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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缓解女性生理期疼痛,采用碳纳米管发热面料对生理内裤进行复合设计,制作了一款轻薄型发热内裤,

通过智能温度调控实现对生理期患处热敷理疗的效用。选用了3组处于不同生理期疼痛状态的女性志愿者进行穿着测

试,采用红外热成像仪对人体小腹及腰骶部位的发热部位进行测试,研究热敷性能;通过分析志愿者热敷体验,研究基于

感性工学和人体工学的理疗效果,探讨了碳纳米管发热面料对缓解经期疼痛的最佳效能区及参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发热

内裤进行了改良,为碳纳米管发热面料在服饰领域功能化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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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期是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时期,也伴随着一

系列问题,经期的安全舒适感对于女性而言意义重

大[1]。痛经是青年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会影响患者

的日常生活[2]。研究表明,女性经期或行经前后小腹

疼痛,痛及腰骶[3],目前,缓解治疗女性生理期痛经的

主要方法为服用中西药物、中医针灸推拿和患处热疗。
然而,长期服用药物有害人体健康,而采用中医针灸推

拿疗程较长,且治疗步骤繁琐,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近年研究表明远红外材料能发射远红外线波长为8~
15μm的远红外线,具有显著的共振和热效应,可使毛

细血管扩张,使皮肤的温度略有升高,从而加快病灶部

位血液循环和微循环,使病灶部位平滑肌松弛和敏感

度下降,从而缓解痛经[4]。
采用一种可温控的轻薄防水型碳纳米管发热面料

对女性生理内裤进行功能化设计,利用生理内裤通电

后发热实现对经期患处的热敷理疗作用。采用红外热

成像仪捕捉人体红外辐射能,形成人体无创性热成像

图片,在此基础上研究碳纳米管发热面料作用于小腹

和腰骶部的热敷性能,评价理疗效果,并对内裤设计进

行相应改良。

1 碳纳米管纤维

碳纳米管自1991年被IIJIMA[5]发现以来,在世

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作为一种碳材料的新同素

异形体,碳纳米管材料表现出极好的机械性能及多功

能性能[6-9];作为导电材料,碳纳米管可以改变聚合物

复合材料的传导性(导电性和导热性)[10];碳纳米管膜

保留了碳纳米管原有的微观性能并被广泛应用在多个

领域[11]。碳纳米管材料可以被组装成如纤维、薄膜、
气凝胶等多种结构。其中,碳纳米管纤维是碳纳米管

材料重要的一维表现形式之一,不仅具有可与碳纤维

等高性能纤维媲美的机械性能,还很好保持了碳纳米

管丰富的热、电、场发射等功能[12]。碳纳米管材料的

应用推动了智能纺织品的发展,结合材料优异的热学

性能,将其嵌入到不同纺织结构中,可开发出具有电热

功能的纺织品[13]。

2 碳纳米管发热内裤初步设计及热敷性能试验

2.1 材料结构与性能

采用的碳纳米管发热面料为碳纳米管薄膜/面料

复合结构,薄膜面密度为5g/m2,厚度为5μm,轻薄柔

软耐折弯。面料通过USB接电,具有优良的电控发热

性能,发热温度在28~53℃之间,额定电压为5V,额
定电流为2A,其中碳纳米管柔性加热膜组的最大功

率为7.5W,最大电流为1.5A,最大电压为5V,可发

射6~14μm的远红外波,具有健康加热理疗效能。此

外,面料具备较好的导热性能和防水性能,发热均匀,
热能效率高,可通过手机APP实现智能控温。发热面

料结构如图1所示。

2.2 发热内裤初步设计

2.2.1 设计依据及说明

基于女性生理期小腹及腰骶疼痛状况,依据人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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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设计了一款可充电碳纳米管发热内裤(图2)。
数据线

碳纳米管发热面料

温度控制器

USB接口

图1 碳纳米管发热面料温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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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腹部主发热区;(2)腰骶副发热区;(3)防水数据线;

