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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具有调整机构以使贴片单

元贴合人体的衣物结构，包括一衣物本体、至少

一调整带体与至少一贴片单元，其中，该调整带

体的一端连接至该衣物本体，该调整带体的另一

端则能固定至该衣物本体的外表面，且在该调整

带体被拉紧时，其能牵引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

朝人体肌肤方向位移，又，该贴片单元会设置于

该衣物本体的内侧，并能随着该衣物本体被牵引

之部分，而贴靠住人体肌肤表面。如此，当使用者

穿上该衣物本体后，只要拉扯与固定住该调整带

体，便能够轻易且迅速地使贴片单元贴靠住人体

肌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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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调整机构以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衣物结构

包括：

一衣物本体，用以可穿卸地覆盖人体的局部区域；

至少一调整带体，其一端连接至该衣物本体，其另一端则设有用以固定至衣物本体的

外侧表面之一固定部，该调整带体用以在其被拉动时牵引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朝人体肌

肤表面方向位移；及

至少一贴片单元，其设置于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该贴片单元为一电极贴片、一发热贴片

或具有至少一加热单元之一电热混合贴片；

其中，在该调整带体被拉动时，该贴片单元会随着该衣物本体被牵引之部分，而贴靠住

人体肌肤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衣物结构通过该电极贴片或该电热混

合贴片之一导电层刺激贴靠部位的肌肉以提供电疗，或通过该发热贴片或该至少一加热单

元产生热量并散发至贴靠部位以提供热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衣物本体至少会覆盖住人体之肩部至

腰部的其中一区域。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衣物结构包括复数条调整带体与复

数个贴片单元，各该调整带体用以牵引该衣物本体朝人体腰部及/或肩部的方向位移，进而

使各该贴片单元随着该衣物本体被牵引之部分，而贴靠住人体腰部及/或肩部的其中一区

域。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固定部为魔术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贴片单元为具有该至少一加热单元的

电热混合贴片，其中，该加热单元用以与该电热混合贴片之一导电层结合而构成一体，且该

加热单元位于该导电层与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之间。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加热单元包括二不织布层与一发热

层，该发热层位于该二不织布层之间，该导电层则位于其中一不织布层的外表面，另一不织

布层的外表面则固定于对应的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贴片单元为发热贴片，其包括二不织

布层与一发热层，该发热层位于该二不织布层之间，且其中一不织布层的外表面固定于对

应的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发热层为金属材质、石墨烯或碳纤维

材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发热层为碳纤维材质。

11.如权利要求1至10任一项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衣物结构还包括一控

制装置，其中，该控制装置用以将电流传送至该电极贴片或该电热混合贴片之该导电层，以

使该贴片单元能输出电流而刺激肌肉，或者，该控制装置用以将电流传送至该发热贴片或

该电热混合贴片之该加热单元，以使该发热贴片或该电热混合贴片之该加热单元能产生热

量。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衣物结构还包括：一定位件，其具

有用以将该控制装置可拆卸地固定于该衣物本体上之一释放/锁定机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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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金属扣件，其固定至该衣物本体，该金属扣件电气连接至该贴片单元，且该金属

扣件电气连接至该控制装置，以接收该控制装置传来之电流。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控制装置包括：

一控制单元，用以传送复数个控制信号；

一脉冲输出电路，与该控制单元相电气连接，以接收该控制单元传来之各该控制信号，

并根据各该控制信号形成预定波形的电流脉冲信号，且将各该电流脉冲信号传输至该贴片

单元；及

一直流电源单元，与该控制单元及该脉冲输出电路相电气连接，其用以提供该控制装

置运作时所需的电力。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衣物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贴片单元为电极贴片或电热混合贴

片，且该贴片单元含有聚(3,4-亚乙二氧基噻吩)-聚(苯乙烯磺酸)或导电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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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调整机构以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的衣物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涉及一种衣物结构，特别是涉及一种在衣物本体上设有调整带体与贴片

单元，且用户只要操作该调整带体，即可使贴片单元紧密贴靠住人体肌肤表面以提供电疗

或热疗的衣物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般生活中，工作、运动、压力和衰老等因素，都会导致人们产生肌肉僵硬和疼

痛的情况，以成年人而言，较常发生的疼痛部位普遍位在下背部、脖子和肩膀，且大多数的

成年人都会经历前述疼痛情况，而随着时间流逝，原本轻微的肌肉疼痛更可能会演变成慢

性疼痛。由于体力劳动、运动、过度使用电子设备、长时间驾驶、错误的睡姿及长时间不良的

坐姿等，都容易引起肌肉僵硬和疼痛等情况，因此，许多人在醒来时会感到背痛、脖子痛及/

或肩膀僵硬，经过一整天上班劳动，其肌肉僵硬和疼痛情况往往会加剧，导致人们下班回家

后，因疼痛感加重而影响了夜间睡眠质量，长期之下，将造成疼痛感持续加剧的恶性循环。

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通常没有时间或金钱进行常规临床治疗，使得原有的轻微疼痛容易

