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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能够在各种环境下提供穿着时的

舒适性的衣服。上衣(1)构成为能够拆装风扇单

元。上衣(1)具备主体部(10)和绝热衬里(4)。主

体部(10)至少包括面料(2)，并且构成为覆盖穿

着者身体的至少一部分。面料(2)具有安装孔

(211)，所述安装孔(211)被设置为能够贯插风扇

单元的一部分。绝热衬里(4)至少在面料(2)的内

侧被安装于主体部(10)，并且构成为覆盖穿着者

身体的至少一部分。上衣(1)构成为能够将绝热

衬里(4)从主体部(10)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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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衣服，其构成为能够拆装送风装置，所述衣服的特征在于，

具备主体部和绝热材料，其中，

所述主体部至少包括面料，并且构成为覆盖穿着者身体的至少一部分，所述面料具有

安装孔，所述安装孔被设置为能够贯插所述送风装置的一部分；

所述绝热材料至少在所述面料的内侧被安装于所述主体部，并且构成为覆盖所述身体

的至少一部分，

所述衣服构成为所述绝热材料能够从所述主体部拆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绝热材料能够以覆盖所述安装孔的方式安装于所述主体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部和所述绝热材料中的至少一方构成为能够拆装发热体。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部和所述绝热材料中的至少一方具备定位部，所述定位部构成为将所述绝热

材料相对于所述主体部保持于规定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部被设置于所述绝热材料，并且构成为通过与所述安装孔卡合，而将所述绝

热材料相对于所述主体部保持于所述规定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部构成为从所述安装孔穿过且以能够收装物品的方式配置于所述面料的外

侧的口袋。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部包括里料和内部空间，所述里料被安装于所述面料的内表面侧；所述内部

空间形成于所述面料与所述里料之间，

所述内部空间构成为：在所述送风装置被安装于所述衣服的情况下，由一部分被贯插

于所述安装孔的所述送风装置送出的外部空气能够在该内部空间流动，

所述绝热材料被配置于所述内部空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部具备开口部，所述开口部用于使所述内部空间与外部连通，

所述开口部构成为能够开闭。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衣服，其特征在于，

所述衣服具备至少一个口袋，所述口袋构成为能够相对于所述主体部和所述绝热材料

中的至少一方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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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拆装送风装置的衣服。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一种可拆装送风装置的衣服(例如，参照日本发明专利公开公报特开2005-

54299号)。在这种衣服中，通过由送风装置向衣服内送出外部空气，能够冷却衣服穿着者的

身体。

发明内容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3] 上述的衣服能够给穿着者提供高温环境下穿着时的舒适性。另一方面，没有考虑

关于低温环境下穿着时的舒适性，因此适于穿着的环境受限。

[0004] 本发明是鉴于上述情况而作出的，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在各种环境下提供

穿着时的舒适性的衣服。

[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方式，提供一种构成为能够拆装送风装置的衣服。该衣服具备主

体部和绝热材料。主体部至少包括面料，并且构成为覆盖穿着者身体的至少一部分。面料具

有安装孔，所述安装孔被设置为能够贯插送风装置的一部分。绝热材料至少在面料的内侧

被安装于主体部，并且构成为覆盖穿着者身体的至少一部分。而且，衣服构成为绝热材料能

够从主体部拆下。

[0006] 本方式的衣服在高温环境下，将绝热材料拆下，并且将送风装置安装于主体部，从

而能够用于冷却穿着者的身体。除此以外，在低温环境下，将绝热材料安装于主体部，从而

能够将其作为防寒服使用。即，不仅在高温环境下，而且在低温环境下也能够提供穿着时的

舒适性。

[0007]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绝热材料能够以覆盖安装孔的方式安装于主体部。

在将绝热材料安装于主体部而作为防寒服使用的情况下，由于将送风装置从主体部拆下更

能使衣服轻量化，并且能够提高灵活度，因此优选。根据本方式，在送风装置被拆下的情况

下，由于安装孔被绝热材料覆盖，因此能够防止从安装孔穿过的冷空气接触到穿着者的身

体。

[0008]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主体部和绝热材料中的至少一方构成为能够拆装

发热体。根据本方式，不仅在衣服上附加由绝热材料实现的绝热(保暖)功能，而且根据需要

能够附加由发热体实现的供暖功能。据此，例如，在仅由绝热材料实现的防寒不充分的情况

下，通过在主体部或者绝热材料上安装的发热体，能够高效地温暖穿着者的身体。据此，能

够进一步提高低温环境下的舒适性。

[0009]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主体部和绝热材料中的至少一方具备定位部，所述