(4)温度控制按钮;(5)USB接口;(6)发热面料与内裤面料

结合区

     图2 碳纳米管发热内裤设计款式图

图2中(1):小腹部位为痛经时主要疼痛区,经期

或经行前后会反复出现小腹疼痛,严重者可导致昏

厥[14],因此将主发热片设计覆盖于小腹区域,充分发

挥热敷理疗效用。
图2中(2):经过多年临床研究发现,痛经患者腰

骶部会出现单个或数个阳性反应点,在腰骶部进行压

痛点刺激可实现疏通经络气血的效果[15]。在腰骶部

设置发热区,通过碳纳米管面料热敷及远红外波理疗

作用,利于疏通经络气血,有效缓解症状。
图2中(3):数据线外壳采用防水耐弯折材质,方

便穿戴和清洗。
图2中(4):在穿戴使用发热内裤过程中可根据自

身状况便捷调温。
图2中(5):方便与充电装置连接进行能源供应。
图2中(6):由于碳纳米管发热面料为无弹面料,

所以设计采用内衣胶将其与内裤同款面料粘合,再与

内裤缝合,避免碳纳米管发热面料与高弹面料缝合时

形成较大的褶皱而影响舒适性及发热效果。

2.2.2 发热内裤制作

依据设计款式图,制作发热内裤,实物图如图3所示。

(a)内裤正视图        (b)内裤侧视图

(c)内裤后视图        (d)穿着正视图

(e)穿着侧视图        (f)穿着后视图

    图3 发热内裤实物穿着实物图

3 发热内裤热敷性能试验

3.1 试验内容

(1)参考女性经期痛经程度评定[16],设定经期疼

痛程度评定标准(表1),将志愿者经期疼痛程度分为:
不痛经组、轻微痛经组、严重痛经组。志愿者选择对象

为来自常熟理工学院的18-24岁健康女大学生。其

中不痛经组试验对象有8名,轻微痛经试验对象有11
名,严重痛经组试验对象有7名,经过统一定量筛选,
每组选定6项试验有效数据作为分析数据。

表1 痛经分度表

痛经程度 痛经症状表现

不痛经组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腰骶无明显疼痛,对其学习生
活无影响

轻度痛经组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腰骶有痛感,或经期一两天后
缓解,能坚持工作学习,无全身症状

严重痛经组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腰骶疼痛明显,不能坚持工作
学习,有伴腰部酸痛、恶心呕吐,需服止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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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人体可明显感知的最小温度变化幅度约

为5℃,采用手机APP进行温度调控(图4),以5℃温

度差为一个测量等级,设置“28~32℃”、“33~37℃”、
“38~42℃”、“43~47℃”、“47~52℃”5个温度等级,
每个等级设置2min的预热时间、5min的功能体验时

