化学名称 配方

       

前调 40.0    

d-柠檬烯 10.0 1-甲基-对-异异丙烯基-1-环己烯 C10H16

乙酸芳樟酯 5.0 3,7-二甲基-1,6-辛二烯-3-基乙酸酯 C12H20O2

柠檬醛 5.0 3,7-二甲基-2,6-辛二烯 C10H16O

己二酮 20.0 甲基-(2-戊基-3-氧代环戊基)乙酸甲酯 C13H22O3

中调 30.0    

香叶醇 10.0 2-反式-3,7-二甲基-2,6-辛二烯-8-醇 C10H18O

乙酸苄酯 5.0 乙酸苄酯 C9H10O2

苯乙醇 10.0 β-羟基乙苯 C8H10O

己基肉桂醛 5.0 α-正己基肉桂醛 C15H20O

后调 15.5    

香兰素 5.0 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 C8H8O3

环十五内酯 5.0 ω-戊内酯 C15H28O2

氨溴生 5.0 十二氢-3a，6,6,9a-四甲基萘呋喃 C16H28O

吲哚 0.5 2,3-苯并吡咯 C8H7N

溶剂      

二丙二醇 1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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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设备参数

[0070] 稍后在扩散计算中采用的一组示例设备参数如下：

[0071]   符号 值 常规单位 SI值 SI单位

药筒体积 V 1 ml 0.000001 m^3

液滴直径 D 25 微米 0.000025 m

每次散发的液滴数 N 1.00E+03 ---- 1000 ----

散发之间的延迟时间 t_delay 0.13 分钟 8 秒

液体香水的密度 rho_l 1 g/cm^3 1000 kg/m^3

空气密度 rho_air 1      

蒸气香水的密度/rho_air alpha 5 ----    

[0072] 如后面进一步解释的，这些示例参数导致以下药筒寿命和香水蒸气密度的示例

值；还给出了相关方程：

[0073] 输出 符号 值 单位 值 单位

液滴体积 V_d 8.18 皮升 8.18123E-15 m^3

每次散发体积 V_p 8181.23 皮升 8.18123E-12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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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消耗率 Q 1022.65 pL/秒 1.02265E-12 m^3/s

消耗药筒所需的时间 t_c 16.98 16小时天 977847.9704 秒

蒸气香水的密度 rho_v 5.00E+06 mg/m^3 5 kg/m^3

每次散发的材料质量       8.18123E-09 kg

[0074] 还假定以下条件(其中1mm^3是一微升)：

[0075] 初始蒸气体积 V_i 1.636246174 mm^3 1.63625E-09 m^3

[0076] 蒸发过程效率e＝1。

[0077] 相关方程式为：

[0078] 输出   方程

     

液滴体积 V_d 4/3π(D/2)^3

每次散发体积 V_p V_d*N

平均消耗率 Q Q/t_delay

消耗药筒所需的时间 t_c V/Q

蒸气香水的密度 rho_v  

每次散发的材料质量    

[0079] 香水扩散

[0080] 关于扩散率和扩散系数的背景信息可以在威尔克，C.R.和C.Y.Lee的“气体和蒸气

的扩散系数的估算”，工业工程化学，47，1253-1257(1955)中发现。气体扩散率可从赫希菲

尔德·伯德·斯波茨方法(1949)的威尔克·李修正(1955)获得。其使用分子量、正常沸点

下的摩尔体积、正常沸点、温度和压力作为输入参数。为了确定香水的气味在房间中传播需

要多长时间，可以将气体对流的分子扩散率与湍流扩散率进行比较。

[0081] 距离(半径)r的扩散稳态为：

[0082] C＝r_o*C_o/r

[0083] 其中C_o＝初始浓度，且r_o是恒定长度，可以根据单位选择，因此该方程式对于所

使用的单位是正确的。然而，达到稳态条件的时间很长，似乎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描述。相反，

我们考虑在3D空间中具有中心对称性(不依赖角度)的非稳态扩散状态。

[0084] 气味气泡

[0085] 考虑在定义的气泡半径和喷雾间隔处的检测阈值以实现此目标。在以下示例中，

使用的参数为：气泡半径＝15cm，检测阈值＝0.2mg/m^3(0.0000002kg/m^3)，扩散率5.00E-

04m^2/sec，M＝8.18123E-09kg。

[0086] 特征长度(解算dc/dt＝0)为r^2＝4Dt；这是当浓度在非稳态问题中停止增加时，

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稳态和非稳态之间的极限。特征时间为r^2/4D＝11.25秒。然后，在恒定

