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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连帽式运动卫衣舒适性的影响因素,通过控制主客观等量方面因素促使相关企业设计连帽式运动卫衣

时可以使人体达到最佳的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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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经济体系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国
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近些年来,运动潮流开始掀起,
国内消费群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建设意识,诸多消费

人员形成了不定期进行健身活动的良好习惯,所以,消
费者对运动类产品整体的需求量持续增多。连帽式运

动卫衣可以在运动时穿着,服装的随意性较强,还可以

在极大程度上提高运动过程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于连帽式运动卫衣,消费者对其舒适性的要求逐渐提

升,这促使其逐渐发展为服装舒适性研究领域的关键

内容。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人员便开始着眼于服

装舒适性的相关研究工作,经过研究发现,服装舒适性

的影响因素主要涵盖热湿舒适性因子、触觉舒适性因

子、压力舒适性因子,如今,国内与国外的研究人员仅

仅是对其中的一类影响因子展开相应研究。重点研究

连帽式运动卫衣的舒适性,解析消费群体评价市售连

帽式运动卫衣舒适性的过程,为将来研究人员以及商

家优化此类服装提供一定的方向。

1 理论机制

在对面料舒适性进行评价时,往往重点关注刺痒

感、透气性、柔软程度。刺痒感指的是衣物纤维表层毛

羽在人体做动作时会与人体摩擦从而形成刺痛或痒等

异于常态的身体感受。面料种类和所运用的染色技术

直接影响着刺痒感的出现与否。在人体进行运动时,
一般会分泌汗液,透气性与运动服装自身的散热水平

直接相关,透气不仅指服装能够将人体表面形成的热

空气有效地排出衣物,还有一些汗液会以气态的形式

蒸发掉,连帽式运动卫衣的强透气性能够使得衣物处

于干爽的状态中,穿着时不会产生闷热的感受,也不会

附着于人体皮肤表层。在对连帽式运动卫衣的舒适性

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面料整体的柔软程度是关键指标,
连帽式运动卫衣面料不能过度关注柔软性,合理的硬

挺可以达到塑性与一定的支撑作用,即面料需要软硬

适中[1]。
结构舒适性体现在压力舒适性与面料拼接处的舒

适性两个层面。在某些运动场合中,具有一定压力的

服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体,强化运动功效,压力

合适的连帽式运动卫衣能够有效控制肌肉的震动,减
少能耗,弱化运动之后肌肉的酸疼感受,同时有效缓解

运动疲劳感[2]。缝份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大多

数缝份出现在衣片缝合时,多片成衣经过缝合处理之

后,会在很多位置出现缝份,集中在前后片、袖子与衣

身两大缝合位置;其次,在进行服装收口处理的过程中

也会产生缝份,例如在袖口、领口、下摆等多个位置;第
三,拼接位置会产生缝份,在设计服装时,拼接这一设

计手法是最为常见的,在连帽式运动卫衣当中,其整体

的运用范畴相对比较广,拼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

强化服装的美化程度,还可以提升其结构舒适程度[3]。
在不同的衣物部位,使用厚度、吸湿性、弹性、柔软性等

性能不同的面料,使得服装表现出更强的贴体性,人体

在运动时整体的舒适感更强。在运动过程中,缝份与

人体皮肤会产生摩擦,可能会导致不适感的出现,结构

舒适性集中在压力舒适性、缝合线迹的摩擦舒适性层

次上予以体现。

2 现状调查

2.1 指标体系与问卷设计

消费群体处在运动状态中时,上身皮肤整体的拉

·84· 纺织科技进展            2022年第9期     




伸率水平较高,此时,人体的衣物主要集中在胸部、肩
部、背部和腰部4个位置,问卷调查主要就上述位置服

装的舒适性进行考察,同时,服装收口部位处如领口、
袖口和下摆等也有可能导致身体感觉到异样[4]。基于

此,对消费者对于市面上的连帽式运动卫衣舒适性所

表现出的满意程度进行研究,可以为未来连帽式运动

卫衣的优化与改善提供一定的方向。
站在人体工效学的视角上,对服装舒适性进行评

价,集中在面料与结构两个层面,对相应的指标体系进

行创建,如图1所示。

舒适性

面料舒适性

结构舒适性

刺痒感

压力舒适性

拼缝处缝份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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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问卷指标体系