定位部构成为将绝热材料相对于主体部保持于规定位置。根据本方式，通过定位部将绝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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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相对于主体部定位，从而能够使将绝热材料安装于主体部时两者的位置关系稳定，因

此能够提高穿着时的舒适性。

[0010]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定位部被设置于绝热材料，并且构成为通过与安装

孔卡合，而将绝热材料相对于主体部保持于规定位置。根据本方式，能够利用设置于主体部

的安装孔，简便地将绝热材料相对于主体部定位，从而使位置关系稳定。

[0011]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定位部构成为从安装孔穿过且以能够收装物品的

方式配置于面料外侧的口袋。根据本方式，除了将口袋用于相对于主体部的定位以外，还能

够将口袋用于物品的收装。另外，通过将口袋从安装孔穿过，还能够发挥遮挡安装孔的功

能。此外，本方式的口袋既可以通过缝合等方法固定于绝热材料，又可以构成为能够相对于

绝热材料拆装。

[0012]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主体部包括里料和内部空间，所述里料被安装于面

料的内表面侧；所述内部空间形成于面料与里料之间。内部空间可以构成为：在送风装置被

安装于衣服的情况下，由一部分被贯插于安装孔的送风装置送出的外部空气能够在该内部

空间流动。而且，绝热材料可以被配置于内部空间。根据本方式，在高温环境下，通过使从送

风装置送出的外部空气在内部空间流动来冷却穿着者的身体，另一方面，在低温环境下，能

够利用内部空间来将绝热材料安装于主体部。

[0013]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主体部具备开口部，所述开口部用于使内部空间与

外部连通。而且，开口部可以构成为能够开闭。根据本方式，在高温环境下，通过将开口部敞

开，能够利用由送风装置向内部空间送出并从开口部流出的外部空气选择性地冷却穿着者

身体的特定部位。另外，在低温环境下，通过将开口部关闭，能够尽可能抑制温暖的空气从

内部空间流出，从而能够防止绝热性(保暖性)下降。

[0014] 在本发明的一方式中，可以为，衣服具备至少一个口袋，所述口袋构成为能够相对

于主体部和绝热材料中的至少一方拆装。根据本方式，能够根据需要将口袋附加于衣服，从

而用于物品的收装等。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从背面侧观察在主体部上安装有风扇单元，绝热衬里被拆下后的状态的上

衣的说明图。

图2是从前侧观察前面被敞开后的状态的图1的上衣的说明图。

图3是表示图1的上衣和风扇单元的剖面的说明图。

图4是从背面观察在主体部上安装绝热衬里后的状态的上衣的说明图。

图5是从正面侧观察绝热衬里的说明图。

图6是从背面侧观察绝热衬里的说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参照附图来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此外，在以下的实施方式中，作为本发

明所涉及的衣服的一例，例示出上衣1。

[0017] 首先，说明上衣1的概略结构。图1和图2所示的本实施方式的上衣1是被称为透气

衣服、空调衣服、冷却衣服等的衣服的一例，构成为能够拆装进行送风的风扇单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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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如图1和图2所示，上衣1具备包括面料2和里料3的主体部10。在高温环境下，在上

衣1上安装风扇单元8，并且在穿着者穿着上衣1的状态下进行由风扇单元8实现的送风。从

风扇单元8的进气口吸入的外部空气经由排气口向面料2与里料3之间被送出，并且在形成

于面料2与里料3之间的内部空间15(参照图3)内流动。由此，里料3鼓出，与穿着者的身体

(包括穿着贴身衣物的状态)接触，从而吸汗。而且，在内部空间15流动的外部空气使汗蒸发

来带走热量，从而给穿着者带来冰凉感。另外，外部空气穿过里料3而从内部空间15流出，从

而促进整个身体的散热，由此也给穿着者带来冰凉感。

[0019] 另外，如图4所示，上衣1具备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0拆装的绝热衬里4。通过绝热衬

