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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探讨户外爱好者潜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将户外服装和野营睡袋进行转换的思路来同时满足服装的高服

用性能和睡袋的使用性能,从结构和功能设计的角度通过拉链和钦扣以折叠法和拆卸法实现功能转换。在细节上结合人

体工程学、风箱效应、人-服装-环境系统就袖口、帽子、口袋防水和反光条等设计的原理和实现方式进行了设计,在面料

的选择上依据三层着装法的原理采用GORE-TEX薄膜面料和抓绒分别作为外层和中间层,以实现其服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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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户外运动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

2015年我国户外用品市场规模为454亿元,同比增长

12.5%。据测算,未来10年内我国户外用品潜在市场

规模将超过680亿元,包括户外功能性服装在内的户

外运动装备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1]。随着户外运动装

备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市场上越来越需要能够

实现一物多用即可以实现一种物品、多种功能相互转

换的产品。具体到户外运动中的纺织品类装备,睡袋、

冲锋衣、帐篷、座椅、雨具等是必不可少的户外装备,实
现户外装备的一物多用,是户外运动服装领域持续探

索的问题之一[2]。

户外装备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尽可能减轻装备

的重量和体积,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克重量和每一份

空间[3],同一装备上的部件、功能转换,不同装备间的

部件重组、搭配等形式形成不同功能用途的装备,是户

外运动装备常用的功能转换设计手段。

在户外旅行中,睡袋是一个体积较大的装备,且多

为闲置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如何实现睡袋与日

常服装的结合、组合以及形式、功能的转换使用,一直

是相关行业探讨的重要课题。

通过服装结构的变换,实现不同装备之间的相互

转换,是符合消费者潜在需求的重要设计方向。在该

领域的研究中,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可供借

鉴。AEOLUS是一款能够变身防风夹克的单肩背

包[4]。当作背包使用的时候,里面能够放手机、钱包、

化妆包、钥匙和卡等物品;变身为防风夹克后,衣服背

后的口袋可以装个人物品,功能转换之后还保留了原

产品储物的功能。防风夹克由尼龙面料制成,能够保

暖,穿着舒适;其透气性使其适于在锻炼时穿着。大连

工业大学研究出一款冲锋衣与帐篷互相转换的冲锋

衣[5]。其运用拉链的组合拆解,将服装的袖缝和侧缝

用拉链连接变换成帐篷,设想的出发点是两种产品使

用环境、功能、面料的相似性。在结构上采用折叠、收
褶的方法把两者转换时多余的面料隐藏起来。Jak
Pak号称是“世界上第一款集睡袋、防水夹克、帐篷等

三种功能于一身的多功能户外装备”。JakPak当作睡

袋和帐篷使用时,可以打开夹克后背的内衬,将另一部

分拉出来伸展,从一侧将拉链拉上。而兜帽就放在夹

克后背的袋子里,拉出来用金属支架支撑,作挡雨使

用。其使用方法简易,也充分利用了背部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户外服装与睡袋相

结合的款式设计,可以实现服装与轻型睡袋的转换,针
对季节为深秋初冬(环境温度5~15℃,空气湿度30%
~85%),实验对象为165cm左右身高的女性。

从服装产品开发的角度来看,冲锋衣和睡袋的结

合满足了户外运动装备一物多用、功能转换的需求。

其次冲锋衣和睡袋的使用环境相同,都用于户外;功能

也相似,都是要求防风、防雨、保暖、透气;睡袋和冲锋

衣没有互相冲突的使用时间,把二者结合可以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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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睡袋的使用率。唯一的问题在于睡袋的面积较大,

