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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副乳可控型文胸的概念,通过着装实验设计,研究了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后的外在效果,使人们更好

地了解这类文胸的特点,为人们正确的穿戴和选购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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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副乳可控型文胸概念

人们长期购买不适合自己的文胸并以不正确的方

式穿戴文胸都会导致腋下副乳的产生。副乳可控型文

胸作为调整型内衣的一种,是以调整型文胸为基础,专
门针对女性腋下副乳设计的一类具有侧收副乳效果的

文胸,这些设计主要体现在罩杯、肩带、侧比等相关部

位,它可以很好包裹、固定、调整副乳,达到对副乳的可

控性。

1.2 副乳可控型文胸穿着外观效果影响因素

(1)人体因素

人体因素主要是指人体的生理因素即人体乳房的

形态。当文胸的规格尺寸与女性的身体尺寸相符时,
才能产生最好的塑形效果。如果乳房形态与塑身文胸

的号型不配伍,则无法塑造比较完美的胸型,如当乳房

形态为半球型却选择1/2罩杯的束紧片式塑身文胸

时,会出现罩杯上缘挤压乳房,产生明显勒痕,腋下产

生副乳的现象,对胸部的曲线美造成严重影响;当乳房

形态为扁平型却选择深 V薄型的束紧片式塑身文胸

时,乳房无法填满撑起罩杯,造成罩杯上托部分松垮贴

到乳房上,乳房隆起效果不明显且影响乳房曲线。
副乳可控型文胸的主要功能是对人体腋下副乳的

侧收作用,原则上不仅要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压力需

求,更要满足塑造人体胸部形态美观的要求。
(2)结构因素

副乳可控型文胸的主要组成部件与普通的调整型

文胸类似,但是它具有其特殊的结构,如夹弯位的设

计、肩带处的设计、胶骨处的设计等,这一类结构设计

会影响到它的侧收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其穿着效

果的评价。

2 副乳可控型文胸穿着外观效果评价指标

为了更好的描述副乳可控型文胸的穿着效果即对

腋下副乳的包裹程度、可控效果,有必要引入一个量来

评价其效果,故引入“侧收度”来作为副乳可控型文胸

穿着效果的评价指标。
用侧收度来评价副乳可控型文胸的穿着效果,那

么侧收度指的就是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后对人体腋下

副乳的侧收包覆程度,它能够定量的描述副乳可控型

文胸穿着效果。一般认为,副乳可控型文胸的侧收度

是指副乳可控型文胸对人体腋下副乳的收服包裹程

度,它是以人体腋下副乳为依据,受到文胸材料、文胸

结构及其工艺手段等的影响。副乳可控型文胸对腋下

副乳的收服包裹程度越高,就说明副乳可控型文胸的

侧收度越好。
侧收度等于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前人体部位尺寸

减去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后人体对应部位尺寸。不同

的部位有不同的侧收度,值越大,侧收效果越好。
令ω 表示侧收值;1,2,……,i表示人体各测量部

位;ΔXi 表示人体各测量部位的侧收值;y1,y2,……,

yi 分别表示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前人体各部位尺寸;

x1,x2,……,xi 分别表示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后人体

各部位对应尺寸。副乳可控型文胸侧收值可以简单的

表示为:

ω=∑ΔXi

i
(1)

3 副乳可控型文胸穿着效果评价分析

3.1 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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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文胸的选择

