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80030593.8

(22)申请日 2017.05.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5243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04

(30)优先权数据

62/337,130 2016.05.16 US

15/595,208 2017.05.15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8.11.16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7/032794 2017.05.16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7/200972 EN 2017.11.23

(73)专利权人 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

地址 美国俄勒冈州

(72)发明人 杰西卡·洛马克斯　纳希德·努什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安信方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62

代理人 张瑞　郑霞

(51)Int.Cl.

A41F 9/02(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4000010 A1,2014.01.02

US 701252 A,1902.05.27

US 2012011638 A1,2012.01.19

US 4164792 A,1979.08.21

审查员 赵想瑞

 

(54)发明名称

用于服装物品的装饰件

(57)摘要

本文提供了一种装饰件组件(100)，其包括

提供通向拉绳通道(106)的入口的第一组孔

(108)和不提供通向拉绳通道的入口的第二组孔

(110)。该装饰件组件可以被结合到多种服装物

品中，使得装饰件组件允许拉绳被定位在服装物

品的内表面或外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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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饰件组件，包括：

装饰件，所述装饰件具有上边缘、下边缘、外表面、内表面、第一连续材料层以及第二连

续材料层，所述第一连续材料层形成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内表面，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形成

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外表面；

拉绳通道，所述拉绳通道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上，所述拉绳通道在所述第一连续材料

层和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之间形成；

第一组孔，所述第一组孔提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所述第一组孔被定位成远离

所述装饰件的前中心线第一距离；以及

第二组孔，所述第二组孔从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外表面延伸到所述内表面，所述第二组

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前中心线第二距离，其中所述第二组孔延伸穿过所述第

一连续材料层和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

其中，相对于所述装饰件的所述上边缘，所述第二组孔被定位在所述第一组孔的下方

或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饰件组件，其中，所述第二距离小于所述第一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饰件组件，其中，所述第一组孔包括第一对孔，其中，所述第

一对孔中的第一孔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一侧上，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对孔中的第二

孔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二侧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饰件组件，其中，所述第二组孔包括第二对孔，其中，所述第

二对孔中的第一孔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一侧上，并且其中，所述第二对孔中的第二

孔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二侧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饰件组件，其中，所述第一组孔延伸仅穿过所述装饰件的所

述第一连续材料层。

6.一种腰带组件，包括：

第一连续材料层，所述第一连续材料层形成所述腰带组件的内表面；

第二连续材料层，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形成所述腰带组件的外表面；

拉绳通道，所述拉绳通道围绕所述腰带组件周向地延伸、终止于所述腰带组件的前部

部分处，所述拉绳通道在所述第一连续材料层和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之间形成；

第一对孔，所述第一对孔在所述腰带组件的所述前部部分处，所述第一对孔在所述腰

带组件的前中心线的相对的侧上被定位成与所述前中心线相距第一距离，所述第一对孔提

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以及

第二对孔，所述第二对孔在所述腰带组件的所述前部部分处，所述第二对孔在所述腰

带组件的所述前中心线的相对的侧上被定位成与所述前中心线相距第二距离，所述第二对

孔从所述腰带组件的所述的外表面延伸到所述内表面，其中所述第二对孔延伸穿过所述第

一连续材料层和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

其中，相对于所述腰带组件的上边缘，所述第二对孔被定位在所述第一对孔的下方或

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腰带组件，其中，所述第二距离小于所述第一距离。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腰带组件，其中，所述第一对孔延伸仅穿过所述腰带组件的所

述第一连续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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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腰带组件，其中，相对于所述腰带组件的上边缘，所述第二对

孔与所述第一对孔等距定位。

10.一种被结合到衣服中的装饰件，所述装饰件包括：

内表面、外表面、上边缘、下边缘、第一连续材料层以及第二连续材料层；

拉绳通道，所述拉绳通道在所述第一连续材料层和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之间形成，其

中所述拉绳通道围绕所述装饰件周向地延伸并且终止在所述装饰件的前中心线附近；

第一对孔，所述第一对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前中心线第一距离，所述第一对孔延伸仅

穿过所述第一连续材料层并且提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和

第二对孔，所述第二对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前中心线第二距离，所述第二对孔延伸穿