结合已经创建的指标系统,对相应的问卷进行设

计,问卷主要涵盖3个部分:第一,消费者自身的信息,
对其年龄、体型、购买能力等基础信息进行调查,运用

收集上述基础信息的方式能够对连帽式运动卫衣消费

者自身的画像进行刻画;第二,消费者所表现出的运动

喜好,对其喜爱度较高的运动类型、地点、原因、时长及

经历等进行调查了解,从而对消费者在连帽式运动卫

衣方面表现出的喜好进行解读;第三,消费者针对市售

连帽式运动卫衣的舒适性形成的主观层面上的评价,
主观评价涵盖Hollies的5级区间标尺,运用此部分来

有效解读消费者对连帽式运动卫衣不同维度上的舒适

性所表现出的满意程度[5]。

2.2 问卷有效性检验

本文所选取的调查对象是某地区的连帽式运动卫

衣消费者,并且将问卷发放给上述消费者群体,预试问

卷共进行了5次,填写的时长大约为120s,所以,填写

时长大于等于100s的问卷均被视作有效问卷。本次

试验所发放的问卷共计112份,有效问卷数量为96
份,其中,4份由于填写时出现了遗漏所以对其进行去

除处理,最后共计获得了9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数值

为82.1%。信度也就是可靠性,指的是运用相同方法

重复对同一对象进行测量时获取结果所表现出的一致

性水平。本文使用普遍应用的Cronbachα信度系数法

展开信度检验,见表1。本次问卷当中各项与整体的信

度系数大都超过了0.8,所以,此次问卷整体上具有一

定的可信度。
表1 问卷信度检验

Cronbach's
Alpha

项数 总体信度

刺痒感 0.841 6
透气性 0.845 6 0.824
柔软度 0.787 6

压力舒适性 0.831 7
0.838

拼接处缝份摩擦 0.844 5
总体 0.886 30 0.886

3 结果分析

本调查活动中,各个维度舒适性对应的平均数值

是3.48,由此可知,接受测试的消费者整体上比较满意

市售的连帽式运动卫衣,下文将会深入研究影响舒适

性的各类因素。

3.1 客观因素分析

3.1.1 设计因素

在本次试验过程中,对舒适性进行衡量的2个关

键指标是面料与结构,在影响舒适性方面表现出的差

异性相对显著(表2)。
表2 面料与结构对舒适性的影响

N AV F Sig
面料舒适性 92 3.55±0.43
结构舒适性 92 3.42±0.52 5.632 0.000

总体 92 3.48±0.44

  在各维度的舒适性评分方面,面料比结构得分更

多,所以,商家在对连帽式运动卫衣整体的舒适性进行

提升时需要优先对结构舒适性问题进行考量。
表3 各维度指标对舒适性的影响

N AV F Sig
刺痒感 92 3.57±0.66 0.001
透气性 92 3.59±0.53 0.000
柔软度 92 3.59±0.51

5.336
0.000

压力舒适性 92 3.29±0.55 0.000
拼接处缝份摩擦 92 3.59±0.68 0.002

总体 92 3.52±0.64 0.001

  因为身体部位不同,肌肉与脂肪含量也存在差异,
敏感程度也是有区别的,同时,商家在对连帽式运动卫

衣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会运用拼接的方式处理不同面

料,所以,不同的服装部位表现出的舒适性也是不同

的。
基于部位重新对舒适性进行了编码,运用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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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的方式剖析了压力在不同部位时所表现出的舒适

性,见表4,结果显示,在不同部位上,压力舒适性的差

异性相对明显,相比于其他部位,肩部与胸部的压力相

对更大,将来商家需要有效调控连帽式运动卫衣的肩

部和胸部压力状态,使得穿着者能够享受充足的放松

量。
表4 部位差异对压力舒适性的影响

N AV F Sig
背部 92 3.21±0.75
肩部 92 3.01±0.88
领口 92 3.53±0.87
胸部 92 3.05±0.89 3.329 0.005
袖窿 92 3.29±0.82
腰部 92 3.42±0.79
总体 92 3.43±0.88