质量输入下，从球坐标系中求解菲克第二定律：

[0087] C＝M/(4(πDt)^3/2*exp(-r^2/4Dt)

[0088] 其近似于中心具有时间衰减幅度的高斯。

[0089] 达到检测阈值的距离为：

[0090] r＝sqrt(4Dt*log(M/(4*C_detection*(pi*D*t)^3/2)))

[0091] 利用这些值，由于扩散引起的浓度分布具有图2a至图2f中所示的时间演变。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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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在散发任何气味之前的浓度曲线，图2b显示了初始喷射后的浓度曲线，图2c、图2d、

图2e、图2f、图2g、图2h显示了后续时间演变过程中的浓度曲线，并且然后图2j示出浓度在

下一次喷射后进一步增加的浓度曲线。图2k和图2l示出了紧接在随后的喷射之前和之后的

浓度，示出了如何近似稳态的气味气泡。

[0092] 达到检测阈值的相应距离为

[0093]

[0094]

[0095] 这些假设是每45秒发射一次新的喷雾，可以看出，在初始积累之后，在设备40厘米

以内，浓度会维持的检测阈值以上。

[0096] 现在参考图3，其示出了在“准稳态”条件下在气泡半径处评估的相对于脉冲间隔

的气味浓度曲线图。在指定的气泡半径和特征时间的倍数给定的时间评估该图，该时间旨

在逼近稳态解。阈值水平设置为0.2mg/m3。

[0097] 图3的曲线图可用于确定(最长)喷雾间隔，以确保最小浓度不会降到定义的(例如

检测)阈值以下。技术人员将从以上示例和计算中意识到，在给定阈值浓度和目标气味气泡

半径的情况下，可以绘制图3中所示类型的图形，并且因此可以用于确定脉冲体积(或等效

地，脉冲质量)的脉冲(脉冲间隔)之间的间隔。可以确定设备的脉冲间隔和脉冲体积。任选

地，可以以对应的方式，针对一定范围的脉冲间隔和/或针对一定范围的脉冲体积和/或针

对一定范围的不同香水(即，检测阈值)或香水组合获得一组数据。任选地，可以针对一种或

多种前调和/或中调和/或后调成分中的每一种获得这样的数据，使得可以根据所选择的成

分来选择脉冲体积和/或间隔，例如在稍后描述的设备中，其中可以手动地(例如，由用户)

选择或自动选择(例如，根据传感器或其他数据)香水或香水的成分。

[0098] 当系统散发多种香水或散发后例如在空气中混合的香水组分时，可以为不同的香

水/组分选择不同的脉冲体积和/或脉冲间隔。例如，一种香水/组分可以以与另一种不同的

速率(脉冲间隔)补充。例如，在系统分别散发前调、中调和后调组分中的两个或多个的情况

下，可以以比另一个组分或多个组分更短的脉冲间隔来填充更快速分散(扩散)的组分。在

实现中，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不同组分的近似平衡。

[0099] 诸如图3所示的曲线图也可用于检查系统的灵敏度，例如在给定气泡半径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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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小浓度之间的差异。脉冲之间的时间过长往往会使用户在最大和最小浓度之间产生较

大的波动，这可能是不希望的。

[0100] 可穿戴设备/系统

[0101] 图4示出了被配置为使用上述方法产生并维持气味气泡的示例性可佩戴的气味散

发设备400的框图。该设备包括控制器，例如微控制器402，其耦接到存储用于控制该设备的

代码的非易失性程序存储器404。控制器还耦接至散发器驱动器406，该散发器驱动器406耦

接至从储存器410接收用于散发香水或其他液体的香水的诸如PZT喷嘴的散发器408。该设

备具有电源412，该电源可以是可充电的，可选地是无线的。可选地，该设备具有无线接口

414，该无线接口可以用于设置和控制该设备，例如，定义气味气泡的大小、控制该设备的

开/关、提供外部触发等；接口可以由移动电话例如经由蓝牙链路提供。

[0102] 存储器404中的代码控制设备以确定的脉冲间隔提供气味脉冲，并且还可以通过

控制对驱动器的驱动来控制设备以确定的脉冲体积提供气味脉冲；或者，可以通过设计确

定脉冲体积。存储器404还存储如上所述的用于有线和/或无线接口的可选设备接口代码。

[0103] 在示例中，设备参数如下(这些值与先前给出的示例一致)：

[0104] 香水特性：

[0105]