冲锋衣面积小,需要通过结构上的变化,把两者有机统

一起来。

1 实现功能转换的结构设计

1.1 服装整体设计

一体式的冲锋衣设计不便于人行走和活动,而拆

卸式穿着场景更加灵活,更便于户外运动。在户外冲

锋衣和睡袋转化的结构上,主要采用折叠法和拆卸法

实现。因此,本文采用了折叠、可拆卸式设计。在服装

的胸部设有揿扣,衣摆和底部的位置设有拉链,方便脱

卸和睡袋的转化。在折叠固定部分采用正面拉链两边

各4粒钦扣,背部8粒钦扣的方式,使衣片在运动活动

中保持服贴,而正面拉链两边4粒钦扣的设计既能起

到牢固作用,又不会装卸过于麻烦。腰身以下的衣身

部分采用拉链的方式装卸,更加快捷方便。

该装备是由冲锋衣和可折叠睡袋两部分组成。白

天进行户外运动时,为了达到运动灵活性和户外的保

暖性,从服装下摆向上翻折一次,形成共3层的户外冲

锋衣。若白天穿着者感到太热,在拉链处将外层拆卸

即可。而在晚上需要转换成睡袋时,将外层从胸部的

位置脱下,翻折向下,长度能够覆盖165cm左右身高

的女性。经查阅人体统计数据发现,身高165cm的女

子从胸部到臀部的长度为42cm左右,约等于臀部到

脚底的一半,故将42cm长折叠好的衣片展开后正好

覆盖脚部的长度。由于考虑进脚部的活动量,约10
cm的长度,故将每段的长度设计成46cm。脚部设有

拉链,拉上形成闭合的睡袋,见图1。

袖口采用翻折设计,将袖口的翻折处翻开,使袖子

长度覆盖住整个手掌。统计发现,身高165cm的女子

的手掌长度在18~20cm之间,因此,为起到防风保暖

的防护目的,将袖口设计成可翻折的形式,其中翻折部

分的长度是20cm。同时考虑到平时运动、活动的方

便,以及人体小臂自腕围向肘部逐渐变粗的形态特征,

将袖口部分设计成抽绳设计,见图2,将抽绳拉紧达到

袖口闭合的状态,从而达到保暖防风的效果。同时设

计带有可拆卸的帽子来保护头部和实现预防户外运动

中的不可测天气和夜晚睡觉时需要的枕头功能。通过

服装结构设计以实现户外运动服装和户外装备间的相

互转换。

1.2 局部设计

按照人体工程学和服装舒适性原理,参考现在的

户外服装的设计,针对服装的帽子、口袋、袖口、睡袋衣

片等一些细节处进行改进。同时考虑到服装适用环境

是在户外,且需要满足穿着者的运动需求,改进了服装

局部结构,使得其更合体舒适。
拼接后睡袋状态

口罩平时贴在内部
使用时拿出挂在帽
子内部两侧挂钩上

防风门襟内侧拉链

袖口抽绳：
在睡觉时使风不能灌进袖口
起到防风保暖作用 搭扣绕身一周

上下对折扣起
即成为冲锋衣

图1 睡袋状态细节展示

独立的冲锋衣状态

防风门襟

内有拉链
连帽可拆卸

反光条：
夜间活动时
起警示作用

袖口抽绳
下面拉链与睡袋
部分部分连接

口袋内侧有隔层
方便物品分类

腋下隐形拉链，
内侧为涤纶网眼布料
提高渗气性

图2 冲锋衣状态细节展示

1.2.1 帽子

户外运动时,如遇到大风天气,头部的遮挡必不可

少。头部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之一,在户外需要重点

加以保护。此帽子的设计是可拆卸的,在不需要的时

候拆掉它可减轻衣服的重量;而且冲锋衣的兜帽帽檐

是硬质的,使其不至于遮挡视线,兜帽的大小和形状可

调节,以适合头部佩戴。再加上抽绳的功能[6],无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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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大小,穿着者是否肥胖,大多能满足他们的户外运

