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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胸部动态位移、文胸防震设计、文胸防震测试方法及评价标准出发,对文胸的防震设计研究现状进行了分

析,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发现了该领域研究的切入点,为设计防震运动文胸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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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性运动过程中,乳房的过度位移和文胸穿着

不舒适是造成胸部疼痛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对于胸部

较大的女性。目前国内关于文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热

湿舒适性[1-6]和压力舒适性[7-15],而对文胸的防震设

计研究较少。本文对国内外关于胸部动态位移、防震

文胸设计现状、文胸防震测试方法及评价标准进行分

析,归纳出乳房的运动规律、防震文胸设计特征及文胸

抗震评价标准。

1 文胸与乳房运动

文胸是女性贴身的功能性衣物,主要作用是保护、
支撑乳房。乳房内部无骨骼与肌肉支撑,主要重量由

自身的韧带、腺体和皮肤牵拉承担[16]。运动时,乳房

晃动会牵拉韧带,容易造成韧带拉伤,乳房下垂,损害

乳房健康,所以需要穿着运动文胸来保护乳房,控制乳

房位移。
根据控制乳房运动的实现形式,运动文胸分为两

大类:包裹型运动文胸和挤压型运动文胸。包裹型运

动文胸有两个全覆盖罩杯包围乳房边界,分别为两个

乳房提供支持。挤压式运动文胸把两个乳房紧贴胸

壁,以减少乳房内部冲向胸部的力量。这两种文胸旨

在限制乳腺在各个方向的运动,并限制乳房内部的力

量,以减少乳房运动为女性带来的不适[17]。

2 文胸防震设计研究现状

2.1 胸部动态位移

乳房运动是较为复杂的三维运动,研究乳房的运

动有助于了解不同运动下乳房的振幅,从而根据其运

动幅度提供合适的支撑,有助于运动文胸防震设计的

发展。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18]对乳房运动进行研究发

现,乳房在垂直方向的位移和移动速度会引起胸痛,适
当的托举和挤压乳房有助于减轻运动时乳房的不适

感。因此,在设计运动文胸时,可采用适当增加托举和

挤压的设计。Mason等[19]对穿着不同款式的运动文

胸在3种不同的运动项目下对乳房运动位移进行测试

比较发现,目标群体在穿着包裹式运动文胸时产生垂

直位移和主观疼痛分数最小。ScurrJC等[20-21]研究

发现大罩杯的女性乳房需要更大的承托能力,乳房位

移主要来自于垂直方向。乳房运动的位移值、乳房的

运动速率与乳房疼痛有很大的关系。乳房运动的位移

值过大,乳房运动的速率过快都会引起乳房的疼痛。
包裹型文胸能有效地降低乳房运动在各个方向的位

移。JangY等[22]根据运动的强度和穿着者的胸部大

小来设计乳房位移实验。研究发现跑步速度和乳房大

小不同,乳房运动情况不同,乳房大的垂直运动程度

大,乳房运动速度从慢跑速度7km/h开始显著增加。

JieZ等[23]通过研究乳房与运动文胸发现,运动时

女性穿着运动文胸可以减小乳房的晃动,减轻乳房不

适感;乳房的运动量与其大小、硬挺度和运动的激烈程

度有关。在跨步运动的时候,乳房的运动幅度最大,最
大运动幅度发生在胸高点[24]。任景萍[25]和陆明艳[26]

等通过乳房位移实验得出了穿着运动文胸可以有效减

小乳房的位移振动,主要是垂直方向,其次水平方向。
通过以上研究归纳得出乳房的运动规律:乳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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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与运动激烈程度、乳房硬挺度、乳房大小有关。在