过所述第一连续材料层和所述第二连续材料层；

其中，相对于所述装饰件的所述上边缘，所述第二对孔被定位在所述第一对孔的下方

或上方。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饰件，

其中，所述第一对孔包括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一侧上的第一孔和被定位在所述

前中心线的第二侧上的第二孔；并且

其中，所述第二对孔包括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一侧上的第一孔和被定位在

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二侧上的第二孔。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装饰件，还包括拉绳，所述拉绳被设置在所述拉绳通道中，

所述拉绳具有拉绳端部和拉绳中间部分。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装饰件，其中，所述拉绳端部中的每一个适于离开所述拉绳

通道并且穿过所述第一对孔中的相应孔，使得所述拉绳端部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内

表面上。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装饰件，其中，所述拉绳端部中的每一个还适于穿过所述第

二对孔中的相应孔，使得所述拉绳端部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外表面上。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饰件，其中，远离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一距离大于远离

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二距离。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饰件，其中，所述衣服包括运动衫或夹克衫。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饰件，其中，所述装饰件作为腰带被结合到所述运动衫或

所述夹克衫中。

1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饰件，其中，所述衣服包括裤子或短裤。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装饰件，其中，所述装饰件作为腰带被结合到所述裤子或所

述短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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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服装物品的装饰件

发明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一种用于服装物品的装饰件(trim  piece)，诸如腰带。

[0002] 发明背景

[0003] 已经提出多种类型的装饰件来用于使长裤、短裤、胸罩、和其它服装物品保持在穿

着者的躯干上。具体而言，装饰件可以是附接到服装物品上的环形构件。在一些情况下，拉

绳可以用来帮助将装饰件保持在穿着者的身体上。

[0004] 本公开涉及一种装饰件组件，包括：装饰件，所述装饰件具有上边缘、下边缘、外表

面和内表面；拉绳通道，所述拉绳通道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上；第一组孔，所述第一组孔提

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所述第一组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装饰件的前中心线第一距

离；以及第二组孔，所述第二组孔从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外表面延伸到所述内表面，所述第二

组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前中心线第二距离。

[0005]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二距离小于所述第一距离。

[0006]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一组孔包括第一对孔，其中，所述第一对孔中的第一孔

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一侧上，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对孔中的第二孔被定位在所述前

中心线的第二侧上。

[0007]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二组孔包括第二对孔，其中，所述第二对孔中的第一孔

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一侧上，并且其中，所述第二对孔中的第二孔被定位在所述前

中心线的第二侧上。

[0008]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一组孔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内表面上。

[0009]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二组孔不提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

[0010] 本公开还涉及一种腰带组件，包括：拉绳通道，所述拉绳通道围绕所述腰带组件周

向地延伸、终止于所述腰带组件的前部部分处；第一对孔，所述第一对孔在所述腰带组件的

所述前部部分处，所述第一对孔在所述腰带组件的前中心线的相对的侧上被定位成与所述

前中心线相距第一距离，所述第一对孔提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以及第二对孔，所述

第二对孔在所述腰带组件的所述前部部分处，所述第二对孔在所述腰带组件的所述前中心

线的相对的侧上被定位成与所述前中心线相距第二距离，所述第二对孔从所述腰带组件的

外表面延伸到内表面。

[0011]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相对于所述腰带组件的上边缘，所述第二对孔被定位在所述

第一对孔的下方。

[0012]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相对于所述腰带组件的上边缘，所述第二对孔被定位在所述

第一对孔的上方。

[0013]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相对于所述腰带组件的上边缘，所述第二对孔与所述第一对

孔等距定位。

[0014] 本公开还涉及一种被结合到衣服中的装饰件，所述装饰件包括：内表面、外表面、

上边缘和下边缘；拉绳通道，所述拉绳通道围绕所述装饰件周向地延伸并且终止在所述装

饰件的前中心线附近；第一对孔，所述第一对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前中心线第一距离，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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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孔提供通向所述拉绳通道的入口；和第二对孔，所述第二对孔被定位成远离所述前

中心线第二距离，所述第二对孔从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内表面延伸到所述外表面。

[0015]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一对孔包括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一侧上的第一