间,采用红外热成像仪观察碳纳米管发热内裤的热量

分布及变化。每组志愿者轮流穿着发热内裤,依次进

行5个温度等级的穿着体验,依据各温度等级的体验

情况填写功能评价表格,评价数据在一个温度等级范

围内取平均值。

图4 APP智能控温

  (3)对试验效果进行评价分析,根据功能性评价意

义差异五分法设定试验评估表(表2),采用五级评价等

级(0,1,2,3,4),以“一档(28~32℃)”为例:0分=没

有效果,1分=轻微效果,2分=一些效果,3分=效果

较好,4分=效果很好。

3.2 结果与分析

3.2.1 红外热像检测

红外热成像技术是利用人体生物红外辐射能,通
过现代物理科学技术形成的人体无创性的热成像技

术[17]。利用红外热像仪可以清晰地呈现出物体表面

热量分布状况,如图5所示,为实验者穿戴生理内裤时

的热量所在区域。红外热像仪只能检测到物体表面温

度,由于生理内裤需要穿在衣物里面,否则表面易散

热,实际温度受试验条件影响在衣物脱去情况下采集

不到较高温,需要在衣物里才能达到理想温度,截取部

分热量分布图:图5(a)、图5(b)、图5(c)为“28~32
℃”、“33~37℃”、“38~42℃”温度等级下小腹部热量

分布,图5(d)、图5(e)、图5(f)为对应温度等级下腰骶

部位热量分布图,其中腰骶部分在“38~42℃”等级下

温度较高,穿在人体上形成热量扩散相连趋势。

表2 功能性评价意义差异五分法

功能性评价词 功能性评价对应分值

舒适的 0 1 2 3 4
不舒适 轻微舒适 一些舒适 较为舒适 非常舒适

缓解疼痛的 0 1 2 3 4
不缓解疼痛 轻微缓解疼痛 一些缓解疼痛 较为缓解疼痛 非常缓解疼痛

方便的 0 1 2 3 4
不方便 轻微方便 一些方便 较为方便 非常方便

小
腹

腰
骶

（a）
Min

Max
S1

S1:33.3℃

33.3℃

（b）

Min

MaxS1
S1:34.0℃

34.0℃

（c）

Min

Max

S1
S1:38.0℃

38.0℃

（d）

Min

MaxS1
S1:29.7℃

29.7℃

（e）

Min

MaxS1
S1:31.5℃

31.5℃

（f）

Min

Max
S1

S1:37.4℃

37.4℃

Max

图5 碳纳米管发热内裤热成像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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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5表明碳纳米管发热内裤对小腹和腰骶部位

的发热作用较为稳定,热量分布较为集中。在不同温

度等级下温度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对小腹和腰骶部位

作用比较精准,热敷作用达到了预期效果。

3.2.2 穿戴评价

根据生理内裤功能性设计3个相关性评价为:舒
适的、缓解疼痛的、方便的。以考察碳纳米管发热内裤

对经期女性产生效果的一致性。该阶段评价是通过试

验者穿戴功能内裤作用于人体的生理感觉来判断碳纳

米管发热内裤的功能性能。如图6、图7、图8所示,受
试人员在不同阶段的发热温度下的生理评价。

如图6所示,对于发热内裤的舒适性评价,可以看

出这3组人员在温度上升到38~42℃时,舒适性评价

趋势明显上升,而针对43~47℃和48~53℃的舒适

性评价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不痛经和轻微疼痛组的舒

适性略有下降,表明随着温度的提升,发热内裤的体验

舒适性增加,严重痛经组的舒适性更依赖温度的提升。

28
~3
2℃

不痛经
轻微痛经
严重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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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功能内裤舒适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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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功能内裤缓解疼痛效果评价

如图7所示,对于发热内裤缓解疼痛效果评价,可
以看出轻微痛经组在28~32℃时较其他两组效果较

好,在33~37℃阶段效果提升明显,在38~42℃阶段

缓解疼痛效果最明显,后温度阶段区域平稳。从不痛

经组整体趋势平稳上升,温度愈高,评价愈高。严重痛

经组功能性评价随温度升高较不稳定。说明功能内裤

对轻微痛经组缓解疼痛效果最为明显,对严重痛经组

缓解痛经效果较低。严重痛经组单一热敷理疗热敷作

用有限,缓解痛经程度不稳定,需要其他设施理疗配套

共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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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痛经
严重痛经

4

3.5

3

2.5

2

1.5

1

33
~3
7℃

38
~4
2℃

43
~4
7℃

48
~5
2℃

3.8

1.4

1.6

3.4

2

2.6

3.4

2.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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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功能内裤方便性评价

如图8所示,对于内裤方便性评价,可以明显看出

轻微痛经组队功能性评价明显高于其他两组,随着温

度升高评价升高并趋于稳定。方便性偏向个体主观感

觉,与舒适性和缓解疼痛效果相关,并易受其舒适性与

缓解疼痛性效果影响。从不痛经组与严重痛经组评价

总体一致,从不痛经组评价数据较平稳,严重痛经组评

价起伏波动较大,较不稳定。说明发热内裤功能对于

轻微痛经组效果较为明显,此类志愿者更倾向于选择

发热内裤。从不痛经组与严重痛经组倾向较低,有较

大改进空间。
结果表明,碳纳米管发热内裤对缓解女性生理期

不适有较好功效,在此基础上对发热内裤结构款式进

行改良可提高产品的适用性。

4 发热内裤功能结构的设计优化

经过初步设计与测试,得到了碳纳米管生理内裤

穿着的基本数据。通过对女性生理期痛经部位和症状

的调研分析,采取疼痛缓解程度和发热程度为2个主

要指标进行发热内裤改良设计[18]。基于初步设计款

式图的不完善、试验过程中遇到的穿戴问题以及试验

数据分析研究等因素,总结试验人员穿戴不足评价如

下:
(1)腰腹部由于功能区面积较大,内裤本身面料保

留较少,腰腹部弹性降低。
(2)发热面料与内裤面料结合区间由于两者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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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弹与高弹的特性,粘合不紧密,产生的褶皱较多,影
响舒适性。