动要求,能够防晒、挡风、防水。一方面能对头部起到

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穿着者追求轻便性,或者夜

间睡眠需要枕头时,可以拆卸下来单独放置。

针对有些地区的天气情况会有不同,如某些地区

空气质量不好、有雾霾等,户外运动者不可能每次都装

备器材齐全,当遇到无法预知的特殊情况时,一些备用

的防护用具就需要使用。为了满足户外运动者对装备

的要求,在设计时增加了户外运动装备的存放功能。

在帽子的里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口罩,平时口罩贴在帽

子内部,当需要被使用时可以方便拿出。这种设计考

虑到了口罩的轻薄性和透气性,放在帽子的内部对头

颈部受重和头部的舒适性进行了充分考虑。而且口罩

可拆卸,节省空间,具有便携性。

1.2.2 腋下拉链

服装对人体与环境之间的热交换具有重要影响。

在人体活动过程中,如果人体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通

过服装传递到外界环境,在衣下将会形成热蓄积,从而

对安全和健康造成较大危害。

形成热蓄积的主要原因是服装衣下空气层与外界

环境之间空气交换不充分,空气交换率低使得衣下空

气层湿度增大,从而使皮肤表面汗液蒸发减少,导致人

体体温升高,同时空气交换率低也显著影响对流散热。

这种服装衣下空气层与外界环境之间气体交换的现象

被称为服装通风效应。显然,通风效应对着装人体蒸

发和对流散热有着重要影响。形成服装通风效应的途

径主要有3种:衣下空气层直接透过服装面料与外界

环境之间进行交换;衣下空气层通过服装开口部位与

外界环境形成自然对流进行交换;由于人体运动或环

境风速使衣下空气层通过服装开门部位与外界环境形

成强迫对流进行交换,通常被称为“风箱效应”。可见,

服装面料性能及服装开口等设计特征是影响服装通风

效应的主要因素,并最终决定人体着装的生理舒适性。

胸部、腋下、背部、臀部是人体主要散热和显汗区

域[7]。所以,设计时考虑在腋下设置拉链,其原理是在

胸部或腋下部位增加开口有助于降低服装热阻[8]。若

人呈稍前倾站立姿态,躯干前部衣下空气层间隙较大,

在胸部或腋下开口可促进衣下空气与外界环境之间自

然对流,降低服装热阻。服装在背部贴合于人体表面,

衣下空气层间隙较小,背部开口对服装热阻影响较小。

另外,采用隐形拉链的好处在于增加便利性和美

观性。隐形拉链体积小,它的使用能够避免户外运动

时穿着者大量出汗而引起的不适。穿着者可以在大量

出汗时拉下拉链,进行排汗散热[9]。腋下里料采用涤

纶网眼布,耐磨弹性好,有良好的洗可穿性能,网眼的

存在改善了涤纶本身的闷热性,使得服装透气性得到

改善,减少不适感。

1.2.3 反向袋盖

口袋是服装结构中一个重要的部件,其经常用来

舒缓垂臂带来的疲倦感和承担一些小物品的容纳功

能。

口袋种类有斜插袋、直插袋、挖袋、暗口袋等,见图

3。结合不同口袋的式样,采用了斜插袋和暗口袋的组

合。

图3 不同种类的口袋

口袋设计在两侧较高的位置,从而不会阻碍穿着

或佩戴腰包、安全带和腰带等。口袋内侧有隔层,方便

物品分类。材料采用密合式的防水插兜并内衬暖手

绒。
户外天气难以预测,随时可能刮风下雨。由于重

力和服装表面的导流作用,水流会顺着衣服表面向下

流淌,从而浸湿内层衣物或破坏袋内物品。因此,本装

备采用反向袋盖设计,从而防止拉链浸湿,防止物品

从袋内掉落。

1.2.4 肩部和袖口处反光条

反光条是一种常见的安全设备,种类也有很多种,
适用范围很广泛,按照材质的不同可分为反光晶格条、
反光布、反光织带、反光条等。在夜间或黑暗处,反光

条可以增强人的第一视觉感。
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反光条越来越多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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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工作服中,在生活中开始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灯光直射服装时,反光条就会呈现亮光状态,这种特

殊性能非常适用于晚上运动的群体,为户外运动者夜

间活动时或遇到车辆时候起到警示的作用,保护穿着

者的安全,同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伴。
一般运动者进行户外活动,大多是在人烟稀少的

地方,如山林、野外等地区。这些地区灯光照射昏暗,
来往人群少,容易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在户外或

者马路上,光线太暗物体不容易被人感知,就会有潜藏

的危险。若穿着者遭遇到一些不可抗拒因素的危险,
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有灯光照射到穿着者的身上,并且