变成反复发作的严重慢性疼痛。此外，诸多运动员、办公室人员、从事繁重工作的体力劳动

者、司机、学生与行走为主的服务人员，几乎每天都会面临背痛、脖子痛及/或肩膀僵硬的症

状。而因压力或伤害所衍生疼痛感的患者，其日常生活或其它活动都会使其身体承受更大

的压力与伤害。理想情况下，前述患者应定期进行治疗，以帮助放松其僵硬的肌肉，改善局

部循环以达到每天减轻疼痛，进而停止会造成疼痛加剧的恶性循环，并能预防慢性疼痛的

发生。然而，前述治疗方法必须具备易于自我管理、随时可用、便于携带等特性，以能在工作

中、在家中和旅途中使用，并且必须有效且易于融入患者的日常生活中。

[0003] 另外，人们在出现酸痛症状时，大多会选择酸痛贴布、消炎止痛药膏等药品，主要

原因在于，前述药品的价格合理且容易购买与取得；或者，部分人会采用按摩来舒缓疼痛。

但是，前述方式于使用上仍有缺失，例如，市售的酸痛贴布种类众多，且可能添加非类固醇

药物(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简称NSAID)，以达到消炎、止痛效果。若酸

痛贴布长时间披覆于皮肤上，患部容易因闷湿造成过敏，出现红、肿、痒等症状。且连续多次

与长时间使用含有非类固醇消炎药(NSAID)的酸痛贴布，恐有对肝肾脏造成伤害的副作用。

[0004] 承上，消炎止痛药膏同样会因其含有成份，而衍生出前述伤肝肾问题。再者，一般

人在使用消炎止痛药膏时，往往会同时对酸痛部位进行按摩，但是，不论是自行徒手按摩或

者通过辅助器(如：滚轮、按摩棒、按摩椅等)按摩，往往很难确实的针对酸痛部位进行舒缓；

若是前往按摩店寻求他人帮助，将会额外花费时间及金钱。此外，酸痛贴布、消炎止痛药膏

与手工按摩等方式，实未能有效解决部分疾病(如：退化性关节炎、肌腱炎、肌肉及肌膜疼痛

症候群等)，因此，人们会寻求其它物理治疗(Physiotherapy或Physical  Therapy)的帮助。

[0005] 一般来说，物理治疗师会先评估患者症状，再从仪器治疗、热敷或冰敷疗法、徒手

治疗或运动治疗介入患者的问题。仪器治疗部分，由于电疗具有减少疼痛、增强肌力、推迟

或避免肌肉萎缩、减轻肌肉痉挛及增进皮肤血液循环等特性，故有愈来愈多人接受电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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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疗手段，以舒缓身体酸痛症状。现今电疗的方法众多，例如，低频电刺激(或称经皮神经

电刺激)、中频干扰波等，其中，低频电刺激是使用频率在1,000Hz以下的低频波(普遍为0～

100Hz)，在实际使用上，电疗装置所产生之电疗脉冲信号(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pulses)会通过黏贴在人体皮肤上的电极片，以刺激神经，进而达到止痛的效果。

[0006] 承上，中频干扰波则是使用频率在1,000～1,000,000Hz间的中频波，然而，当电波

超过10,000Hz后会产生热，因此，临床上使用的中频波频率，均处于1,000Hz至10,000Hz之

间。在实际使用上，中频干扰波一般是采用两组电极片，其频率相差为0～100Hz之间，如2,

100Hz及2,000Hz，通电后两组电极片会以中频波穿透皮肤，而在深部组织发生电流干扰，产

生一个0～100Hz的低频波，故，借由前述电疗方式，即可利用适当电流来刺激肌肉，以有效

达到治疗目的。

[0007] 由于传统电疗装置的体积较大，且需放置于固定地点，故其使用上的便利性较为

不足，有鉴于此，部分业者特别开发出家用型或携带型的电疗装置(如：低周波治疗器)，前

述电疗装置的体积较小，且患者除了能够遵照医师或复健师的指示之外，前述电疗装置亦

会附上使用手册，令患者能够将电极片贴到疼痛的位置，以自行操作电疗装置，轻松达到舒

缓疼痛的效果。然而，在实际使用上，当患者欲将电极贴片准确且牢固地黏贴至肩膀后方、

下背部或腰部的肌肤表面时，由于患者无法看到自身背部位置，或是手臂无法大幅度地弯

折到身后，因此，在患者未有亲人或朋友的帮助下，患者往往难以将电极贴片黏贴到前述位

置(如：肩膀后方、下背部或腰部)。另外，在电极片没有完全贴附于人体肌肤的状态下，其会

造成传导不良，让患者感到刺痛，因此，当患者处于运动状态时，随着患者的肢体动作频繁

或过大，极容易造成电极片的表面与患者的肌肤不服贴的情况，甚至发生电极片掉落之情

事，如此，通过电疗不但没有让使用者减轻疼痛、达到治疗效果，反而让使用者感到刺痛、甚

至失去治疗的功效。此外，当患者在治疗期间进行活动时，极易发生电极片脱落的情况，主

要原因在于，该电极片并未有任何固定手段或机制，使其稳定地保持于当前位置。而随着电

极片频繁发生脱落之情事，将导致电疗过程失败而令患者失望。

[0008] 另外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是热疗法，其通常是将加热垫放置在疼痛部位上，为了