同种运动条件下,乳房大的运动产生的位移较大。乳

房运动主要是垂直运动,其次是水平运动,最后是前后

运动。乳房运动位移过大会引起乳房疼痛,运动速率

过大也会引起乳房疼痛。乳房运动速度从慢跑速度7
km/h开始显著增加。包裹型运动文胸可以有效减少

乳房在各个方向上的位移,减少乳房位移引起的主观

疼痛。

2.2 文胸防震设计

美国2001年研究出了一款专利运动文胸[27],款
式上采用前拉链式造型,Y型背部结构,见图1。运动

胸衣胸部的立体设计在改善合体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其

对乳房的支撑力。美国的“龟背防护”运动胸衣专利产

品[27],其罩杯采用低密度、柔软且有韧性的聚乙烯塑

料材料,如图2,这种可拆卸“龟背”罩杯可以抵御外界

冲撞,减轻乳房的晃动。

图1 美国专利运动胸衣

图2 “龟背防护”运动胸衣

王慧[28]通过对比分析穿着不同杯型运动文胸和

裸胸状态下运动时乳房的位移和舒适感,得出运动稳

定性较好的是内置全罩杯文胸。朱文俊等[29]通过对

女性胸部的位移规律研究,得出运动文胸采用假罗纹

等紧密的组织,两胸之间采用褶裥组织,可提高运动文

胸对乳房位移的控制能力。

JangY等研究发现在上胸部具有横向支撑、肩带

和胸罩内部具有衬垫的包裹式运动文胸设计缓解乳房

晃动是较为有效的(见图3),其次是有公主线牢固地覆

盖乳房的压缩式文胸(见图4)[21]。

肩带衬垫

侧胸衬垫

上胸衬垫

图3 包裹式运动文胸内视图

公主线

图4 具有公主线的压缩式文胸

陆明艳[26]研究发现具有罩杯衬垫材料的运动文

胸控制乳房运动效果最为明显。高淑平[30]研究发现

有双层弹性材料的运动文胸比单层弹性材料对人体的

束缚感和压迫感强,在人体运动过程中控制乳房运动

的能力也强。

ColtmanCE[31]等探讨了肩带方向和设计对大罩

杯胸部的舒适度、压力和乳房支撑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运动期间,对于胸部较大的女性来说,垂直定向且宽

度大约4.5cm的肩带是最合适的,见图5,可最大限度

地减少肩带带来的压力和不适感。在肩带下部加上凝

胶垫也可以减少不适感,并防止肩带从肩上滑落。

Bowles[32]通过研究得出在文胸合体的状态下,后背交

叉式肩带设计更好,且不会影响在垂直方向对乳房的

支撑。

JieZ[23]通过对多款不同结构的商业运动文胸做

乳房位移对比试验,得出了较为有效的文胸防震设计

特征(见图6):压缩式独立罩杯,短背心款式,高领口与

高侧比,后背交叉式设计,具有轻微弹性的捆绑领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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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节的宽肩带,无鸡心与下扒,无钢圈、杯垫,以上

为文胸设计师和制造商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方针。

垂直式肩带          交叉式肩带

图5 带凝胶垫的肩带

图6 有效运动文胸防震设计(左正面、右背面)

3 文胸防震测试方法

目前主要采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方法对胸部动

态进行研究。三维运动捕捉是运动生物力学领域最常

用的研究人体运动规律的方法,近年来关于胸部动态

舒适性的研究基本都基于该方法。

3.1 乳房坐标系建立

乳房的位置和方向受胸部位移影响。因此,测量

3D乳房运动首先必须准确测量胸廓的三维运动。Jie
Z开发了一种新的局部乳房坐标系和方法来评估整个

3D乳房运动[33]。建立新型乳房坐标系(Breastcoordi-
natesystem)以便标记定位胸部的位置。为了确定乳

房相对于胸部的运动,有必要测量胸部的运动。首先,
根据国际生物力学标准协会,胸部中线的4个标记可

以很好的定义胸廓参考框架。如图7所示,包括IJ(切
口颈静脉的最深位置),PX(前剑突点),C7(第七颈椎

点)和T8(第八胸椎点)。在定义胸部参考之后,在裸体

的中间位置建立一个虚拟的“乳房起源于乳房”的点。
从乳房到胸部参考点的距离和方向在乳房起点和胸部

之间形成了固定的关系,从而测量乳房的相对运动。
为了定位如图7所示的新乳房坐标系(BCS)的原点和

3个轴,附加4个标记到乳房边界。它们是位于与站立

位置平行的同一水平面上的乳房最内点(BI),乳房最

外点(BO),左乳头(BL)和右乳头(BR)。

C7

IJ

y

T8
z

BO
BI

BL

x

PX
BR

图7 乳房坐标系(BCS)

3.2 乳房标记点

乳房运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三维运动,只有一个

标记点的乳房位移可能不代表整个乳房运动。因此,
通常选择6个位置来描述乳房的运动。将6个试验乳

房标记点(M1至 M6)附在乳房皮肤或运动文胸上(图

8),以全面分析乳房运动。标记点 M4位于乳头处,标
记点 M1,M2,M3,M5分别沿水平和垂直方向距乳头

点 M4的距离为4cm,乳房顶部的 M6在 M5的垂直

上方4cm。

图8 乳房贴标记点位置

3.3 运动捕捉

运动捕捉通常使用红外光点高速运动捕捉测试系

统采集运动过程中反光标记点的运动学参数。目前

ViconMX13运动捕捉系统是比较常用的运动捕捉系

统。6个或更多个Vicon摄像机在距离2m高的102
m2 房间的天花板上相互等距安装,见图9,应用 V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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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高速高精度运动捕捉功能对贴在人体乳房上的

反光球进行运动捕捉,得出每一个反光球的运动学参

数[34]。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与人体的生理特征的差

异,将每个人体作为不同的研究对象,根据 Vicon系统

捕捉到的三维坐标对乳房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
可以得到乳房的位移、速度、加速度等物理量。

VicionMX13红外高速摄像头捕捉数据

反光点反光

数
据
传
输
到
电
脑
分
析

图9 运动捕捉演示图

4 文胸防震效果评价方法

运动文胸控制乳房位移的效果与穿着舒适性评价

是近几年内衣研究方向的重点。我们预设不同款式的

运动文胸控制乳房位移的效果是存在差异的。因此,
对运动时穿着不同文胸状态下的乳房位移建立评价方

法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JefferyWinkler提出运动文胸的 弹 跳 最 小