由于该服装的反光条设计位于肩部、袖部这些明显的

部位,受到光线的照射而进行反射,在灯源处的人就会

很容易看到穿着者,从而使得穿着者得到援助。虽然

小小的反光条并不起眼,但它可以预防很多事故的发

生。

1.2.5 袖口

在袖口处做抽绳设计。在日常穿着时,袖口穿绳,
能在翻折状态下收紧,增强袖口处的防风保暖功能,防
止风灌入袖口;还能增加运动的便利性,减少因为袖口

过大而刮到周围事物的可能性。抽绳可以由穿着者自

己调节长短从而调节袖口的松紧,保证了不同穿着者

的舒适状态。袖口抽绳的特殊功能还在于设计的服装

在夜间转换为睡袋时,袖口处有抽绳收紧,可以起到防

风保暖的效果。并且,在野外露营时很有可能遇到蚊

虫、蜱虫等,将袖口扎紧可以基本防止蚊虫等从袖口进

入衣服或睡袋对露营者造成伤害,从而能够保证露营

者的安全和良好的睡眠。

1.3 色彩设计

相对于户外服装的美观性,色彩的功能性更受穿

着者和设计者的关注。在心理上,不同的色彩会带来

不同的心理暗示,而情绪是影响运动者技术发挥的因

素之一。服装的上半部分使用高饱和度、高明度的黄

色会令户外运动者感到愉快积极,增强自信。下半部

分采用绿色给人以希望和宁静的感觉,有助于运动后

的休息恢复。对于户外环境来说,服装色彩的作用之

一是对户外运动者视力范围的影响。视力范围是指眼

球固定不动时所能看到的全部外界的范围。黄色的视

力范围较大,作为上半身的颜色,方便队友辨别其位

置,以防碰撞。在生理上,波长较长的颜色能引起肌肉

扩张性的反应,黄色的波长较长,可以引起人的注意。

而下半部分采用绿色则是考虑到视觉生理平衡和心理

平衡。黄色和绿色作为邻近色,在视觉上有变化又和

谐,有亲近感,防止视觉疲劳。此外,运用这种视觉平

衡的色彩设计还能修正体型,衬托肤色。

2 面料选择

对于透气、排汗、保暖、防风等苛刻甚至是相互矛

盾的性能要求,技术上常通过多层服装材料或者多途

径的复合和整理来实现。户外运动服装“三层着装

法”[10],即内层服装排汗,中层服装保暖,外层服装防

风,这三层服装既可以单独穿着也可以组合穿着,以应

对不同的天气和地理环境。
借鉴“三层着装法”的外层和中层设计原理,本文

设计的服装面料采用 GORE-TEX、抓绒两层面料组

成。

2.1 外层

在野外露营时,早上的时候会出现露水或雾气,会
打湿帐篷,甚至睡袋,可能会给睡眠中的户外运动者造

成太过潮湿的不良体验。一些户外环境风速较大,疾
风能迅速带走人体热量,所以抗风的功能也极其重要。
针对这样的户外环境,需要防风且防水性能好的面料。

防水透湿面料是指水在一定压力下不能浸入面

料,而人体散发的汗液却能以水蒸汽的形式通过面料

传导到外界,从而避免汗液积聚冷凝在体表与面料之

间以保持服装的舒适性。现有的技术通过涂层和层压

防水透湿膜来实现透湿。
自然环境中,雨水中直径最小的轻雾的直径为20

mm,毛毛 雨 的 直 径 为400 mm。层 压 防 水 透 湿 膜

GORE-TEX薄膜[11]上的微孔比水滴小20000倍,可
以实现防风防水。而在人体-服装-环境的微气候

中,人体产生汗液水蒸气分子的直径为0.0004mm,
由于内部湿度比外界高,内部就会产生较大的压力,

GORE-TEX薄膜比汗液水蒸气分子大700倍,水蒸气

会随着内外湿度而产生的压力差通过薄膜排到衣服外

层,实现透气。

2.2 中间层

为了应对野外各种恶劣的天气,同时也让户外运

动者在露营时能够有更好的睡眠体验,保暖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我们设计的这款户外服装也具有良好的保

暖功能。
抓毛摇粒绒织物作为中间层综合保暖性能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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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考虑较为合适。抓毛摇粒绒织物保暖层由织物反