3.1.2 个体特征因素

接受测试的人员当中,年龄介于18~22岁的共计

40人,所占比重为43.48%,年龄介于22~26岁的共

计46人,所占比重为50%,年龄大于27岁的仅为6
人,所占比重为6.52%,由此可知,接受测试人员年龄

集中分布在18~26岁之间。
接受测试的人员当中,月可支配收入大于与小于

2000元的占比约为50%,超过3000元的占比约为

30%。由此可知,年轻消费群体具有一定的购买连帽

式运动卫衣的潜在能力。运用 ANOVA单因素分析

(AnalysisofVari-ance)的方式进行分析后发现,年龄

与收入状况不同,穿着者对于连帽式运动卫衣的舒适

性评价差异性并不明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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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被测者个体特征调查

如图2所示,接受测试的消费者整体的身高与体

重分布在155~170cm与45~55kg之间。因为身高

与体重的单一性指数难以对人类体型进行有效描述,
所以,在对接受测试人员的体型参数进行描述时,采用

的是身体质量指数。在国际上,身体质量指数BMI
(bodymassindex)是对人体健康与胖瘦程度进行衡量

的重要参数,其计算公式为:

BMI=
W
h2

(1)

式中:W ———体重,kg;h———身高,m。
基于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公布的中国成人BMI

指数界定标准,对接受测试的人员进行分组,将其分为

4个不同的体型组别,标准见表5。
表5 中国成人BMI指数界定标准

<18.5 18.5~24.0 24.0~28.0 ≥28.0

体重过轻 正常 超重 肥胖

  不管进行何种类型运动项目穿着的运动服,均需

要为穿着者预留一定的肢体伸展空间,合理的压力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服装舒适性与穿着者的运动表

现。在对体型与各围度的舒适性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

分析之后发现,两者存在的关联性较小,只是在腰部压

力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7]。

BMI值对腰部压力的影响见表6,由此可知,体型

与腰部压力之间存在较强的影响作用,其中,相比于

BMI值较小的测试人员,BMI值较大的人所承受的腰

部压力水平会更高。商家在对连帽式运动卫衣进行研

究的过程中,需要关注较大尺码衣物在腰部松量方面

的设计,从而对体型各异人群的腰部压力需求予以满

足。
表6 BMI值对腰部压力的影响

N AV F Sig
体重过轻 37 3.45±0.76

正常 51 3.42±0.69
超重 4 2.51±0.58 3.332 0.001
肥胖 0 0
总体 92 3.37±0.79

3.2 主观因素分析

3.2.1 运动种类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接受测试的人员中频繁进行跑步、
瑜伽与骑行运动的人数分别为54、25、13人,因为选择

游泳项目的人数仅有一人,个人取向性所产生的影响

作用较强,不参与本次研究分析。
运用单因素 ANOVA的方法对被测者与各围度

舒适性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表7),发现运动

种类不同时,仅在人体胸部位置存在透气性方面的差

异,由此可知,运动种类会在极大程度上对胸部透气性

产生影响,将来,商家在对连帽式运动卫衣进行设计的

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种类各异的连帽式运动卫衣对

于胸部面料透气性方面的要求,选取类型各异的面料

展开拼接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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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运动类型对胸部透气性的影响