孔和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第二侧上的第二孔；并且其中，所述第二对孔包括被定位在

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一侧上的第一孔和被定位在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二侧上的第二

孔。

[0016]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装饰件还包括拉绳，所述拉绳被设置在所述拉绳通道中，

所述拉绳具有拉绳端部和拉绳中间部分。

[0017]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拉绳端部中的每一个适于离开所述拉绳通道并且穿过所

述第一对孔中的相应孔，使得所述拉绳端部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内表面上。

[0018]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拉绳端部中的每一个还适于穿过所述第二对孔中的相应

孔，使得所述拉绳端部被定位在所述装饰件的所述外表面上。

[0019]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远离所述前中心线的所述第一距离大于远离所述前中心线的

所述第二距离。

[0020]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衣服包括运动衫或夹克衫。

[0021]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装饰件作为腰带被结合到所述运动衫或所述夹克衫中。

[0022]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衣服包括裤子或短裤。

[0023] 在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装饰件作为腰带被结合到所述裤子或所述短裤中。

[0024] 附图简述

[0025] 本文参考所附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其中：

[0026] 图1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前视图；

[0027] 图2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图1中所示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后视图；

[0028] 图3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被结合到服装物品中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前视

图；

[0029] 图4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图3的被结合到服装物品中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

后视图；

[0030] 图5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在切割线5-5处截取的图1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俯

视剖视图；

[0031] 图6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图1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分解视图；

[0032] 图7A至图7D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使用本文描述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示例

性方法；

[0033] 图8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被结合到上身服装物品中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前

视图；

[0034] 图9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具有可替代构造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后视图；和

[0035] 图10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具有可替代构造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后视图。

[0036] 发明的详细描述

[0037] 在本文中具体地描述本发明的主题以满足法定要求。然而，描述本身并不旨在限

制此公开的范围。而是，发明人已设想所公开并要求保护的主题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被实现

成包括与其他现有的或将来的技术结合的不同的步骤或步骤的组合，这些不同的步骤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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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的组合类似于在本文件中描述的步骤或步骤的组合。此外，虽然术语“步骤(step)”和/或

“框(block)”可以在本文中用来表示所使用的方法的不同要素，但除非和除了各个步骤的

顺序被明确地陈述的情况之外，这些术语不应被解释为暗示在本文公开的多个步骤之中或

之间的任何特定的顺序。

[0038] 本文的方面总体上涉及一种示例性装饰件组件，诸如腰带、胸罩或其它支撑衣服

的下衬(underband)、袖口(sleeve  cuff)、裤套(pant  cuff)等。通常，本文所描述的示例性

装饰件组件包括具有上边缘、下边缘、外表面和内表面的装饰件。根据本文的方面，装饰件

组件包括被定位于装饰件上的拉绳通道和被定位于拉绳通道内的拉绳。此外，装饰件组件

还包括第一组孔和第二组孔，该第一组孔提供通向拉绳通道的入口，其中第一组孔大致位

于装饰件组件的内表面上，该第二组孔从装饰件的外表面延伸到内表面。此外，第一组孔大

致被定位成远离装饰件组件的前中心线第一距离，而第二组孔大致被定位成远离装饰件组

件的前中心线第二距离，其中第一距离大致大于第二距离。

[0039] 通过将第一组孔定位在装饰件组件的内表面上，并且通过使第二组孔从装饰件的

内表面延伸到外表面，拉绳端部可以被定位在装饰件的内表面或外表面上。例如，拉绳端部

可以经由第一组孔离开拉绳通道，使得该端部被定位成邻近装饰件的内表面。穿着者然后

可以将拉绳的自由端穿过第二组孔，使得拉绳的自由端被定位成邻近装饰件的外表面。当

穿着者希望拉绳的自由端被定位成邻近装饰件的内表面时，穿着者可以简单地将拉绳的自

由端拉回穿过第二组孔。因此，本文描述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通常被称为“可反向的”，因为

穿着者可以根据他或她的偏好隐藏或暴露拉绳端部。类似地，如果装饰件组件处于“反向”