面绒毛层、织物地组织层和正面摇粒层组成[12],各层

纤维之间形成的间隙都夹持了大量的静止空气作为良

好的隔热介质。结合服装的宽松设计,能够满足达到

保暖效果的空气层和人体运动伸展。采用保暖类抓绒

双面起绒,利用蓬松绒面集聚身体周围的空气,形成一

个不流动的空气层来进行保暖,在户外环境中配合外

层GORE-TEX薄膜服装整体穿着能起到更好的保暖

效果。缝纫时采用包缝线迹,同时缝纫线的选择应与

面料相匹配,采用化纤包芯纱,与棉线相比,其缩水率

小,强度、耐磨性好。

3 充气技术

为了增加睡袋功能舒适性和保暖性,服装设想采

用可充气的结构。借鉴 NuDown公司充气式夹克背

心的设计,充气气泵设置在口袋里和颈后处,用手挤压

小气泵增加空气实现充气。在服装的下半身部分采用

充气技术,满足穿着者更高的保暖需求和夜间睡眠的

舒适性。
通过气泵向衣服内充气,调整空气层厚薄从而调

节温度[13]。气温低的时候,就用手挤压小气泵,增加

外套当中的空气,进行保暖;气温高的时候,就打开释

放阀门,放出空气,以降低温度,见图4。采用此技术将

充气装置放在下半身衣片处和帽子处。在夜间转换成

睡袋的时候,充气装置一方面能够增强睡眠时的舒适

性,另一方面能增强夜间的高度保暖性。局部设计充

气而非全身的充气设计能够避免不透气的情况,做到

良好的透气排汗功能。日间穿着时可将睡袋部分衣片

翻折到上部,将气体排出,使之不至于臃肿,若感觉热,
可将睡袋部分衣片拆卸,使行动方便。设想将气泵装

置放置在口袋内侧和颈后,一边控制睡袋衣片气压,一
边控制帽子处的气压,方便调整。

图4 充气方式

4 结语

此款功能性睡袋冲锋衣在结构上以折叠法和拆卸

法实现户外服装和野营帐篷之间的功能转换。同时增

加细节设计,在袖口采用抽绳和可翻折的设计使之防

风防雨防虫,帽子轻便可拆卸又可安装口罩防雾霾,口
袋有反向袋盖保护拉链防水浸湿,在肩部和袖口处安

装反光条保护穿着者的安全。在色彩的选择上,考虑

到生理、心理、视力范围和视觉平衡等采用黄色和绿

色。在面料选择上,依据“三层着装法”的理论选择了

GORE-TEX和抓绒面料作为服装的外层和中层面料。
另外,在睡袋下片和帽子处加入了充气设计使其更加

保暖的同时排汗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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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DesignofFunctionalSleepingBagGarment
ZHOUYing-ying,CHENYi-ning,ZHANGYi,LIRen-lu,XUFeng,SUJun-qiang*

(SchoolofTextilesandClothing,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12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iscussionofpotentialneedofoutdoorsportsenthusiasts,athoughtoftransformationbetweenoutdoor
wearandsleepingbagwasputforward.Foldinganddismountingmethodswereusedtoimplementthistransformationbyzippersand
buttonsfromtheperspectiveofstructureandfunctiondesign.Meanwhile,combinedwiththehumanengineering,bellowseffectand
thehuman-apparel-environmentsystem,theprinciplesandimplementationmethodsofcuffs,hat,water-proofpocketsandreflective
stripsweredesigned.Duetotheprincipleofthree-layerdressingcode,GORE-TEXtextileandfleecewereusedastheouterandmid-
dlelayertorealizetheirwearingfunction.

Keywords:outdoorsports;outdoorwear;sleepingbag;outdoorequipment


(上接第3页)
数码化设计解决高经密织造的复杂运算。提出借助彩

条牵经技艺分担纬向显色的负荷,以多种渐变工艺作

为基础:一是增加色彩而不增加经密,将总经密以尼雅

出土二重平纹汉锦的取值范围为参考的局部渐变彩条

薄型织物品种设计框架;二是尝试高于经密120根/cm
且降低纬重数的高经密彩条厚型织物品种设计框架。
如何将纬织原理嫁接彩条牵经技艺,采用适合的组织

形式,通过巧妙的间丝设计,利用共口和色、换箱飞梭

原理,研发出核心技艺、织物外观、文化内涵由内向外

高度平衡的产品,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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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ActivationofWarpBrocadeSkillsinShuBrocad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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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tandClothingDesign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2.SichuanShujingCultureCommunicationCo.,Ltd.,Chengdu610096,China)

  Abstract:TheancientShubrocade,asanimportantrepresentativeofthewarpbrocadeintheHanDynasty,wascloselyrelatedto

theevolutionofwarpbrocade.Withtheactivationoftraditionalskillsasaim,throughliteraturereviewandcaseanalysis,itwasput

forwardthatcolorstripesandhighdensityweavingwerethecorecharacteristicsofbrocadeweavingtechniquesintheHanDynasty.

Theinnovativevalueoftheintegrationoftraditionalskillsinmodernfabricdesignwasdiscussed.Thedesignstrategyofgradedcolors

forthinfabricsandhigh-densityfabricsweresummarized.Throughthedesignwayfrominsidetooutside,fromformtomeaning,it

wasconducivetoformtypicalappearanceandculturalconnotationsofShuBrocade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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