N AV F Sig
跑步 54 3.48±0.89
瑜伽 25 2.98±0.78

4.158 0.000
骑行 13 3.68±0.77
总体 92 3.42±0.89

3.2.2 运动时长因素

在单次运动时长方面,接受测试的人员单次运动

时长小于1h的占比在90%左右,运动时长超过2h
的只有一人,所以进行排除处理,由此可知,被测者每

一次运动的整体时长相对较短。
单次运动时长与连帽式运动卫衣自身的柔软程度

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表8),相比于运动时长小于

0.5h与大于1h的接受测试的人员,单次运动时长介

于0.5~1h之间的接受测试人员,会感觉面料比较硬

挺。
表8 单次运动时长对柔软程度的影响

N AV F Sig

<30min 37 3.68±0.62
30min~1h 45 3.42±0.52

4.911 0
1~2h 10 3.88±0.56
总体 92 3.59±0.57

  分析柔软程度与透气性双变量与压力舒适性(表

9),发现它们呈现出正相关性,面料柔软性与透气性水

平越高,压力数值越小,因此,推测在运动时长小于0.5
h的状态下,由于人体运动的时长较短,连帽式运动卫

衣会保持干爽状态,面料相对比较柔软,当运动时长超

过1h,经过长时间的运动,连帽式运动卫衣会出现轻

微的形变,穿着者会感觉衣服柔软性更强。所以,在对

连帽式运动卫衣柔软程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关

注衣物穿着者的运动时长,同时把透气性和压力舒适

性作为影响因素进行考量。
表9 柔软程度与透气性、压力舒适性的相关性

透气性 压力舒适性

柔软程度均值 Person 0.422** 0.456**

Sig(双侧) 0 0
N 92 92

4 讨 论

4.1 人体着装运动舒适性影响因素

结合对着装舒适性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Morris
(2020)等从服装合体性、服装滑移、织物延展性视角展

开了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性的服

装技术开始出现并被运用,尤其是防护服与创新性纺

织材料的出现,对着装运动舒适性也会形成多层次的

影响,影响因素是多元的,例如服装尺寸与质量、版型

结构、材料性能、服装和人体间存在的余量、摩擦、形变

等(图3)[8]。

人体

部位尺寸
滑
移动作形态

皮肤变化

面料性能

规格尺寸

版型特征

服装摩
擦

压
迫

形
变

图3 着装活动舒适性影响因素

从整体上来讲,对着装运动舒适性产生影响的因

素如下:人体与服装之间的余量、服装面料的性能特

征、服装版型结构。

4.1.1 人体与服装之间的余量

人体与服装之间的余量指的是人体处在静态状态

中,保持直立姿态时,再附加一些量使其可以在动态变

化时依然保持舒适,即服装的舒适量。Singh(2019)指
出,人体与服装之间余量大小与分配状态会对运动舒

适性产生重要影响,合理地对余量进行设置,一方面能

够提升服装的合体性与美观性,另一方面使得尺码相

同的服装面对多元化的人体动作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适

应性。若是余量过大,会使得服装赘余,对人体活动产

生限制与阻碍;若是服装紧身程度较高,则会对人体运

动形成束缚,还会对人体形成压迫,引起不适感。所

以,对功能性服装如阻燃服、宇航服等进行研究的人员

均将其视作对着装运动舒适性进行探究的重点内

容[9]。

4.1.2 服装面料的性能特征

在运动舒适性方面,服装面料的性能特征所产生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滑移、延伸性、质量等不同层面上。
结合谷雪阳(2021)等进行的研究工作可知,服装面料

滑移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皮肤与面料间、不同面料层

次间形成的摩擦系数,面料延展性的决定性因素主要

是弹性与弹性回复[10]。胡露(2019)选取的研究对象

是国内与国外两类结构存在差异的西裤,探究了热环

境背景下人体在进行下蹲与抬腿动作时西裤产生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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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形与进行下蹲动作时面料出现的滑移量[11]。马

巧云(2019)借助试验分析的方式,对人体穿着紧身服

装时其产生的变化率与变形方向进行研究,探讨了与

裤装穿 着 拘 束 感 存 在 相 关 性 的 因 子[12]。郭 冰 洁

(2018)等在进行研究试验时选取了三类品质存在差异

的轮滑服,旨在对服装品质与人体运动范围之间存在

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13]。根据柳莎莎(2018)等对塑

身内衣进行的测试研究,服饰面料及辅料的设计会明

显影响人体运动能力[14]。

4.1.3 服装版型结构及工艺处理

在人体与服装余量、面料性能、服装尺寸、服装规

格处于确定状态时使用不同类型的版型结构与工艺处

理技术,着装运动会表现出不同水平的舒适性。Saby-
rov(2021)在活动位置处合理地增加一定数量的插片,
运用此种方式来提高防护服装运动的舒适性[15];齐泽