构造，则根据穿着者的期望，可以通过使拉绳的自由端穿过第二组孔或穿过第二组孔移除

拉绳的自由端来隐藏或暴露拉绳。

[0040] 另外，根据本文的方面，本文描述的装饰件组件的另一个优点是减少了在与拉绳

通道连通的第一组孔上的磨损量。例如，通过在将拉绳的自由端捆绑在一起之前使拉绳的

自由端穿过第二组孔，可以在与拉绳通道连通的孔上施加较小的应力。以这种方式，可以延

长第一组孔和拉绳通道的结构完整性。

[0041] 此外，本文描述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的另一个优点是：第一组孔和第二组孔的构

造使得它不太可能失去拉绳在拉绳通道内部的自由端。仅具有一组与拉绳通道连通的孔的

现有的装饰件组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拉绳的一个端部或两个端部将在拉绳通道内

“迷失(get  lost)”，使得拉绳不可操作。根据本文的方面，示例性装饰件组件可有助于减轻

拉绳的一个自由端或两个自由端在拉绳通道内迷失的问题。例如，当拉绳端部被定位成邻

近装饰件的外表面时，拉绳的自由端将不得不穿过第一组孔和第二组孔才能在拉绳通道内

迷失，而不是仅仅需要穿过一个孔就会变得迷失在拉绳通道内。

[0042] 通过将第二组孔定位得更靠近装饰件组件的前中心线来提供示例性装饰件组件

的另一个优点。这使得在装饰件组件的外表面处形成的蝴蝶结(bow)通常更小、更紧密、且

更美观。

[0043] 因此，在第一方面中，提供了一种装饰件组件，其包括具有上边缘、下边缘、外表

面、和内表面的装饰件。装饰件组件还包括被定位在装饰件上的拉绳通道以及提供通向拉

绳通道的入口的第一组孔，其中第一组孔被定位成远离装饰件的前中心线第一距离。装饰

件组件还包括从装饰件的外表面延伸到内表面的第二组孔，其中第二组孔被定位成远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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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件的前中心线第二距离。

[0044] 在另一方面中，提供了一种腰带组件，其包括拉绳通道，该拉绳通道围绕腰带组件

周向延伸，终止于腰带组件的前部部分。腰带组件还包括在腰带组件前部部分处的第一对

孔，其中第一对孔被定位成在腰带组件的前中心线的相对的侧上距离腰带组件的前中心线

第一距离，并且其中第一对孔提供通向拉绳通道的入口。腰带组件还包括在腰带组件前部

部分处的第二对孔，其中第二对孔被定位成在前中心线的相对的侧上距离腰带组件的前中

心线第二距离，并且其中第二对孔从腰带组件的外表面延伸到内表面。

[0045] 在又一方面中，提供了一种被结合到服装中的装饰件组件，其包括内表面、外表

面、上边缘和下边缘。装饰件还包括围绕装饰件周向延伸并邻近其前中心线终止的拉绳通

道，以及被定位成远离前中心线第一距离的第一对孔，其中第一对孔提供通向拉绳通道的

入口。装饰件组件还包括第二对孔，该第二对孔被定位成远离前中心线第二距离，其中第二

对孔从装饰件的内表面延伸到外表面。

[0046] 现在转到图1，描绘了根据本文的方面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100的部分的前视图。

一般来说，装饰件组件100形成为环形构件，但是非环形的装饰件组件被认为在本公开的范

围内。装饰件组件100大致包括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如图2中所示)。外表面101可以包括

内表面103的一体的延伸部(即整体结构)，或者外表面101可以包括与内表面103分离的元

件。任何及所有的方面以及其任何变型被设想为在本文的范围内。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

可以由标准织物元件形成。例如，两者都可以由有通过针织或编织工艺产生的弹性弹力材

料(诸如网状材料)形成，但是这里考虑到了该材料可以不是有弹性弹力的。在这种情况下，

其它部件可用于将装饰件组件100朝向穿着者的身体表面偏压。这种部件可以包括例如拉

绳、弹性绳或带子等。任何及所有的方面以及其任何变型被设想为在本文的范围内。

[0047] 装饰件组件100还包括上边缘102和下边缘104。根据本文的方面，拉绳通道106可

以被定位在装饰件组件100上，使得拉绳通道106可操作为接纳拉绳。在示例性方面中，尽管

在其他方面中设想了拉绳通道106可直接形成在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101或内表面103