使热量从加热垫传递到身体，使用者必须手动将加热垫牢牢地靠在身体上，或者需要使用

绑带或重物将加热垫牢牢地靠在身体上，以使疼痛部位而得到热量，进而通过热量使血管

舒张，达到肌肉松弛与舒缓疼痛的效果。又，在治疗过程中，使用者往往需要坐着或躺下，且

肢体动作不宜过大，否则，加热垫容易从身体上掉落，如果加热垫未能服贴于身体，则会造

成传递到身体的热量不足，进而失去热疗法之功效。换言之，为能确保热疗法的有效性，必

须使加热垫紧靠于身体上，才足以使热量充分地传递至身体上，以达到治疗效果。若加热垫

是呈现松脱状态，则其所产生的热量几乎对身体不会有任何正面影响，毕竟，前述情况下，

身体的组织或血管无法因温度显著升高，而产生血管舒张与肌肉松弛等情况。

[0009] 基于前述情况，申请人发现，若是电极片、加热垫或加热组件的电极的贴附位置处

于背部或腰部时，使用者往往无法一个人完成贴附动作，此种情况，将造成前述电疗与热疗

的装置与产品，无法有效缓解或治疗使用者的疼痛问题。因此，如何有效解决前述问题，以

提供使用者更为便利的电疗及/或热疗产品，即成为本发明在此欲探讨之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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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有鉴于现有的电疗及/或热疗产品与方式，于使用上仍有些待改善之处，因此，发

明人凭借着多年来专业从事设计的丰富实务经验，且秉持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在经过长

久的努力研究与实验后，终于研发出本发明之一种具有调整机构以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的

衣物结构，期借由本发明之问世，提供一种能通过调整机构便利地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肌

肤，并借以提供电疗或热疗的衣物结构，以提供使用者更佳的使用经验，并能有效解决现有

的技术问题。

[0011]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其中一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调

整机构以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肌肤的衣物结构，该衣物结构包括一衣物本体、至少一调整

带体与至少一贴片单元。其中，该衣物本体用以可穿卸地覆盖人体的局部区域。该调整带体

的一端连接至该衣物本体，其另一端则设有用以固定至衣物本体的外侧表面之一固定部，

该调整带体用以在其被拉动时牵引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朝人体肌肤表面方向位移。该贴

片单元设置于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该贴片单元为一电极贴片、一发热贴片或具有至少一加

热单元之一电热混合贴片。其中，在该调整带体被拉动时，该贴片单元会随着该衣物本体被

牵引之部分，而贴靠住人体肌肤表面，以满足使用者能自行且轻易地调整不同位置之贴片

单元的需求，进而使各该贴片单元能牢固紧贴于使用者肌肤，令使用者可便利地接受电疗

及/或热敷。

[0012] 可选地，该衣物结构通过该电极贴片或该电热混合贴片之一导电层刺激贴靠部位

的肌肉以提供电疗，或通过该发热贴片或该至少一加热单元产生热量并散发至贴靠部位以

提供与热疗。

[0013] 可选地，该衣物本体至少会覆盖住人体之肩部至腰部的其中一区域。

[0014] 可选地，所述衣物结构包括复数条调整带体与复数个贴片单元，各该调整带体用

以牵引该衣物本体朝人体腰部及/或肩部的方向位移，进而使各该贴片单元随着该衣物本

体被牵引之部分，而贴靠住人体腰部及/或肩部的其中一区域。

[0015] 可选地，该固定部为魔术贴。

[0016] 可选地，该贴片单元为具有该至少一加热单元的电热混合贴片，其中，该加热单元

用以与该电热混合贴片之一导电层结合而构成一体，且该加热单元位于该导电层与该衣物

本体的内侧表面之间。

[0017] 可选地，该加热单元包括二不织布层与一发热层，该发热层位于该二不织布层之

间，该导电层则位于其中一不织布层的外表面，另一不织布层的外表面则固定于对应的该

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

[0018] 可选地，该贴片单元为发热贴片，其包括二不织布层与一发热层，该发热层位于该

二不织布层之间，且其中一不织布层的外表面固定于对应的该衣物本体的内侧表面。

[0019] 可选地，该发热层为金属材质、石墨烯或碳纤维材质。

[0020] 可选地，所述衣物结构还包括一控制装置，其中，该控制装置用以将电流传送至该

电极贴片或该电热混合贴片之该导电层，以使该贴片单元能输出电流而刺激肌肉，或者，该

控制装置用以将电流传送至该发热贴片或该电热混合贴片之该加热单元，以使该发热贴片

或该电热混合贴片之该加热单元能产生热量。

[0021] 可选地，所述衣物结构还包括一定位件以及至少一金属扣件。所述定位件具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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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该控制装置可拆卸地固定于该衣物本体上之一释放/锁定机构。所述金属扣件固定至