(3)严重痛经组的热敷理疗效果较差。
(4)内裤整体缺乏美观性,功能区之间的连接较为

粗糙简陋。

正面 背面
1 2

3

4
5

6

1.小腹主发热区;2.腰骶副发热区;3.内裤面料与发热面料

缓冲区;4.防水数据线;5.温度控制按钮;6.USB接口

   图9 优化后碳纳米管发热内裤款式图

根据试验人员测量数据与主观评价简易将碳纳米

管发热内裤款式进行优化改良,如图9所示。
第一,针对不足(1)的改良:防水数据线采用嵌入

式结构,将数据线隐藏在高弹针织松紧量内,可随意调

节腰围尺寸大小;基于人体工程学角度和调研评价结

果,适当增加高弹区面积。
第二,针对不足(2)的改良:内裤面料与发热面料缓冲

区中由于碳纳米管发热面料本身无弹性,与内裤面料高弹

的特性相反。将无弹碳纳米管面料用黏胶工艺与微弹棉

布粘合,棉布另一边与内裤高弹面料缝合。在无弹和高弹

面料之间形成缓冲区,使整体穿戴更加服帖。
第三,针对不足(3)的改良:对于严重痛经者,单一

的热敷理疗效果对缓解较严重痛经效果不够明显,需
要从面料功能方面进行针对性改进,提高对人体小腹、
腰骶部位的理疗作用强度;严重痛经者需采用必要医

疗手段进行治疗。
第四,针对不足(4)的改良:根据红外热成像数据

分析热量传导的区域范围,结合人体本身曲线将小腹

与腰骶部加热区由方形设计改为圆弧形设计,实现对

痛经区的精准加热,提高发热功效;优化内裤臀下周部

版型,调整大腿根部与臀部边界曲线,使其可以适应不

同体型的尺寸需求,提升穿着舒适性。

5 结语

针对经期女性小腹与腰骶部位疼痛的生理特点,
采用新型碳纳米管发热面料对女性内裤进行功能性设

计,对发热内裤进行了穿戴试验及感性评价,从人体工

学、感性工学等角度研究发热内裤的热敷性能及理疗

效果,优化内裤功能结构。试验结果表明,发热内裤对

疼痛部位的热敷作用精准,对轻微痛经组的缓解效果

最为明显。对发热内裤结构款式的优化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针对经期小腹与腰骶部分症状特征,将发热作用

范围分为3个区域;发热区形状采用圆弧行设计,贴合

人体曲线,确保发热功效准确并充分作用于症状部位;
此外,考虑到碳纳米管发热面料的无弹性与内裤面料

高弹性的冲突,采用微弹棉布作为中间缓冲带,提高热

敷稳定性和穿着舒适性,提升整体制作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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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ResearchofMenstrualUnderwearBased
onCarbonNanotubeHeatingFabric

WANGSi-qi,TAOJin*

(CollegeofTextileandClothingDesign,ChangshuInstituteofTechnology,Changshu2155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relievethepainofwomeninmenstrualperiod,carbonnanotubeheatingfabricwasusedtodesignthemen-
strualunderweartomakealightweightheatingunderwear.Throughintelligenttemperaturecontrol,theeffectofhotcompressphysi-
caltherapyontheaffectedpartinmenstrualperiodwasrealized.Threegroupsoffemalevolunteerswithpainindifferentmenstrual

periodswereselectedtocarryoutthewearingtest,andthehotcompressperformancewasstudiedbyusinginfraredthermalimagerto
testthehotpartsofthelowerabdomenandlumbosacralregion.Throughanalyzingthehotcompressexperienceofvolunteers,the

physiotherapyeffectbasedonKanseiEngineeringandergonomicswasstudied.Thebestefficiencyareaandparametersofcarbon
nanotubeheatingfabrictorelievemenstrualpainwereexplored.Onthisbasis,theheatingunderwearwasimproved,soastoprovide
referenceforthefunctionalapplicationofcarbonnanotubeheatingfabricinthefieldofclothing.

Keywords:carbonnanotubeheatingfabric;thermalimaging;femalemenstruation;menstrualunder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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