上，但拉绳通道106可以被定位在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之间。例如，当针织或编织工艺用

于形成外表面101时，针织或编织工艺可以被修改以产生拉绳通道106。类似地，当针织或编

织工艺用于形成内表面103时，针织或编织工艺可以被修改以产生拉绳通道106。任何及所

有的方面以及其任何变型被设想为在本文的范围内。

[0048] 继续参考图1，装饰件组件100还包括第一组孔108，该第一组孔108提供在拉绳通

道106和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之间的连通路径。换句话说，拉绳116可以延伸穿过拉

绳通道106，并经由第一组孔108离开拉绳通道106。这在图5中被更清楚地示出。换句话说，

第一组孔108从拉绳通道106延伸到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

[0049] 仍然参照图1，第一组孔108可以包括第一孔109a和第二孔109b，其中第一孔109a

和第二孔109b都被定位成远离装饰件组件100的前中心线105第一距离112。前中心线105是

将装饰件组件100分成大致相等的左右两半的假想中线。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作为便于

读者理解本文的方面的一种手段而被提供的。如本文所述，第一孔109a和第二孔109b在前

中心线105的相对的侧上与前中心线105相距相等的距离。然而，本文考虑到第一孔109a和

第二孔109b可以与前中心线105相距不相等的距离。换句话说，第一孔109a和第二孔109b的

位置不需要是对称的，并且第一孔109a和第二孔109b的其他非对称位置被认为在本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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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0050] 仍然参考图1，装饰件组件100还可以包括第二组孔110，该第二组孔110可被定位

成远离前中心线105第二距离114。在示例性方面中，第二组孔110可以从外表面101延伸到

内表面103，使得第二组孔可以被称为“通孔”。换句话说，第二组孔110形成从装饰件组件

100的外表面101到内表面103的连通路径。另外，第二组孔110还可以包括第一孔111a和第

二孔111b。类似于第一组孔108，第二组孔110中的每一个孔可以被定位成相对于前中心线

105等距，但是本文设想了第一孔111a和第二孔111b可以不相对于前中心线105被对称地定

位。

[0051] 现在转到图2，根据本文的方面描绘了图1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100的后视图。这

样，由于图1中所示的装饰件组件100的前视图提供了外表面101的视图，图2中所示的装饰

件组件100的后视图提供了内表面103的视图。在图2中，拉绳116被示出为被定位在拉绳通

道106内，并且拉绳116的端部被示出为通过第一组孔108离开拉绳通道106。继续地，图2进

一步示出了拉绳116的穿过第二组孔110的端部，使得如图1中所示，拉绳116的端部被定位

成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101。此构造仅仅是示例性的。如前所述，穿着者可以选择是

否将拉绳116的端部穿过第二组孔110。当没有穿过第二组孔110时，拉绳116的端部将被定

位成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在这个意义上，装饰件组件100是可反向的，允许穿

着者决定拉绳116是否被定位成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101或内表面103。

[0052] 继续参考图2，当拉绳116的端部可选地穿过第二组孔110时，拉绳116的一部分沿

着内表面103在第一组孔108和第二组孔110之间延伸，使得形成小的“环”。换句话说，该

“环”包括拉绳116的被定位于第一组孔108和第二组孔110之间的长度。当穿着者希望拉绳

116的端部被定位成邻近于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时，可以使用该环。在图7A至图7D中

示出了可以如何操纵拉绳116的视觉描述。

[0053] 图7A描绘了穿着者将拉绳116的第一端部118穿过第二组孔110的第一孔111a(拉

绳116的第二端部118已经穿过了第二组孔110的第二孔111b)。图7B描绘了在拉绳116的两

端118已经穿过第一孔111a和第二孔111b之后产生的构造。如图7B中所示，穿着者能够继续

拉动拉绳116的端部118穿过第二组孔110。在穿着者已经将端部118拉至期望长度之后，穿

着者可以系上蝴蝶结或结，使得蝴蝶结或结被定位成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101。

[0054] 当穿着者希望将拉绳116的端部118定位成邻近于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时，

