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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男式睡衣的市场现状,从款式设计、面料选择、色彩图案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再设计,打破了原有款式简

单种类少的特点,注重色彩的运用和图案的表达,进一步利用面料性能和结构的特殊性帮助人们进入睡眠,起到保健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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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服装的分类也越来越精细

化。作为睡眠时所穿的睡衣也在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然而,男女性格和生理心理特征差异产生

对睡衣看法和态度上的差异却造成了男性睡衣市场远

不如女性睡衣市场品种丰富、数量庞大[1]。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男性睡衣的舒适性、功

能性和美观性也越发受到消费者的注意。为了提升男

性睡衣市场,从其款式设计、面料选择和图案色彩运用

上研究探讨男士睡衣设计要点和创新性。

1 睡衣的概念

睡衣,顾名思义是指人们在睡眠时所穿着的衣服,
属于内衣的一种,也可看作家居服的范畴。从一方面

说,睡衣的柔软舒适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入眠,另一

方面,穿着睡衣也会给人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能够让

人们从一天紧张的学习工作中放松出来,更快地进入

梦乡。睡衣一般包括上衣和裤子,以及睡袍等。

2 男式睡衣的现状

一直以来,女性睡衣比男性占有更大的市场,相比

男性,更多的女性会选择穿着睡衣睡觉[2]。其一,女性

对生活要求更精致,在生活方式上更具仪式感,穿着什

么样的睡衣睡眠对她们来说显得很重要;其二,女性对

物质的购买欲往往大于男性,男性性格上的随意性和

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比女性低,从而导致其对于睡衣

的需求也显然低于女性;其三,从生理需求上来说,更
多的男性睡觉时怕热,所以更愿意选择裸睡的形式。

睡衣作为服装的一个重要种类,尤其是男性睡衣

的市场,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的消费环境也在逐步变好,睡衣市场在近年内有很

大的发展,在睡衣领域的还有很多设计上的突破性,但
是大家对这方面关注较少,尤其是男性。基于市场研

究调查显示,市场上的男式睡衣款式单一,颜色花样参

差不齐,缺少原创性。人们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用于睡眠,为作用于这三分之一睡眠的睡衣其设计应

当除了注重款式外观外,也要注重其功能性,从而设计

出不仅有利于睡眠,也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心情愉悦

的睡衣。

3 男式睡衣设计

3.1 款式

睡衣不同于其他服装,在款式上应当宽松,睡衣与

人体之间应当保留大量的余量,有一定的空间,既不显

得累赘也不会给人束缚感。让胸、腹、背、手、足等部位

在睡觉时,都会得到放松。否则,贴体或者紧身的睡衣

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影响生长发育,还会影响呼

吸的频率,从而导致很多生理上的疾病。除此之外,还
要有易穿、易脱的特点,这样才能便于人们从日常装到

睡衣之间的转换[3]。
男式睡衣没有女士款式那么多,从大体上可分为

连身式睡袍和分体式睡衣。分体式睡衣(图1)为上衣

下裤的形式,行动方便,分为套头式和开襟式。套头式

睡衣一般为无领,有长袖和短袖之分,没有其他过多的

装饰,简单舒适,很多男士也用T恤代替上衣。开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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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衣一般用扣子连接,配有领子,此时领子的设计就显