该衣物本体且电气连接至该贴片单元。该金属扣件电气连接至该控制装置，以接收该控制

装置传来之电流。

[0022] 可选地，该控制装置包括一控制单元、一脉冲输出电路以及一直流电源单元。该控

制单元用以传送复数个控制信号。该脉冲输出电路与该控制单元相电气连接，以接收该控

制单元传来之各该控制信号，并根据各该控制信号形成预定波形的电流脉冲信号，且将各

该电流脉冲信号传输至该贴片单元。该直流电源单元与该控制单元及该脉冲输出电路相电

气连接，其用以提供该控制装置运作时所需的电力。

[0023] 可选地，该贴片单元为电极贴片或电热混合贴片，且该贴片单元含有聚(3,4-亚乙

二氧基噻吩)-聚(苯乙烯磺酸)或导电纤维。

[0024] 为对本发明目的、技术特征及其功效，做更进一步之说明，现举具体实施方式配合

附图，详细说明如下，然而所提供的附图仅用于提供参考与说明，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

制。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之衣物结构的背面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之衣物结构的正面示意图；

[0027] 图3A为本发明之电极贴片样式示意图；

[0028] 图3B为本发明之发热贴片样式示意图；

[0029] 图3C为本发明之电热混合贴片样式示意图；

[0030] 图4A为本发明之第一调整带体位于第一贴片单元之设置范围内的示意图；

[0031] 图4B为本发明之第一调整带体邻近第一贴片单元之设置范围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之第一调整带体被拉扯后的作用力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之控制装置的硬件方块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之第一实施方式，控制装置通过释放/锁定机构固定于定位件上的示

意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之第一实施方式，控制装置与定位件分解的示意图；

[0036] 图9为本发明之第一实施方式，控制装置、释放/锁定机构及定位件之详细组件的

示意图；

[0037] 图10为本发明之第一实施方式，控制装置、释放/锁定机构及定位件之详细组件的

示意图；

[0038] 图11为本发明之第二实施方式，控制装置固定于定位件上的示意图；

[0039] 图12为本发明之第二实施方式，控制装置与定位件分解的示意图；

[0040] 图13为本发明之第二实施方式，控制装置与定位件分解的示意图；

[0041] 图14为本发明之第三实施方式，控制装置固定于定位件上的示意图；

[0042] 图15为本发明之第三实施方式，控制装置与定位件分解的示意图；

[0043] 图16为本发明之第三实施方式，控制装置及定位件之详细组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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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并参

照附图，对本发明所公开有关“具有调整机构以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肌肤的衣物结构”的实

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了解本发明的优点与

效果。本发明可通过其他不同的具体实施例加以施行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

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不悖离本发明的构思下进行各种修改与变更。另外事先声明，本发

明的附图仅为简单示意说明，并非依实际尺寸的描绘，虽然本文可提供包含特定值的参数

的示范，但应了解，参数无需确切等于相应的值，而是可在可接受的误差容限或设计约束内

近似于相应的值。以下的实施方式将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相关技术内容，但所公开的

内容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5] 应理解，虽然本文中可能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来描述各种组件或者信号，

但这些组件或者信号不应受这些术语的限制。这些术语主要是用以区分一组件与另一组

件，或者一信号与另一信号。另外实施例中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前”、“后”、

“左”、“右”等，仅是参考附图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来说明并非用来限制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另外，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或”，应视实际情况可能包括相关联的列出项目