[0106] 喷嘴参数：

[0107] 25um滴，每个脉冲1000滴

[0108] 气味(香水)散发器通常散发小液滴的喷雾。前面的计算使用的是每个脉冲散发的

香水质量，不受单个液滴大小的影响。但是，小液滴会蒸发得更快，并且因此，更多，较小的

液滴比少数，较大的液滴更好。对于较小的液滴，液滴到达并损坏衣物的机会也较小。示例

药筒的容量可能约为1ml。

[0109] 还可以定义设备的特征时间，这是衡量系统达到稳态的速度的度量。这类似于半

衰期，并取决于气泡半径和扩散系数。在本示例系统中，特征时间为11.25秒。可以在特征时

间的倍数处进行气味水平计算，并且可以在达到准稳态之后评估可穿戴性能。但是，超过一

分钟或两分钟的评估时间是有问题的，因为之后扩散和运动效应将主导扩散过程，并且可

能无法达到稳态。在示例实施例中，脉冲之间的时间为8秒。在本示例中，假设每天使用16小

时，则药筒寿命为16.98天。

[0110] 图5示出了声敏的可穿戴气味散发系统500的示例的框图；与图4类似的元件由类

似的附图标记表示。该系统包括例如经由诸如BluetoothTM链路的无线链接连接至诸如移动

电话的移动设备520的声敏可穿戴气味散发设备510。

[01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设备510包括麦克风512，并且接口处理代码可以被配置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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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控制器402从麦克风512捕获声音并且将捕获并数字化的声音传送到移动设备520。为了

节省电池电量，可以以一定间隔(例如，每5分钟10秒)捕获短时间的声音。移动设备可以存

储语音检测代码以检测语音的存在，且然后可以控制设备510以基本连续地捕获语音并将

相应的捕获的语音数据传递给移动设备520。

[0112] 在一些其他实施方式中，设备510省略了麦克风512，而是替代地，采用了移动设备

520的麦克风来捕获语音数据。

[0113] 移动设备可以包括语音特征检测代码，以检测语音的特征，例如说话者的压力或

躁狂状态(例如，可通过语音音高/音调和/或增加的语音速率区分)。语音特征检测代码可

以包括例如用于实现训练的神经网络以将捕获的语音数据分类为多个类别之一的代码；在

分类之前，语音数据可以从时域转换到频域。类别可以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正常语音、强

调语音、躁狂语音。适用于此类分类的技术。用于以这种方式分析语音的各种技术是已知

的。

[0114] 系统50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语音特征的检测而创建和维持气味气泡，例如，如先

前所描述的。可替代地，该系统可以响应于语音特征的检测而简单地散发香水，而不必试图

维持气味气泡。该系统可以散发出淡淡的芳香，例如薰衣草；另外地或可替代地，该系统可

以散发镇静剂或其他药物，例如用于减轻压力或减轻躁狂和/或抑郁。

[0115] 可以散发的其他减轻压力的香气包括但不限于：柑橘油(例如橙花油)、佛手柑、甜

橙和檀香木。

[0116] 图6示出了用户可控制的可穿戴气味散发系统600的示例的框图。该系统包括例如

经由诸如BluetoothTM链接的无线链接连接至诸如移动电话的移动设备620的用户可控制的

可穿戴气味散发设备610。

[0117] 散发设备610具有多个香水储存器612，每个香水储存器612被耦接以经由香水散

发系统614从相应的喷嘴616散发香水。可以为每个储存器提供单独的香水散发器，或者可

以将公共散发系统用于储存器。通常，香水散发系统614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压电换能器

(PZT)控制的喷嘴。每个喷嘴可以例如挤压管子以散发来自各个喷嘴的液滴的喷雾；这种类

型的散发器是众所周知的。

[01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储存器容纳不同的香水；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每个储存器