京(2018)以衣袖与口袋造型及位置、服装开口等为研

究对象展开了深入有效的探究[16]。

4.2 运动功能服饰舒适性发展趋势

4.2.1 着装运动舒适性平衡条件研究

对人体的着装运动舒适性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例如服装本身、人体结构、服装穿着环境与方式

等。为了更加全面地对各类影响因素予以剖析和解

读,引入人体姿态空间与服装姿态空间概念内容。人

体姿态空间是指人体做出不同的运动姿势时形成的空

间,例如人体处在直立、弯腰等状态时,身体形态会随

之变化;服装姿态空间是指根据人体姿态服装织物构

建的空间,空间大小与形态和服装尺寸、版型、变形程

度等存在直接的相关性。江柳清(2018)指出,服装姿

态空间往往是依附于人体姿态空间存在的,两者会同

步变化。因此,人体着装运动舒适性的平衡条件,即服

装构建的姿态空间能够有效满足人体运动所需要的姿

态空间[17]。张文欢(2018)指出,在三维扫描技术与虚

拟试衣仿真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站在姿态空间视

角上研究着装运动舒适性的工作精确与便捷程度会更

高,也必然是将来着装运动舒适性相关研究与测评工

作发展的趋势[18]。

4.2.2 三维动态试衣的虚拟仿真

在三维虚拟仿真与服装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运用三维动态技术进行虚拟试衣来考察人体着装舒适

性也势必会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高智英(2018)指
出,三维动态试衣虚拟仿真过程中,人体姿态空间与服

装姿态空间存在的关联性会被涉及,对两者关系进行

有效处理,掌握姿态变化时两者的状态变化趋势,把控

着装运动舒适性的相关平衡条件,将会成为三维动态

试衣虚拟仿真技术体系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课题内容[19]。

5 结束语

综上,对于市售的连帽式运动卫衣,如今消费者群

体表现出的满意程度较高。站在面料角度上进行分

析,在对胸部服装透气性进行评价时,消费者的运动需

求不同,评价也是不同的,柔软程度与消费者单次运动

时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站在结构角度上进行分

析,肩部与胸部需要承受较大压力,BMI数值比较大的

消费者在腰部位置会感受到较大压力。所以,运动品

牌商需要关注在进行不同类型运动时人体胸部出汗量

存在的差异性,结合运动类型选取恰当的面料予以拼

接处理可以对人体服装的透气性要求予以满足;在对

连帽式运动卫衣柔软程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特

别关注柔软程度和运动时长方面产生的变化,不能仅

仅对柔软程度进行考量,面料透气性与压力舒适性也

应该被考虑。相比于面料的舒适性,商家更需要提高

对结构舒适性的关注程度,特别是压力舒适性,在给予

人体一些运动支持的基础上,有效控制肩部与胸部等

人体部位出现的压力,对伸展运动需求予以满足。针

对BMI数值比较大的消费者群体,设计人员在对连帽

式运动卫衣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腰部承受的

压力进行有效控制,合理地增加腰部位置的放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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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mfortofHoodedSportsSweater
FENGB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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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comfortofhoodedsportssweaterwerestudied.Bycontrollingthesubjectiveandobjective

equivalentfactors,thebestcomfortforthehumanbodycanbeachievedwhendesigninghoodedsportssw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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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DesignoftheSchoolUniformandJiangyong
Womanese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Genes

LIUSiyi,LINWenjing,XIESisi*

(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Toimprovetheculturalvalueoftheschooluniformsofstudents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inHunan,theinte-

grationdesignmethodofschooluniformwasstudiedcombingwithwomaneseculture.Theculturalgenepedigreeoffemalescriptwas

constructedby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Thewomaneseculturalgenewasexcavated,andthewomanesefontstructurewas

disassembled.Thenewvisualformoffemalescriptwasformedbydirectapplication,indirectapplication,abstractdeformationand

otherdesignmethods,whichwasappliedtotheschooluniforminnovationcombinedwiththecolorofclothesinYaonationality.The

designparadigmadaptedtothedevelopmentofregionalculturewasextractedtoprovidemoredesignideasandmethodsfortheactive

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regionalculture.

Keywords:Jiangyongwomanese;schooluniformdesign;culturalgene;fusion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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