中的任一个或者多个的组合。

[0046] 为能提供使用者更为便利的电疗及或热疗产品，申请人想出将贴片单元(电极贴

片及/或发热贴片)结合至衣物(如：上衣、裤子等)上的结构，以供用户穿上前述衣物后，能

够便利地进行电疗及/或热敷。惟，申请人又发现，随着每个人的体态不同，部分使用者在穿

上衣物后，会产生贴片单元未能牢固地紧贴皮肤，而造成电流或热量对神经及肌肉的刺激

微弱，导致失去治疗效果。以贴片单元进行电疗为例，当贴片单元与肌肤贴附不够紧密的状

态下，电极会导电不良而让使用者产生刺痛感；以贴片单元进行热疗为例，当贴片单元未能

牢固地紧贴皮肤，则传递到使用者身上的热量将不足，亦导致失去治疗效果。故，申请人特

别针对前述情况，设计出本发明之一种具有调整机构以使贴片单元贴合人体肌肤的衣物结

构G，该调整机构是用以将至少一个贴片单元，紧密地贴靠至人体上，以满足使用者能自行

且轻易地调整不同位置之贴片单元的需求，进而使各该贴片单元能牢固紧贴于使用者的肌

肤表面上，如此，用户即可通过该衣物结构G而便利地进行热疗及/或电疗，以改善局部血液

循环、放松肌肉与舒缓日常活动带来的酸痛问题，尤其是，本发明之衣物结构G能够令用户，

无论是在休息、工作、运动等各种状态下，都能便利地自行操作而进行热疗及/或电疗。

[0047] 请参阅图1，在本发明之一实施例中，该衣物结构G包括一衣物本体1、复数个第一

贴片单元2、复数个第二贴片单元3、复数条第一调整带体4与复数条第二调整带体5，惟，在

本发明之其它实施例中，业者能够根据产品需求，仅设有单一个贴片单元与单一条调整带

体，且同样会具有后续说明的调整方式；虽然图1所绘制的衣物本体1为上衣样式，并会覆盖

住人体的肩部至腰部区域，但本发明并不以此为限，该衣物本体1可以制成任何尺寸和样

式，举例来说，其能制成衬衫、高尔夫球衣、背心，T恤或任何其他样式。又，制成衣物本体1的

织物材料能为棉、聚酯纤维、塑料、合成皮等，其中，该衣物本体1不必为紧身样式，因此，可

以不需要由高弹性材料或压缩材料所制成，即无论该衣物本体1是贴身还是宽松地贴合在

人体身上，都可以借由后续提及的调整机构将衣物本体1的特定区域拉向人体并紧紧地贴

附在身体上，意即，只要该衣物本体1能被穿着至人体上，且至少会覆盖住人体的局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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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在该实施例中，该衣物结构G包括至少一个固定于衣物本体1上的第一/第二贴片单元

2、3，且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还能电气连接至控制装置6，使得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

3能将热量或电流直接且无痛地传递至人体肌肤上。由于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会紧密

地贴靠至人体肌肤表面，并保持于前述位置，因此，尽管在治疗期间，使用者进行全身运动，

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也不会发生松脱或位移之情况。如此，无论使用者是在工作、休

息、运动或进行其它活动，都可以接受到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所带来的电疗及/或热疗

效果。此外，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的位置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而调整，并不局限于图1所

绘制的位置与布设方式，在该实施例中，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能分别位于该衣物本体1

的下背部和上肩部的左右两侧，且该衣物本体1上的该等第一/第二调整带体4、5，是用以拉

动与保持住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贴靠住使用者的肌肤表面，以直接进行电疗及/或热

疗。

[0048] 请参阅图1至图3C所示，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能够为电极贴片2A、发热贴片2B

或电热混合贴片2C。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当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为电极贴片2A

时，其至少由一导电层23、一薄膜层24与一连接层25所构成，其中，该导电层23能够为导电

纤维、导电薄膜、导电布、铝箔或其混合物，或是其它导电材料所制成，且该导电层23的一侧

设有该薄膜层24(如：导电凝胶)，该导电层23的另一侧则设有该连接层25。如图3A所示，一

第一导线22会电气连接至该导电层23，且该第一导线22能以一金属片221固定至该导电层

23所延伸出来的区域，再以一绝缘带222包覆固定该金属片221与第一导线22，之后，该连接

层25(如：黏胶)能固定至该衣物本体1内侧，如此，该电极贴片2A于使用时，只要将该薄膜层

24贴靠住人体的肌肤表面，即可达成电疗效果。惟，该电极贴片2A不局限于前述结构，在本

发明之其它实施例中，其能省略该薄膜层24，而使该导电层23直接接触肌肤；或者，该连接

层25可以是布料(如：不织布、棉布)，且其能与导电片(如：铝箔)相连接，以能较佳地结合至

衣物本体1上。

[0049] 请再参阅图1、图2与图3B所示，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当该第一/第二贴片单

元2、3为发热贴片2B时，其至少由二隔绝层26(如：不织布(Non-wover  fabric)与一发热层

27所构成，其中，该发热层27能够为金属材质(如：铁铬铝合金丝、镍铬合金丝)、石墨烯、碳

纤维材质或其它电热材质所制成，以在电流通过时产生热量。又，该发热层27会位于该二隔

绝层26之间，且其中一隔绝层26(如第3B图下方的隔绝层26)的外表面能固定于对应的衣物

本体1内侧表面。至少一第一导线22会电气连接至该发热层27，以使该发热层27能产生热

量，并通过各该隔绝层26而散发出去，如此，该发热贴片2B于使用时，只要将另一隔绝层26

(如第3B图上方的隔绝层26)贴靠住人体的肌肤表面，即可达成热疗效果，如此，由于发热贴

片2B所产生之热量，能够使血管松弛，进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并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故能