里4被安装于主体部10，本实施方式的上衣1作为防寒服发挥功能。这样，本实施方式的上衣

1构成为不仅能够在高温环境下被用于穿着者身体的冷却，而且还能够在低温环境下用于

穿着者身体的保暖。

[0020] 下面，说明上衣1的详细结构。

[0021] 首先，说明主体部10。如图1和图2所示，在本实施方式中，上衣1构成为前开襟的长

袖上衣。面料2包括后身片21、由可通过拉链连接的左身片和右身片组成的前身片23、和衣

袖25。

[0022] 如图1和图3所示，后身片21构成为能够拆装两个风扇单元8。更详细而言，后身片

21在其下部(详细而言，在穿着时覆盖穿着者的腰部上部的部分)的两个部位具有用于风扇

单元8的安装孔211。此外，安装孔211构成为，风扇单元8的一部分能够贯插其中。更详细而

言，安装孔211被形成为直径与风扇单元8的外壳84的筒状部841的直径大致相同。风扇单元

8以筒状部841贯插于安装孔211的状态，被固定于面料2。下面，安装孔211的周缘部也称为

风扇安装部212。此外，为了能够稳定地固定风扇单元8，优选通过加强件对风扇安装部212

进行加强。

[0023] 另外，如图4所示，后身片21构成为能够拆装可收装物品的功能口袋6。本实施方式

的功能口袋6构成为矩形的袋。在功能口袋6一面的四个角上，固定有按扣61。另一方面，在

后身片21的外表面(在穿着时面向外部空间的表面，被配置于与穿着者的身体相反一侧的

表面)上，固定有能够与按扣61卡合的按扣62。更详细而言，四个按扣62被配置于各安装孔

211的周围。功能口袋6能够通过按扣61、62的卡合而安装于后身片21的外表面。

[0024] 如图2所示，里料3被安装于面料2的内表面侧。更详细而言，以覆盖面料2的整个后

身片21和前身片23的方式，将里料3的缘部30的大部分缝制于面料2。如图3所示，在面料2与

里料3之间形成有内部空间15。此外，里料3的由与面料2的接合部(缘部30)包围的区域比面

料2的由接合部包围的区域大。由此，里料3具有随着由风扇单元8进行的送风而容易鼓出的

结构。

[0025] 如图2所示，缘部30的没有被缝制于面料2的部分构成用于连通内部空间15与外部

的开口部31。在本实施方式中，能够通过拉链32而使开口部31开闭。此外，开口部31被设置

于分别与穿着者的脖颈、从两腋下部至脊背侧的双臂根部的部分以及胸部(尤其，胸口及其

上部)相向的区域。这些区域对应于穿着者尤其容易获得冰凉感、且对闷热的身体的冷却效

果高的部位(例如，在皮肤表层下面流通有较粗血管的部位)。穿着者通过调整拉链32的开

闭程度，从而能够调整经由开口部31而与这些部位直接接触的外部空气的风速。

[0026] 在里料3的覆盖后身片21的部分的下端部，沿着缘部30形成有以直线状切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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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口部33。能够通过拉链34而使开口部33开闭。在将风扇单元8相对于风扇安装部212拆

装的情况下，将拉链34打开，经由开口部33来进行拆装作业。另外，在拆装绝热衬里4(参照

图5和图6)的情况下，也经由开口部33来进行拆装作业。另一方面，在穿着上衣1时，使拉链

34处于闭合状态。由此，能够防止外部空气在腰的周围从内部空间15漏出。

[0027] 在里料3的覆盖右前身片的部分上设置有口袋38。在口袋38中能够收装电池保持

架96，所述电池保持架96用于安装作为风扇单元8的电源的充电式电池95。而且，在里料3的

与两个风扇安装部212相向的部分的下侧，设置有开口部36。在开口部36中，能够贯插用于

分别将风扇单元8与电池保持架96连接的电缆91。此外，本实施方式的电池保持架96具备控

制器和操作按钮，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马达82的驱动；所述操作按钮用于指示风扇单元8