因 子 BMF(BounceMinimizationFactor),该指数可

用来评判一款运动文胸对乳房的作用效果[35]。研究

人员通过传感器测量每次跳跃时女性的左乳头点

(LN)、右乳头点(RN)、胸骨点(ST)三点的位移,计算

得出平均每次胸骨点、右乳点、左乳点跳跃各点弹跳的

值,公式为:

dST =
dST1+dST2+dST3+…dSTn

n

dRN =
dRN1+dRN2+dRN3+…dRNn

n

dLN =
dLN1+dLN2+dLN3+…dLNn

n
将左乳头点(LN)与右乳头点(RN)的数值再求平

均,得到每次跳跃时乳头的弹跳平均位移值,为

dBN =
dRN +dLN

2
将乳头的弹跳平均位移与胸骨的弹跳平均位移相

比,得到乳房的弹跳商BQ(BounceQuotient):

BQ=
dBN

dST

若试验过程中女性没有穿着文胸,那么测量得到

的值为自然弹跳商NBQ(NaturalBounceQuotient)。
若将穿着任一款合适的运动文胸后测定的乳房弹跳商

记为(1)BQ(a),则该款运动文胸的弹跳最小因子BMF
(BounceMinimizationFactor)可用下面公式计算出:

(1)BMF(a)=
(1)NBQ
(1)BQ(a)

,该指数可用来评判一款运动

文胸对乳房位移的控制效果,BMF值越大,说明这款

运动文胸防震效果越好。
香港理工大学ZhouJ通过评价运动过程中胸部

位移的减少程度,提出乳房位移控制率“RBD”(Re-
ducedpercentageofbreastdisplacement)即控制乳房

位移的百分比来评估运动文胸在控制乳房弹跳方面的

有效性[36]。计算公式为:RBD(%)=
OD-CD
OD ×100,

式中OD代表裸胸下的乳房位移,CD代表着同种动作

下的文胸状态下的乳房位移。RBD值越大,说明文胸

对乳房位移的控制效果越好,文胸防震效果越好。

5 展望

研究乳房运动的各种方法产生了一些不一致的发

现,因此以定量方法进行系统评价是必要的,从而为研

究乳房在运动文胸中的运动情况提供参考。
对于承托式和压缩式运动文胸,乳房位移及胸部

舒适性效果的结论存在分歧。对于未来的研究,研究

对象和活动类型需要通过受控的服装变量进行扩展。
应使用标准化的局部坐标系来评估与胸部相关的乳房

运动。对水平方向多个乳房位置的速度、加速度和轨

迹进行更为全面的3D分析,来为文胸的防震设计提供

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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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DGL-001服装保温仪测试结果较为准确、可
靠,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3 结论

以羽绒服为研究对象,将穿着不同组合样品的

DGL-001型服装保温性测试仪置于-20℃低温环境

中,通过多次重复测试同一服装组合热阻及考察不同

羽绒服的热阻差异,探讨低温环境下服装保暖性能测

试稳定性及有效性。测试结果表明:
(1)采用DGL-001服装保温仪在-20℃低温环

境,内着2件标准内衣测试时,重复测试5次,同款试

样组合热阻CV值均小于2%,测试结果较为稳定,满
足检测要求。

(2)采用DGL-001服装保温仪测试服装热阻,内
着相同标准内衣测试时,可以分析出5款羽绒服装的

保暖性能差异,测试结果较为准确、有效,且与现有标

准仪器测试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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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ofWarmthRetentionofGarment
BasedonLowTemperature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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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owngarmentswereusedasresearchsubjects.Throughtestingthermalresistanceofsamegarmentgroupandinvesti-

gatingthedifferenceofthermalresistanceofdifferentdownclothes,thestabilityandeffectivenessofwarmthretentionpropertyof

garmentwasdiscussedbasedontheDGL-001clothingthermalinsulationtesteratalowtemperatureenvironmentof-20℃.There-
sultsshowedthattheCVvalueofthethermalresistancewaslessthan2% whenthetestwasrepeatedfor5timesatalowtempera-
tureof-20℃basedontwopiecesofunderwearinsidethesample.Thetestresultswerestable.Thedifferenceofwarmthretention

propertyof5kindsofdowngarmentscouldbeanalyzedwhenthesameunderwearwasused.Theresultswereaccurateandeffective.
Keywords:garment;warmthretentionproperty;lowtemperatureenvironment;stability;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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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StatusofAnti-shockDesignofBrassiere
SUNYan-li1,2,ZHOUJie1,*,ZHANGHui2

(1.CollegeofClothingandArtDesign,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2.TextileCollege,ZhejiangTextileandFashionCollege,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Basedondynamicdisplacementofthechest,anti-shockdesignofbrassiere,testmethodandevaluationstandardofanti-

shockpropertyofthebrassiere,thecurrentresearchsituationofanti-shockdesignofthebrassierewasanalyzed,andthefuturedevel-

opmentdirectionwasprospected.Thebreakthroughpointofthisfieldwouldbefurtherdiscovere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design

ofanti-shockbrassiere.

Keywords:sportsbrassiere;breastmovement;anti-shockdesign;comfortofc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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