使炎症物质(inflammatory  substances)被加速排出人体，以改善肌肉组织的自我修复能

力。同时，热敷(热疗)还能增加人体软组织的弹性，以减少肌肉痉挛，从而减轻人体所承受

的疼痛感，以能放松情绪。惟，在本发明之其它实施例中，亦可省略隔绝层26，而由发热层27

直接接触肌肤。

[0050] 另外，由于电疗搭配热疗时能具有较佳的治疗效果，因此，请再参阅图1、图2与图

3C，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当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为电热混合贴片2C时，至少一加

热单元28能够设置在一导电层23与衣物本体1内侧表面两者之间。该加热单元28能电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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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一第一导线(图3C中未示)，以能从控制装置6接收电流，并将电流由电能转换成热能。

又，该导电层23能借由前述第一导线以外的其它第一导线电气连接至该控制装置6，如此，

用户便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而选择电疗或热疗，甚至是同时进行电疗与热疗。

[0051] 请再参阅图3C，该电热混合贴片2C包括该导电层23、二隔绝层26(如：不织布(Non-

wover  fabric)与一发热层27，其中，该发热层27会位于该二隔绝层26之间，且该发热层27

与该二隔绝层26能共同形成该加热单元28。又，其中一隔绝层26(如图3C上方的隔绝层26)

的外表面能设有该导电层23，另一隔绝层26(如图6下方的隔绝层26)的外表面则会固定于

对应的衣物本体1内侧表面。在其它实施例中，该导电层23背对于该隔绝层26的侧面上能设

有薄膜层24。此外，至少一条第一导线22(图3C中未示)能分别电气连接至该导电层23与发

热层27，因此，使用者只要将该电热混合贴片2C贴靠至肌肤上，随着该发热层27所产生之热

量，使用者即可在进行电疗时，同步地享受热疗所带来的好处。

[0052] 请再参阅图1及图2所示，该第一调整带体4能为弹性带体，或是其上设有调整扣

件、勾件、按扣、钮扣等方式，只要其足以调节自身长度，即为本发明所称之第一调整带体4。

在该实施例中，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一端能连接(如：车缝)至该衣物本体1的背面外侧，且对

应于人体腰部，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另一端则设有一第一固定部41(如：魔术贴(Velcro)、钮

扣等)，当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另一端被拉扯与延伸至衣物本体1的正面后，该第一固定部41

能被固定至该衣物本体1之外表面，举例来说，当该第一固定部41为魔术贴时，该衣物本体1

之外表面能设置一定位部，以使该魔术贴能黏贴至该定位部上，或者该衣物本体1本身的外

表面材质便能够直接与魔术贴相黏贴住。

[0053] 再者，请再参阅图1及图2所示，在该实施例中，该第一贴片单元2会设置于该衣物

本体1内侧，并对应于人体腰部位置。请再参阅图3A及图3C所示，当该第一贴片单元2作为电

极贴片2A或电热混合贴片2C时，其能含有聚(3,4-亚乙二氧基噻吩)-聚(苯乙烯磺酸)(poly

(3,4-ethylenedioxythiophene)polystyrene  sulfonate，简称PEDOT:PSS)之材料，例如，

在塑料薄膜上披覆一层PEDOT:PSS，以作为导电层23，或者是以导电纤维(如：具有导电能力

的金属织物)作为导电层23，以提高其导电能力。又，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一端会对应于该第

一贴片单元2，在此声明者，前述第一调整带体4与第一贴片单元2间的“对应”一词，应包含

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一端位于该第一贴片单元2的设置范围内(如图4A所示)，与该第一调整

带体4的一端邻近该第一贴片单元2的设置范围(如图4B所示)等方式，在实际使用上，以第

一调整带体4的一端位于第一贴片单元2的中央区域较佳，或者，以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一端

宽度能接近或相当于第一贴片单元2的宽度较佳。

[0054] 承上，当使用者穿上该衣物本体1后，其能握持住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另一端，并用

力拉扯，此时，请参阅图1、图2及图5所示，在前述过程中，该第一调整带体4的一端会承受一

作用力A1，同时，该作用力A1会形成一水平分力A2与一垂直分力A3，其中，该垂直分力A3会

朝向人体H方向作用，因此，在本发明之一实施例中，当该第一调整带体4被使用者由背后往

前拉紧的状态下，其会同步牵引该衣物本体1朝对应人体腰部的方向移动，并迫使该衣物本

体1的内侧贴靠住人体腰部的肌肤表面，此时，该第一贴片单元2亦会随着该衣物本体1的内

侧，而紧密贴靠住人体腰部。

[0055] 请再参阅图1及图2所示，在该实施例中，该第二贴片单元3同样设置于该衣物本体

1内侧，且会对应于人体肩部位置，该第二调整带体5的一端能连接至该衣物本体1的背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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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且对应于该第二贴片单元3，该第二调整带体5的另一端则设有一第二固定部51，诚如前