(马达82)的驱动开始和停止、设定风扇83的风量(马达82的转速)等。电池95还能够用作各

种电动工具(电动螺丝刀、锤钻等)的电源。此外，由于电池保持架96和电池95的结构为公知

技术，因此在此省略详细的说明和图示。

[0028] 此外，在本实施方式中，面料2和里料3均能够采用化学纤维织物。为了抑制外部空

气从内部空间15流出，面料2采用透气度低的坯布。另外，面料2具有优异的耐水性和透湿

性。另一方面，里料3的透气度虽然比面料2的透气度高，但被设定得比较低。更详细而言，里

料3的透气度被设定为能够将送出至内部空间15的外部空气的压力维持在比大气压高出一

定程度，并且能够使内部空间15的外部空气穿过里料3而缓缓地向外部流出的程度。另外，

里料3具有优异的吸水性和速干性。

[0029] 而且，在主体部10上设置有用于将绝热衬里4相对于主体部10定位并保持的结构。

更详细而言，在面料2的后身片21和前身片23的内表面(在穿着时配置于穿着者身体一侧的

表面)上，沿着与里料3的接合部，在10个部位固定有用于安装绝热衬里4的按扣46。

[0030] 下面，说明构成为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0拆装的绝热衬里4的详细结构。在本实施方

式中，绝热衬里4被配置于面料2与里料3之间，即内部空间15。因此，绝热衬里4以与内部空

间15适配的方式构成。更详细而言，如图5和图6所示，绝热衬里4具有与面料2的后身片21和

前身片23(参照图2)大致相对应的形状。另外，虽然省略了详细的图示，但在本实施方式中，

通过由两片布料夹持作为绝热材料的棉絮，并且将它们缝合而形成绝热衬里4。此外，在本

实施方式中，作为棉絮采用了聚酯棉。下面，将绝热衬里4的两个面中的与里料3相向配置的

一面称为正面41，将与面料2相向配置的一面称为背面42。

[0031] 如图5所示，绝热衬里4构成为能够拆装具备发热体的加热器5。在本实施方式中，

作为加热器5，采用具有导电性的布料51和电极(省略图示)的矩形片状的所谓布加热器

(cloth  heater)。由于这种布加热器的结构本身为公知技术，因此在此省略说明。在本实施

方式中，在绝热衬里4的正面41和加热器5的布料51的一表面上分别设置有能够彼此卡合的

按扣53、54。更详细而言，在加热器5的布料51的一表面的四个角上，配置有四个按扣54。另

一方面，在绝热衬里4的正面41的相当于后身片的部分上，固定有六个按扣53。六个按扣53

在上下方向上排列有三个，在左右方向上配置有两列。通过将加热器5的四个按扣54与这些

六个按扣53中的上方四个或者下方四个按扣卡合，从而加热器5被安装于绝热衬里4。即，在

本实施方式中，加热器5相对于绝热衬里4的安装位置设定有两处。

[0032]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加热器5经由连接器和电缆而与作为电源的充电式电池57

连接。在绝热衬里4的正面41上，以与加热器5的安装位置相邻的方式，缝制有能够收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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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的口袋48。

[0033] 如图6所示，在绝热衬里4的背面42上，沿着其缘部，在10个部位固定有用于将绝热

衬里4安装于主体部10的按扣45。按扣45能够与设置于面料2的内表面的按扣46(参照图2)