穿着者可以利用被定位成邻近内表面103的“环”以快速地将拉绳116的端部118穿过第二组

孔110而拉回。这在图7C中被示出，图7C描绘了穿着者将他或她的手指插入到拉绳116的在

第一组孔108和第二组孔110之间形成的“环”中。这种运动使得拉绳116的端部118能够容易

地拉回装饰件组件100的内部，使得拉绳116的端部118被定位成邻近内表面103。“环”的尺

寸可以通过改变从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穿线到外表面101的拉绳116的长度来调节

(例如，被拉动穿过的较小的长度等同较大的环，而被拉到穿过的较大的长度等同较小的

环)。

[0055] 在图7C中描述的过程已经完成之后，图7D描绘了拉绳116的端部118现在被定位成

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然后，穿着者可以形成结或蝴蝶结，使得结或蝴蝶结被定

位成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

[0056] 现在转到图3，根据本文的方面，示例性装饰件组件100的前视图被描绘为结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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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物品300中。在示例性方面中，服装物品300可以包括短裤(short)、裤子(pant)、护腿

(legging)、紧身衣(tight)、七分裤(capri)等。服装物品300被示出为稍微向前倾斜，使得

可以在服装物品300的背部部分上看到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在图3中，拉绳116被示

出为包括拉绳端部118和拉绳中间部分120，其中拉绳中间部分120通常被定位在拉绳通道

106内。在图3中所示的示例性方面中，拉绳端部118被定位成邻近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

101。拉绳端部118可以被收紧并且例如以结或蝴蝶结的形式系在一起，以便径向向内偏压

装饰件组件100，使得服装物品300的腰部保持抵靠穿着者的身体表面。

[0057] 现在转到图4，根据本文的方面描绘了在图3中所示出的服装物品300的后视图。如

图4中所示，并且如前所讨论的，装饰件组件100通常包括第一组孔108，该第一组孔108提供

通向拉绳通道106的入口，其中第一组孔108中的每个孔在前中心线105的相对的侧上被定

位成远离装饰件组件100的前中心线105第一距离112。装饰件组件还包括从装饰件组件100

的外表面101延伸到内表面103的第二组孔110，其中第二组孔110中的每个孔在前中心线

105的相对的侧上被定位成远离装饰件组件100的前中心线105第二距离。同样如图4中所

示，第一组孔108通常仅被定位于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上，而不被定位在装饰件组件

100的外表面101上，使得第一组孔108提供在拉绳通道106和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之

间的连通。

[0058] 另外，如图4中所示，第二组孔110被描绘为相对于装饰件组件100的上边缘102被

定位于第一组孔108的下方。如本文所述，术语“下方”和“上方”被赋予它们的标准解剖学意

义。因此，当第二组孔110被描述为被定位于第一组孔108的下方时，这意味着在与第一组孔

108相比较时，第二组孔110大致被定位成更靠近装饰件组件100的下边缘104。

[0059] 在其中第二组孔110相对于第一组孔108被定位于不同位置处的方面被认为在本

公开的范围内。例如，图9描绘了示例性装饰件组件900，其中第一组孔108和第二组孔110被

定位成大致彼此成一直线。换句话说，第一组孔108和第二组孔110被定位成远离装饰件组

件900的上边缘102相同的距离。另外，图10描绘了示例性装饰件组件1000，其中相对于装饰

件组件1000的上边缘102，第二组孔110被定位在第一组孔108的上方。

[0060] 根据本文的方面，本文描述的装饰件组件，诸如装饰件组件100，也可以被结合到

上身衣服中，诸如运动衫、夹克衫、胸罩等。例如，如图8中所示，装饰件组件100已经被结合

到上身服装物品800中。尽管服装物品800被示出为夹克衫，但是本文设想的是，服装物品

800可以是衬衫、套头衫、连帽衫、背心、吊带背心、胸罩或其他类型的支撑衣服等的形式。在

图8中所示的方面中，装饰件组件100通常被定位在穿着者的腰围附近，使得上身服装物品

800可以被调节成贴身地围绕穿着者的腰部。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的是，装饰件

组件100可以被定位在下身服装物品300上或上身服装物品800上的任何位置处。例如，装饰

件组件100可以被结合到胸罩中作为胸罩的下衬。其中装饰件组件100可以被结合到的衣服

的其它示例包括袜子、手腕袖口、夹克衫或衬衫腰带、帽子等。任何及所有的方面以及其任

何变型被设想为在本文的范围内。

[0061] 参考图5，根据本文的方面，描绘了在图1的切割线5-5处截取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