得尤为重要,它的款式特征也主要体现在上衣领型的

变化上。西服的驳领是一种常见的形式,低领敞开,更
为宽松透气。另一种是翻领衬衫式,领宽的大小和领

尖的造型决定睡衣的款式特征,增加了领部修饰的灵

活性[4],造型有点像衬衫,灵活变动扣子,系上时保暖

温和,打开时又显得随性浪漫,这种小细节的设计在男

装中尤为重要。分体式睡衣看似上下两件,实则又相

互呼应,成为协调的整体。上下可用相同的颜色图案

体现整体性,也可以采用上下不同颜色,只在局部做颜

色的统一呼应,这样既不显得单调,又整体统一。例如

在衣袖与裤管处的处理上,很多品牌的睡衣会在这些

部位用同一种花型,或者用同一种颜色点缀,同理也可

以应用在领口和口袋的装饰上。男士的裤子多为宽松

的长裤,比较肥宽,为了适应男性的体型,夏季的裤子

通常为中裤的长短,也是宽松的式样。

图1 分体式睡衣

图2 连身式睡袍

男式睡衣的另一个重要款式是连身式睡袍(图2)。
这种款式的睡衣更具历史性,从最早的西方古罗马时

期,就开始流露出这种男士服装的雏形,从18世纪开

始男子睡袍的款式就差不多定下来了。上下连接在一

起,由一根腰带系扎在腰前,衣长至脚踝,将全身包裹,
长长的袖子,穿脱也更为方便。如今的男性睡袍下面

还经常配一条中裤,整体也是成套出现,让男子在工作

了一天后回归家庭体验到极大的放松与舒适感,使男

性也变得更加温柔。
在款式设计上还要避免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设计因

素出现。扣子应选用小一点,质地不太坚硬的。此外

要避免使用一些金属硬质饰品来装饰,这样可能会使

平躺的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绳子和飘带的设计也要从

安全出发,否则在沉睡时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安全隐患。

3.2 面料

面料是睡衣设计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睡衣是

直接接触人体皮肤的一种服饰,所以睡衣的材质给接

触者带来了最为直观的感受。睡衣的基本要求就是能

够让穿着者感觉到舒适,所以不用强调其是否合体,要
选择柔软亲肤、吸湿透气性好的面料。在挑选面料时

要以面料的保暖性、吸湿透气性、伸缩性、保健功能性

和亲肤性为重要的参照指标。此外我们还要注意面料

的安全性,因为当人处于睡眠时,对外界的反应是最为

微弱的,如果睡衣面料的质量不过关,含有有害物质如

甲醛等超标时,很容易在人们睡眠时使人体受到伤害。
睡衣的另一个要求是要耐穿耐洗,相比其他服装,

睡衣可能是人穿着最久的服饰之一。因为不需要考虑

场合,只需满足睡眠需求,人们往往会穿很久,所以它

受磨损的时间就很长,洗涤的次数也会变得多,所以面

料最好是经过永久免烫整理,不容易开线,不容易拉破

的[5-6]。
在面料(图3)的选择上,应尽量以天然纤维为主。

化学纤维在很多性能上不如天然纤维好,还容易产生

静电,尤其在秋冬干燥时期,穿脱化学纤维制成的衣物

时很容易引起静电火花,给人体带来不舒适的感觉。

（a）真丝面料 （b）棉麻面料 （c）针织汗布

图3 睡衣面料

男式的睡衣面料分为几个类型。其一是以真丝绸

面料为主,它的色彩绚丽,图案丰富,可以增添高雅华

丽感,比较受高薪男士的喜爱。真丝面料手感顺滑柔

软,非常亲肤,吸湿透气性强,此外这种面料制成的睡

衣易干。由于真丝纤维的特殊性,可增加身体表皮细

胞的活力,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从而达到防菌抑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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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对人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其二是以棉麻为主

的面料,棉料质地柔软,透气性好,吸湿性强,可以减少

对皮肤的刺激,不会使人体发生过敏和搔痒等现象,并
能很好地吸收皮肤上的汗液,贴身穿最为舒适,也有利

于睡眠,而且价格便宜,受到普通消费者的喜爱,在中

低价位的睡衣中通常采用这些面料。棉麻混纺的面料

更具麻纤维清爽透气的性能,更加适合夏季穿着。其

三是选用薄型的针织汗布,这一种也比较适合夏季,由
于针织面料弹性好,穿着者没有压力束缚感,也倍受人

们的喜爱。其四是功能性面料,这种面料受过特殊整

理,使其具有一些功能性作用。例如防蚊面料可以防

御蚊虫叮咬;香味面料所带有的特殊香味能够帮助失

眠者更好地睡眠;活血面料能够帮助人们排汗减肥。
这类面料通常被用在医疗保健上,用其缝制的睡衣具

有健身理疗的功能,往往被中老年人和有特殊需求的

人们所热爱。

3.3 图案和色彩

在睡衣的设计中,色彩会对人的视觉神经产生最

为直接和强烈的刺激。色彩有轻重冷暖感,有软硬强

弱感,有兴奋沉闷感,有华丽朴素感,也有明快忧郁感。
色彩通过心理和生理的感受使人们产生各种联想。在

服装色彩设计中,不同的颜色会带来不同的情感。例

如,红色让人觉得热情奔放,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也会处

于兴奋中;黑色给人庄重沉闷性的感觉,会使穿着者更

加成熟稳重;白色则表现得纯洁高雅,让人觉得安静美

好[7]。所以色彩通过服装成为视觉传达的一种信息语

言。人们受生活影响,下意识地对不同的颜色产生各

种各样的情感。由此可以通过色彩来刺激人们的大脑

反应,给人们不同的情感体会。将它运用在睡衣的设

计中,也会让穿着者有愉悦的感受。
在男式睡衣的选择上,应更注重淡雅和清浅的颜

色。一般来说,鲜艳的颜色会影响人们大脑的活跃度,
使人们持续处于兴奋中,不利于睡眠。低饱和度的色

彩对人们视觉刺激相对较小,比较于高饱和度的颜色

来说,会使人心情放松,有助于休息睡眠。
男式睡衣的色彩一般以中性色为主。中浅灰色更

适合年轻一些的男士,突显出男士的温和清秀,而深灰

色更适合中老年人,来显示出他们的坚定和稳重。灰

色调作为一种百搭的颜色,低调温和,能够显示出男士

的洒脱高雅。除此之外,其他冷色调颜色也很适合男

士,如蓝色系、绿色系,但要注意避免鲜艳的颜色刺

激[8-9]。
男式睡衣图案设计就比女士更加简约,对于儿童、

青少年来说,基于这类人群对动物图案和卡通图案有

特殊的喜好,所以可以将动画片中经典的卡通形象印

在睡衣上,可作为大图案印花(图4),也可作为碎花装

饰[10]。对于成年男士来说,图案的设计要求更简单,
以满足他们心理的需求。可以全身是简单的纯色系,
领子边缘、袖口边缘或者门襟边缘用对比强烈的颜色

来包边,使服装整体显得不单调。另一方面,条纹和格

子的运用也是千变万化的。不同粗细、间距的条纹会

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不同大小组合、不同颜色组合

的格子图案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图5)。

图4 印花睡衣

图5 格子睡衣

4 结语

男式睡衣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人们因生活

习惯的改变自然也会注重对于睡衣的选择。男式睡衣

的设计在其款式、面料、色彩和图案上依旧有很大的进

步空间,我们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加大创新性的设计,同
时应当更注重功能性的要求,使设计出来的睡衣能满

足更多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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