卡合，并且被配置于与按扣46相对应的位置。通过按扣45、46的卡合，绝热衬里4被相对于主

体部10(面料2)定位，并且以不会位置偏移的方式被保持。

[0034] 另外，绝热衬里4构成为能够拆装功能口袋6。更详细而言，在绝热衬里4的背面42

上固定有四个按扣63。在本实施方式中，在绝热衬里4于内部空间15内被安装于主体部10的

情况下，按扣63在与后身片21的各安装孔211(参照图4)相向的区域的上方各配置有两个。

通过按扣61、63的卡合，能够使功能口袋6安装于绝热衬里4的背面42。此外，虽然在功能口

袋6上设置有四个按扣61，但其中上侧的两个与按扣63卡合。即，功能口袋6仅上端部被安装

于绝热衬里4。

[0035] 下面，说明构成为能够相对于上衣1拆装的风扇单元8的结构。如图3所示，风扇单

元8具备主体部81和环部件89，所述环部件89形成为与主体部81分体，能够相对于主体部81

拆装。

[0036] 首先，说明主体部81。主体部81以马达82、风扇83和外壳84为主体而构成，其中，外

壳84收装马达82和风扇83。

[0037] 马达82和风扇83在外壳84内被配置为同轴状。此外，在本实施方式中，作为马达

82，采用具有电刷的直流马达。风扇83构成为具备多个叶片的轴流风扇。风扇83随着马达82

的驱动而绕旋转轴线A1与马达轴一体旋转。

[0038] 外壳84包括筒状部841、进气部843、凸缘部845和排气部847，所述筒状部841安装

有环部件89；所述进气部843具有进气口；所述凸缘部845被设置于进气部843的周围；所述

排气部847具有排气口。筒状部841是被形成为圆筒状的部分，与马达82和风扇83被配置为

同轴状。虽然省略了详细的图示，但在筒状部841的外周面形成有能够与形成于环部件89的

内周面的内螺纹部旋合的外螺纹部。进气部843被配置为覆盖筒状部841的两个开口端中的

风扇83的进气侧的一端。进气口沿着旋转轴线A1方向贯穿进气部843。凸缘部845被设置为

从进气部843的外周朝向径向外侧突出。排气部847整体被形成为圆形拱状，被配置为覆盖

筒状部841的两个开口端中的风扇83的排气侧的一端。排气口沿着旋转轴线A1方向和与旋

转轴线A1交叉的方向贯穿排气部847。

[0039] 接着，说明环部件89。环部件89以筒状部891和凸缘部893为主体而构成。筒状部

891被形成为长度短的圆筒体，其构成为能够相对于主体部81的筒状部841的外周进行拆

装。虽然省略了详细的图示，但在本实施方式中，在筒状部891的内周面上形成有内螺纹部。

通过将该内螺纹部与形成于筒状部841的外周面的外螺纹部旋合，环部件89呈同轴状安装

于主体部81。凸缘部893被设置为从筒状部841的轴向上的一端部朝向径向外侧突出。凸缘

部893的外径被设定为与主体部81的凸缘部845的外径大致相同。

[0040] 下面，说明上衣1的使用方式。

[0041] 在高温环境下，如图1和图2所示，在绝热衬里4被从主体部10拆下，风扇单元8被安

装于风扇安装部212的状态下来使用上衣1。在安装了绝热衬里4的情况下(参照图4)，穿着

者首先打开里料3的下端部的拉链34，解开按扣45、46而将绝热衬里4从面料2拆下，并从开

口部33将其取出。

说　明　书 5/9 页

7

CN 112020311 A

7



[0042] 穿着者进一步将风扇单元8安装于风扇安装部212。穿着者首先将环部件89从主体

部81拆下，并将主体部81的排气部847侧插入上衣1的安装孔211。由此，成为在凸缘部845的

前侧配置有风扇安装部212(面料2)的状态。而且，通过开口部33将环部件89安装于主体部

81。具体而言，如图3所示，使环部件89(筒状部891)与主体部81(筒状部841)旋合，直至由外