100的俯视剖视图。在图5中，装饰件组件100被示出为包括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其中拉

绳通道106被定位于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之间。然而，如前所讨论的，在其中拉绳通道106

不被定位在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之间的方面被认为在本公开的范围内。如在图5中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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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先前所讨论的，第一组孔108提供了在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和拉绳通道106之间

的连通路径。第一组孔108被定位成远离前中心线105第一距离112。然而，如先前所讨论的，

第一组孔108中的第一孔109a和第二孔109b可以被定位成远离前中心线105不同的距离，使

得第一孔109a和第二孔109b相对于前中心线105是不对称的。另外，如在图5中所见，第一孔

109a通常被定位在前中心线105的第一侧上，而第二孔109b通常被定位在前中心线105的相

对的第二侧上。

[0062] 仍然参考图5，第二对孔110被描绘为从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101延伸到内表面

103。第二对孔110可以被定位成远离前中心线105第二距离114，其中第二距离114小于第一

距离112。类似于第一组孔108，第二组孔110的第一孔111a和第二孔111b可以被定位为与前

中心线105相距相等距离或者与前中心线105相距不同的距离，使得第一孔111a和第二孔

111b相对于前中心线105是不对称的。如所陈述的，第二距离114通常小于第一距离112，然

而在其中第二距离114大于或等于第一距离112的方面被认为在本公开的范围内。同样类似

于第一组孔108，第一孔111a通常被定位在前中心线105的第一侧上，而第二孔111b通常被

定位在前中心线105的相对的第二侧上。另外，根据本文的方面，图5描绘了第二组孔110不

提供通向拉绳通道106的入口，而是偏离拉绳通道106并在外表面101和内表面103之间延

伸。

[0063] 现在转向图6，根据本文的方面描绘了图1的示例性装饰件组件100的分解视图。在

图6中，装饰件组件100被描绘为沿着上边缘102展开，使得第一组孔108和第二组孔110的位

置可以被更详细地说明。因为装饰件组件100已经被展开，所以上边缘102现在被描绘为将

装饰件组件100分成上方部分和下方部分的假想纵向轴线。当装饰件组件100被组装时，装

饰件组件100位于上边缘102之上或上方的部分是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类似地，根

据本文的方面，当装饰件组件100被组装时，装饰件组件100的位于上边缘102之下或下方的

部分是装饰件组件100的外表面101。在示例性方面中，索环，诸如针对第一组孔108在图6中

所示的索环，可以被用于加强孔108。尽管未示出，但索环也可被用于加强第二组孔110。本

文考虑了用于加强孔108和/或110的其他加强结构，例如，如聚氨酯、缝线、热塑性聚氨酯、

织物、有机硅、橡胶、塑料、金属等。或者可替代地，第一组孔108或者第二组孔110可以不被

加强。

[0064] 如图6中所示，第一组孔108仅被定位在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上，而第二组

孔110被定位在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和外表面101两者上。换句话说，当如图6中所示

的将装饰件组件100拆开并平放时，第一组孔108仅被定位在装饰件组件100的上方部分上，

而第二组孔110被定位在装饰件组件100的上方部分和下方部分两者上。因此，当装饰件100

沿着上边缘102折叠时，位于上方部分上的第二组孔110与位于装饰件组件的下方部分上的

第二组孔110对准，以形成从装饰件组件100的内表面103到外表面101的连通路径。

[0065] 本发明已经关于特定的示例进行了描述，这些特定的示例在所有的方面中旨在是

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可选择的实施方案对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将变得

明显，而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某些特征和子组合具有实用性并且可以不参考其他特征和

子组合而被使用，并且被认为在本公开和所要求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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