可容纳不同的香水成分，例如前调、中调和后调成分。不管是否存在用户界面，都可以如前

所述控制其中每个储存器容纳不同香水成分的系统，以通过采用不同的脉冲体积和/或脉

冲间隔来补充气味的不同组分，例如补偿以不同的速率通过空气散发(扩散)的成分。

[0119] 如图6所示，移动设备620可以实现气味控制用户界面，以使用户能够从储存器之

一中选择香水和/或控制香水成分的比例以改变散发的气味。可选地，可以为多种气味调中

的每种气味提供多种不同的成分(例如，前调和/或中调和/或后调)以能够散发更大范围的

气味。然后可以使用户能够控制附加地或替代地按比例使用那些成分。

[0120] 图6的系统可以与先前描述的技术结合使用，以产生和维持期望的气味的气泡。或

者，可以独立于气味气泡技术使用该系统-也就是说，可以使用该系统来帮助用户控制散发

的气味，而无需控制脉冲体积和/或维持气味气泡的间隔。

[0121] 气味控制用户界面可以允许用户直接控制气味成分和/或它们的比例，或者界面

可以允许用户根据一个或多个经验维度来定义目标气味，例如根据香精调和/或香精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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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使用香精轮和/或使用描述符来定义目标气味。

[0122] 图7示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可穿戴气味散发系统700的示例的框图。该系统包括例

如经由诸如BluetoothTM链接的无线链接连接至诸如移动电话的移动设备720的可穿戴气味

散发设备710。

[0123] 为了训练目的，移动设备720可选地包括如前所述的气味控制用户界面；可替代

地，该系统可以采用来自其他用户的训练数据，或者可以实施先前训练的控制系统或神经

网络。

[0124] 移动设备720被配置为从气味控制用户界面以及相关联的情境数据收集用户气味

控制数据。情境数据可包括例如以下项中的一项或多项：一天中的时间，一周中的一天，位

置，活动数据(例如，用户坐、走、跑步、跳舞等)，语音数据(例如，如前所述处理)，音乐数据

(例如，与播放的音乐类型有关)；并且还可以包含用户标识数据。

[0125]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例如移动设备720的系统可以检测歌曲的情感并且取决

于检测到的情感来选择并且可选地散发气味。选择/散发的气味可以但不必通过诸如神经

网络的机器学习系统来学习。可以通过例如使用神经网络将歌曲分类为多个情感类别之一

来确定歌曲的情感。气味的选择取决于歌曲被分类到的情感类别，目的是匹配用户的口味

或情绪，例如恢复活力/充满活力的气味以伴随令人振奋的音乐或放松的气味以获得醇厚

的音乐。以相关的方式，系统(例如移动设备720)可以检测音乐或其他推荐，并根据音乐或

其他推荐来选择并且可选地散发气味。如本说明书中其他地方所述，选择气味可能涉及从

一种或多种香水(多种)(香精(多种))或香水(香精)成分中选择。

[0126] 附加地或替代地，在实施方式中，系统(例如移动设备720)可以例如从电子日历、

社交媒体等中检测同时的预定事件或其他事件，并且取决于预定事件或其他事件来选择并

可选地散发气味。

[0127] 移动设备720还可以包括散发/气味控制神经网络；这可能是经过预训练的，或者

可能会学习一个或多个用户的偏好。在实施方式中，散发/气味控制神经网络接收情境数据

作为输入数据，并输出散发/气味控制数据，该散发/气味控制数据通过通信链路发送到可

穿戴设备以控制散发的液体/气味。如前所述，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创建和维持气味气泡。散

发/气味控制数据可包括用于一个或多个香水储存器的脉冲间隔数据和脉冲体积数据中的

一个或多个，和/或储存器选择数据(例如，用于选择香水和/或香水组分)。可以简单地通过

控制具有单个储存器的设备中的强度或气味气泡大小来控制气味；或者可以采用更复杂的

控制。

[0128] 在学习用户偏好的设备中，取决于神经网络输出与用户气味控制训练数据之间的

差异的梯度，通过将情境数据作为输入提供给神经网络并训练(例如，通过反向传播)神经

网络以再现用户的气味控制数据，可以使用监督学习技术来训练散发/气味控制神经网络。

该神经网络可以是前馈神经网络，例如它可以包括卷积神经网络。

[0129] 毫无疑问，技术人员将想到许多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应当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所

描述的实施例，并且包括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在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

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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