侧的凸缘部845与内侧的凸缘部893夹持风扇安装部212(面料2)的位置。这样，当安装风扇

单元8时，排气口以与里料3相向的方式被配置于面料2与里料3之间。然后，如图2所示，穿着

者将与风扇单元8连接的电缆91从开口部36向里料3的内侧拉出，并将其与连接于电池保持

架96的电缆(省略图示)连接，然后闭合拉链34。

[0043] 另外，穿着者适当打开以下部分所对应的开口部31的拉链32：脖颈、从两腋下部至

脊背侧的双臂根部的部分以及胸部中的希望直接接触从内部空间15流出的外部空气而进

行冷却的部分。

[0044] 当穿着者经由电池保持架96的操作按钮(省略图示)而输入驱动开始指示时，风扇

单元8的驱动开始。由风扇单元8向内部空间15送出的外部空气使里料3向离开面料2的方向

(即，穿着者的身体侧)鼓出(参照图3)。由此，里料3的至少一部分与穿着者的身体接触而吸

汗，在面料2与里料3之间流动的外部空气使该汗蒸发。里料3的与身体接触的部分高效地进

行热交换，从而能够使穿着者获得冰凉感。

[0045] 另外，被送出至内部空间15的外部空气从拉链32处于打开状态的开口部31流出，

赋予穿着者冰凉感，并且能够有效地冷却闷热的身体。另外，通过确保内部空间15内的外部

空气的流动性，能够使由里料3吸收的汗有效地蒸发。而且，由于里料3由允许一定程度的外

部空气穿过的坯布构成，因此通过从里料3中的与穿着者的身体不紧贴的区域穿过的外部

空气来促进身体的散热，据此也能够赋予穿着者冰凉感。

[0046] 另一方面，在低温环境下，如图4所示，上衣1在绝热衬里4被安装于主体部10的状

态下来使用。而且，在穿着者需要更温暖的情况下，在加热器5被安装于绝热衬里4的状态下

来使用(参照图5)该上衣。此外，风扇单元8虽然并不一定必须从上衣1拆下，但将其拆下更

能够提高上衣1在穿着时的舒适性。穿着者只要在打开里料3的下端部的拉链34(参照图2)，

并且经由开口部33将环部件89(筒状部891)拆下之后，从外侧拔出被插入安装孔211的主体

部81，从而将风扇单元8拆下即可。

[0047] 穿着者通过经由开口部33将绝热衬里4插入内部空间15，并且使按扣45、46卡合，

由此将其安装于主体部10(面料2)。如上所述，由于绝热衬里4构成为与后身片21和前身片

23大致相对应的形状，因此此时穿着者能够容易地将绝热衬里4相对于面料2对位。被安装

于面料2的绝热衬里4从内侧覆盖两个安装孔211。由此，能够防止从安装孔211穿过的来自

外部的冷空气直吹穿着者的身体的情况。此外，在使用加热器5的情况下，穿着者只要在将

绝热衬里4插入内部空间15之前，通过按扣53、54而将加热器5安装于绝热衬里4即可(参照

图5)。此时，穿着者能够选择有两处的加热器5的安装位置中的所希望的一方。而且，在高温

环境下拉链32(参照图2)被选择性地打开，另一方面，在低温环境下将其闭合，由此能够防

止暖空气从开口部31流出，从而提高绝热效果。

[0048] 另外，如图6所示，穿着者通过按扣61、63预先将功能口袋6安装于绝热衬里4的背

面42，由此能够将功能口袋6用于绝热衬里4相对于主体部10的定位和保持。具体而言，如图

4所示，穿着者将安装于背面42的功能口袋6的下部从安装孔211穿过并向外部拉出，由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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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功能口袋6卡合于安装孔211。在该情况下，绝热衬里4不仅通过按扣45、46在缘部与面