述，当该第二调整带体5的另一端被拉扯与延伸至衣物本体1的正面，并被固定至该衣物本

体1之外表面后，该第二调整带体5的一端同样会形成朝向人体方向的垂直分力，以同步牵

引该衣物本体1朝对应人体肩部的方向移动，进而令该第二贴片单元3随着该衣物本体1的

内侧，而紧密贴靠住人体肩部。如此，借由本发明的衣物结构G，当用户仅有自身一人，且各

该贴片单元2、3位于背部时，使用者只要拉扯各该调整带体4、5，便能够轻易且迅速地令对

应的各该贴片单元2、3，紧密贴靠住背部肌肤表面，以避免影响后续电疗及/或热疗效果，如

此，使用者的肢体动作将不受限制，通过该衣物结构G，用户可以在工作、旅行、运动或睡觉

时放松肌肉，改善局部循环并减轻疼痛。另外，当使用者想停止电疗及/或热疗时，只要松开

各该调整带体4、5，便能够轻易且迅速地使该衣物结构G回到松弛状态，使用者将感到更舒

适，并且该衣物结构G将类似于普通服装，大幅提高使用上的便利性。

[0056] 此外，为便于使用者能自行调整电疗及/或热疗所需的电流大小、频率与持续时

间，该衣物结构G还包括一控制装置6，请参阅图6所示，该控制装置6至少包括一直流电源单

元7(如：干电池)、一控制单元8与一脉冲输出电路9，其中，该直流电源单元7与该控制单元8

及该脉冲输出电路9相电气连接，以能提供该控制装置6运作时所需的电力。该控制单元8则

能传送复数个控制信号至该脉冲输出电路9，使得该脉冲输出电路9能根据各该控制信号的

内容，而形成预定波形的电流脉冲信号，并传输出去。又，再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该控制装

置6能通过一第一导线22电气连接至该第一贴片单元2，以及通过一第二导线32电气连接至

该第二贴片单元3，以将前述电流脉冲信号传输至各该贴片单元2、3，令第一贴片单元2与第

二贴片单元3能输出电流而刺激使用者肌肉。

[0057] 再者，该控制装置6能够为经皮神经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stimulator，简称TENS)装置，或是电子肌肉刺激(electrical  muscle  stimulation，

简称EMS)装置，或其它应用于电疗及/或热疗用途上的便携式装置，且前述便携式电疗及/

或热疗装置自身具有携带式电池单元，以提供运作时所需的电源。该控制装置6能够通过一

定位件H而定位于该衣物本体1上，该定位件H具有一释放/锁定机构L，该释放/锁定机构L能

够将该控制装置6固定于该定位件H上，还能够将该控制装置6自该定位件H释放(即，该控制

装置6能脱离该定位件H)，将该控制装置6可拆卸地固定于该衣物本体1上。如此，当使用者

需要洗涤该衣物本体1时，便能自该定位件H上取下该控制装置6，以避免该控制装置6受损。

请参阅图1至图15，控制装置6能通过释放/锁定机构L而固定于该定位件H上。在部分实施例

中，该释放/锁定机构L能够为带有锁扣的安全带(harness)。此外，该定位件H能设有导电

部，以将该控制装置6及/或其上的携带式电池单元所产生的电量，传递至电极贴片2A、发热

贴片2B或电热混合贴片2C，以使该电极贴片2A、发热贴片2B或电热混合贴片2C能提供电疗

及/或热疗。

[0058] 兹就定位件H的各种方式进行说明，请参阅图7至图10所示，在第一个实施方式中，

定位件H包括一基板H11、一定位本体H12、一内板H13、复数个导电部H14与复数个导线连接

部H15，其中，该基板H11的后侧设置有魔术贴，以能贴附于该衣物本体1上，该定位本体H12

能为弹性材料制成，其后侧能固定至该基板H11上，其前侧则开设有一容置槽H120，该内板

H13会位于该容置槽H120的槽底，又，该容置槽H120的内径会略小于该控制装置6的外径(例

如，其内径能比该控制装置6的外径约小0.1％至5％)，且该容置槽H120的槽壁会形成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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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锁定机构L，当该控制装置6被置入该容置槽H120后，该容置槽H120的槽壁(释放/锁定机