料2卡合，而且通过功能口袋6和安装孔211而在离开缘部的区域(相当于后身片的区域)也

与面料2卡合。

[0049] 另外，如图4所示，通过使用按扣63将功能口袋6安装于面料2的后身片21而不安装

于绝热衬里4，从而能够从外部覆盖安装孔211。由此，能够防止暖空气通过安装孔211而从

内部空间15流出，从而提高绝热效果。另外，能够提高上衣1的美观性。

[0050] 这样，通过安装具备有作为绝热材料的棉絮的绝热衬里4，穿着者能够将上衣1作

为防寒服使用。另外，在将加热器5安装于绝热衬里4的情况下，不仅在上衣1附加由绝热衬

里4实现的绝热(保暖)功能，而且附加由发热体实现的供暖功能，从而能够高效地温暖穿着

者的身体。

[0051] 如以上说明那样，本实施方式的上衣1能够以安装有风扇单元8的第1方式(附加了

冷却功能的方式)、仅安装有绝热衬里4的第2方式(附加了绝热、保暖功能的方式)以及连同

加热器5一起安装有绝热衬里4的第3方式(进一步附加了供暖功能的方式)来使用。据此，在

高温环境下，以第1方式使用上衣1，从而能够冷却穿着者的身体。除此以外，在低温环境下，

以第2方式或者第3方式使用，能够将上衣1用作防寒服。这样，本实施方式的上衣1不仅在高

温环境下，而且在低温环境下也能够提供穿着时的舒适性。另外，穿着者通过拆装风扇单元

8、拆装绝热衬里4、拆装加热器5，能够容易地使上衣1成为所希望的方式。而且，通过利用拉

链32选择性地开闭开口部31，在以第1方式使用上衣1的情况下，能够选择性地冷却穿着者

身体的特定部位，在以第2方式或者第3方式使用的情况下，能够防止绝热性(保暖性)下降。

[0052] 在本实施方式中，形成于面料2与里料3之间的内部空间15在高温环境下用于使从

风扇单元8送出的外部空气流动，从而冷却穿着者的身体，另一方面，在低温环境下，用于将

绝热衬里4安装于主体部10。即，内部空间15在各方式下被有效地活用于不同的目的。另外，

通过将绝热衬里4配置于内部空间15内，能够可靠地保持绝热衬里4而使其不会从主体部10

脱落。另外，在加热器5被安装于绝热衬里4的情况下，由于加热器5不会露出到身体一侧，因

此能够降低加热器5从绝热衬里4脱落，或者连接器从加热器5脱落的可能性。

[0053] 而且，在本实施方式中，绝热衬里4通过按扣45、46被固定于主体部10。这样，通过

按扣45、46将绝热衬里4相对于主体部10定位并保持，由此能够使两者的位置关系稳定。具

体而言，能够防止在穿着者活动时，绝热衬里4在内部空间15内移动而偏向局部区域的情

况。由此，能够提高上衣1穿着时的舒适性。尤其，在本实施方式中，通过被安装于绝热衬里4

的背面42的功能口袋6，也能够将绝热衬里4相对于主体部10定位并保持。由此，能够更稳定

维持绝热衬里4与主体部10的位置关系。另外，能够将功能口袋6用于物品的收装、安装孔

211的遮挡。

[0054]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功能口袋6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0的多个部位选择性地进行拆

装。因此，功能口袋6当然能够发挥物品的收装功能，而且根据安装的位置，还能够发挥上述

的定位功能、安装孔211的遮挡功能等各种功能。

[0055] 下面示出上述实施方式的各结构要素和本发明的各结构要素的对应关系。上衣1

为本发明的“衣服”的一例。风扇单元8为“送风装置”的一例。主体部10、面料2、安装孔211分

别为本发明的“主体部”、“面料”、“安装孔”的一例。绝热衬里4(棉絮)为本发明的“绝热材

料”的一例。加热器5为本发明的“发热体”的一例。按扣45、46和功能口袋6分别为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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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部”的一例。里料3、内部空间15分别为本发明的“里料”、“内部空间”的一例。开口部31

为本发明的“开口部”的一例。功能口袋6为本发明的“口袋”的一例。

[0056] 上述实施方式仅仅为例示，本发明所涉及的衣服并不限定于例示出的上衣1的结

构。例如，能够施加下述例示的变更。此外，这些变更可以仅采用其中的任一个，或者将其中

的多个与实施方式所示的上衣1或各技术方案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组合而采用。

[0057] 本发明所涉及的衣服并不一定必须为上衣1那样的前开襟的长袖上衣，例如也能

够适宜地作为带帽子的上衣、无袖的上衣(马甲)、上衣与裤子连在一起的所谓连衣裤、或者

裤子而实现。此外，衣服的用途并不特别限定于此，例如能够作为工作服、运动服、休闲服、

消防服、防护服、手术服等而实现。

[0058] 主体部10并不一定必须具备里料3，也可以仅由面料2构成。在该情况下，绝热衬里

4只要构成为能够相对于面料2的内表面进行拆装即可。另外，里料3既可以以仅覆盖后身片

21的内表面的方式来安装，又可以以除了后身片21和前身片23以外还覆盖衣袖25的内表面

的方式来安装。里料3相对于面料2的安装方法不限于缝合，也可以采用由粘接剂实现的粘

接、超声波熔接等。在主体部10具备面料2和里料3的情况下，绝热衬里4也可以不被配置于

内部空间15内，而是例如能够相对于里料3的前表面(被配置于穿着者身体一侧的表面)进

行拆装。另外，面料2和里料3的种类、透气度、开口部31的数量、大小、配置位置、拉链32的有

无等，也能够适当变更。

[0059] 绝热衬里4的大小及其形状并不一定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的例子，能够根据安装

的衣服而适当变更。例如，绝热衬里4也可以是仅与后身片21相对应的形状。

[0060] 作为用于绝热衬里4的绝热材料，还可以采用除了聚酯棉以外的棉絮、羽毛等。在

棉絮的情况下，例如能够采用由尼龙等其他化学纤维形成的棉(所谓化纤棉)、棉等由天然

纤维形成的棉或者由这些混纺纤维形成的棉。而且，能够适宜地采用空气层来作为绝热材

料。在该情况下，例如能够在内部空间15配置在由树脂薄膜形成且具有止回阀的袋体中封

入空气的零部件、封入有多个气泡的树脂片而代替绝热衬里4。这样的空气层也能够发挥优

异的绝热效果。

[0061] 用于将绝热衬里4相对于主体部10定位并保持的结构并不限于按扣45、46。例如，

如上述实施方式那样，在绝热衬里4以与内部空间15适配的方式构成的情况下，绝热衬里4

既可以不使用按扣45、46等紧固件(接合件)而仅被保持于面料2与里料3之间，又可以如上

所述那样，仅通过功能口袋6与安装孔211的卡合而被保持。而且，也可以代替功能口袋6，而

将利用缝合、粘接等方法固定于绝热衬里4的口袋卡合于安装孔211。在该情况下，口袋从安

装孔211穿过而被配置于面料2的外侧，由此口袋不仅被用于进行定位，而且被用于遮挡安

装孔211、收装物品。另外，还可以采用按扣45、46以外的紧固件(例如粘扣带、拉链、钩、钮

扣)。在采用按扣45、46或其他紧固件的情况下，其数量、配置位置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的