构L)能因自身弹性而略为扩张，并包覆紧靠住该控制装置6的外周缘，令该控制装置6定位

于该定位本体H12上；当该控制装置6被朝外拉扯时，只要前述拉扯力道大于该容置槽H120

的槽壁(释放/锁定机构L)施加于该控制装置6的固定力道(即，摩擦力或夹持力)，该控制装

置6便能脱离该释放/锁定机构L。

[0059] 承上，请再参阅图7至图10所示，该等导电部H14能伸入该容置槽H120，并依序穿过

该内板H13、该容置槽H120的槽底，直至该基板H11上，该等导线连接部H15则位于该定位本

体H12与该基板H11之间，且分别电气连接至对应的导电部H14上，各该导线连接部H15能与

外部导线进行电气连接，又，该控制装置6的后侧设有复数个电力传导部61，当该控制装置6

被置入该容置槽H120后，各该电力传导部61会与对应之各该导电部H14相电气连接，使得该

控制装置6所输出的电流(电流脉冲信号)能依序经由电力传导部61、导电部H14而传输至导

线连接部H15。惟，在本发明之其它实施例中，该导电部H14与导线连接部H15两者能整合为

单一组件(相当于省略导线连接部H15)，使得各该导电部H14能与外部导线进行电气连接。

[0060] 除了前述释放/锁定机构L的样式之外，请参阅图11至图13所示，在第二个实施方

式中，定位件H包括一基板H21、一定位本体H22与复数个导电部H24，其中，该基板H21与定位

本体H22两者能组装为一体，该等导电部H24则能固定于该定位本体H22上，又，该定位本体

H22之前侧凸设有至少一凸轨H211，该凸轨H211即为该第二个实施方式的释放/锁定机构L；

该控制装置6的后侧会设有至少一凹槽62，且各该凹槽62所开设的口径会略微小于各该凸

轨H211的外径(例如，比各该凸轨H211的宽度小0.1％至5％)，当该控制装置6组装至该定位

件H时，各该凸轨H211能嵌入至对应的凹槽62中，同时，该控制装置6后侧的电力传导部61会

电气连接至对应的导电部H24上。在这之后，当该控制装置6被朝外拉扯时，只要前述拉扯力

道大于该凹槽62与凸轨H211两者间的夹持力道，该控制装置6便能脱离该释放/锁定机构L。

[0061] 请参阅图14至图16所示，在第三个实施方式中，定位件H包括一基板H31、一定位本

体H32与复数个导电部H34，其中，各该基板H31的前侧能贴靠住该定位本体H32的后侧，各该

基板H31的后侧则能贴靠一连接板H30(如：魔术贴)，该定位本体H32、基板H31与连接板H30

三者能通过复数个扣件H36而组装为一体，该定位本体H32的前侧设有一容置槽H320，该控

制装置6能置入于该容置槽H320中，且该容置槽H320的槽壁会形成该释放/锁定机构L；该基

板H31未被该定位本体H32遮蔽处，还设有至少一固定组件H37(如：钮扣)，该固定组件H37能

够与衣物本体1上相对应的另一固定组件相互扣合，令该定位件H能更为稳固地定位于该衣

物本体1上。

[0062] 如上所述，当该控制装置6被固定于该定位件H上，使用者便能够任意地活动与行

走，而不会造成控制装置6脱离。毕竟，无论使用者是处于工作或运动状态，该释放/锁定机

构L都足以将该控制装置6稳固定保持于衣物本体1上，且避免该控制装置6自该衣物本体上

脱落。

[0063] 另外，当使用者需要清洗该衣物本体1时，在该衣物结构G被水洗之前，该释放/锁

定机构L能够先被解锁，以使该控制装置6脱离该定位件H，防止该控制装置6内的组件因水

而损坏。再者，该释放/锁定机构L能直接设置于该衣物本体1上(即，不通过固定件H间接设

置于该衣物本体1上)，并会电气连接至该该电极贴片2A、发热贴片2B或电热混合贴片2C上，

以能传输电流置该电极贴片2A、发热贴片2B或电热混合贴片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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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再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在该实施例中，一第一金属扣件21会电气连接至该第一

贴片单元2上，且该第一导线22(相当于前述提及之外部导线)之一端能固定(如：缠绕、勾

挂、焊接等)至第一金属扣件21，该第一导线22之另一端则能电气连接至该导线连接部H15

(或导电部H14、H24、H34)上，以顺利地将来自该控制装置6的电流(电流脉冲信号)传输至第

一贴片单元2，同理，一第二金属扣件31亦会电气连接至该第二贴片单元3，使得该第二导线

32之一端能固定至第二金属扣件31，该第二导线32之另一端则能电气连接至该导线连接部

H15(或导电部H14、H24、H34)上，以传输来自该控制装置6的电流(电流脉冲信号)。在该实施

例中，该控制装置6能被设计成小型化样式，以能置入于衣物本体1的任意位置内，或者，该

控制装置6亦能以外接方式，固定于衣物本体1外或是固定于其它对象(如：皮带)上，以方便

使用者随身携带，例如，业者能够在衣物本体1上设置复数个母扣(female  button)(相当于

前述提及之另一固定组件)，且控制装置6或定位件H上设有复数个公扣(male  button)(相

当于前述提及之固定组件H37)，如此，该控制装置6即可借由公、母扣而固定至衣物本体1

上。除此之外，在实际使用上，本发明之衣物结构G亦可与习知大型电疗设备结合使用，意

即，使用者只要穿上衣物本体1，且各该第一、第二贴片单元2、3能电气连接至控制装置6，以

接收该控制装置6传来的电流(电流脉冲信号)即可。

[0065] 为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可行实施例，并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

的保护范围，所以凡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所公开的技术内容，可以不付出创造性

劳动就想到的等效变化，均应包含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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