例子，能够适当变更。

[0062] 加热器5并不限于由上述实施方式例示出的布加热器，例如能够适宜地采用面状

发热体(薄膜加热器)等。可以将发热体以不能拆下的方式组装于绝热衬里4。另外，加热器5

还可以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0(例如里料3)拆装，而不是绝热衬里4。此外，在加热器5能够相

对于绝热衬里4或者主体部10拆装的情况下，由于能够将加热器5拆下来而洗涤绝热衬里4

或者主体部10，因此便利性提高。用于将加热器5安装于绝热衬里4或者主体部10的结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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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按扣53、54，还可以采用其他的紧固件(例如粘扣带、拉链、钩、钮扣)。

[0063] 功能口袋6的数量、大小或形状、主体部10或者绝热衬里4上的能够安装功能口袋6

的位置、用于安装功能口袋6的结构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的例示，能够适当变更。例如，用

于安装功能口袋6的结构能够以与用于安装加热器5的结构相同的方式进行变更。另外，也

可以省略功能口袋6。

[0064] 关于本发明所涉及的衣服上的风扇单元8的安装位置、可安装的数量，也并不限于

上述实施方式的例示，而能够适当变更。例如，在上衣1中，还可以在前身片23上具有风扇单

元8的安装孔211而不是在后身片21上。另外，安装孔211的数量(即，可安装的风扇单元8的

数量)既可以为一个，也可以为三个以上。

[0065] 关于风扇单元8的结构也可以适当变更。例如，马达82还可以采用更小型且高输出

的无刷马达。也可以为在一个外壳84内收装有多个风扇83的结构。在该情况下，也可以对应

于风扇83的数量而设置多个马达82。

[0066] 另外，风扇单元8相对于面料2的安装方法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的例子。例如，可

以在外壳84(筒状部841)和环部件89的一方上设置具有挠性的卡止片，在另一方上设置能

够使卡止片卡止的凹部。在该情况下，通过将环部件89沿着旋转轴线A1方向套到外壳84上，

并且将卡止片卡止于凹部，由此完成安装。或者，可以在外壳84(筒状部841)的外周面上设

置L形的引导槽，在环部件89的内周面上设置能够与引导槽卡合的突起。在该情况下，通过

以突起被配置于引导槽内的状态，将环部件89沿着旋转轴线A1方向套到外壳84上，进一步

沿着周向进行旋转，由此完成安装。

[0067] 此外，由于风扇单元8能够从上衣1拆下，因此能够活用于其他用途。例如，在上衣1

作为野外休闲用的休闲服使用的情况下，能够将从上衣1拆下的风扇单元8活用于帐篷的换

气使用。在该情况下，与上衣1的安装孔211同样，在帐篷上设置直径与筒状部841大致相同

的开口部，并且利用加强件来加强开口部的周缘，由此能够将风扇单元8安装于帐篷。此外，

在该情况下，从电池95向风扇单元8供电即可。另外，风扇单元8还可以作为用于在野外生火

的风机、便携式电风扇而活用。

[附图标记说明]

[0068] 1：上衣；10：主体部；15：内部空间；2：面料；21：后身片；211：安装孔；212：风扇安装

部；23：前身片；25：袖；3：里料；30：缘部；31：开口部；32：拉链；33：开口部；34：拉链；36：开口

部；38：口袋；4：绝热衬里；41：正面；42：背面；45：按扣；46：按扣；48：口袋；5：加热器；51：布

料；53：按扣；54：按扣；57：电池；6：功能口袋；61：按扣；62：按扣；63：按扣；8：风扇单元；81：

主体部；82：马达；83：风扇；84：外壳；841：筒状部；843：进气部；845：凸缘部；847：排气部；

89：环部件；891：筒状部；893：凸缘部；91：电缆；95：电池；96：电池保持架；A1：旋转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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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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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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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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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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