本试验的目的是对目前市面上已经有的几种具有

不同结构特点的副乳可控型文胸穿着效果进行评价,
文胸的号型选择75B,选择的款式如图1所示。

试验文胸A

试验文胸B

试验文胸C
图1 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

3.1.2 人员的确定

试验人员选择年龄在24~27岁的女性。体型特

征要求这些女性腋下有类似于医学上所说的小副乳或

是更小的副乳,这些副乳可能是因为穿着文胸不当所

形成的。

RonaldHeus和GeorgeHavenith认为,主观试验

中典型的受试者涉及方案的最少人数是8人时即可获

得具有足够敏感度的试验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当参

加试验人数为6人时,就可以在自由度是5%的基础上

获得较为可靠的试验结果,但是如果有一名试验人员

给出了和其他试验人员相反的结论时,那么此时至少

需要8名试验人员才能确保试验结果的可靠性。为了

研究方便,选择10名满足上述生理条件要求的女性作

为试验人员。

3.1.3 试验目的与方法

本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副乳可控型文胸的穿

着外观效果,即副乳可控型文胸对腋下的侧收效果和

程度,通过评价指标“侧收度”来客观评价穿着副乳可

控型文胸的外观效果,分析副乳可控型文胸对副乳的

侧收效果。
采用德国 Tecmath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扫描仪及

相关的配套软件进行副乳可控型文胸穿着外观效果的

客观试验数据的采集和测量,包括Tecmath非接触式

三维人体扫描系统和ScanWorX数字化人体交互测量

软件。ScanWorX数字化人体测量软件可以处理人体

上的数据点,将扫描的结果进行三维展示,并按照要求

进行测量。

3.1.4 试验环境与测量要求

副乳可控型文胸的穿着外观效果客观试验是在陕

西服装工程学院三维人体扫描实验室完成。试验环境

应满足:温度为25±3℃,相对湿度为60%±5%;测量

者的穿着要求:试验人员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和普通

内裤,将头发挽起或是用帽子遮盖等;测量者的姿势:
试验人员双脚站在指定位置,双臂自然下垂向内侧张

开,测量时头部水平,身体保持稳定。

3.1.5 试验过程

在特定的试验环境下,试验人员以正确的试穿方

式穿着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
(1)试验人员首先进入实验室,在人体指定位置贴

上标记点(为方便后续测量位置的一致性,避免误差),
调整状态,以正确的姿势站立在指定位置,用非接触式

三维人体扫描系统对未穿着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前净

体下的试验人员进行扫描;
(2)试验人员穿着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A,保证文

胸穿戴合适正确,以正确的姿势站在指定位置用非接

触式三维人体扫描系统对试验人员再次进行扫描并保

存扫描结果;
(3)完成步骤1和步骤2后,试验人员休息5~10

min,依次穿着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B和试验文胸C,
按照步骤2的操作用Tecmath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扫描

仪分别对试验人员进行扫描并保存扫描结果。
(4)当所有的试验扫描完成后,利用ScanWorX数

字化人体交互测量软件按要求进行测量并记录测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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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后期试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做准备。

3.1.6 数据测量过程

首先测量未穿着试验文胸前的净体人体数据,根
据试验过程中在人体上所做的标记点的位置来确定腋

下横切面的位置,如图2所示;然后将切面进行分层处

理并选择“闭合曲线测量”来测量切面的长度即腋下的

围度,如图3所示。穿着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后的测

量方法与未穿着试验文胸的测量方法相同。

图2 腋下测量部位示意图

图3 测量示意图

3.2 结果分析

3.2.1 侧收值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在计算分析副乳可控型文胸侧收值之前,需要对

相关变量(包括 “侧收度”指标中的相关变量)进行重

新的定义,定义以下的变量:

A、B、C分别表示文章中的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

R表示着装对象,Rm 表示第m 个着装对象,本文

共选用10个着装对象;

D表示侧收值的测量部位;

Q 表示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前人体测量部位尺

寸;

H 表示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后人体测量部位对应

尺寸。
根据以上字母意义,如变量ΔXA 表示文胸A的客

观侧收值;ΔXAD 表示文胸 A测量部位处的侧收值;

ΔXADR1 表示1号着装对象穿着文胸 A时测量部位

处的侧收值。
令QD 表示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前人体腋下测量

部位对应的尺寸;HD 表示穿着副乳可控型文胸后人

体腋下同一测量部位对应的尺寸。

QD 和 HD 是通过三维人体扫描后利用Scan-
WorX数字化人体交互测量软件测量的穿着副乳可控

型试验文胸前后的腋下尺寸。
那么,1号着装对象穿着文胸 A时测量部位处的

侧收值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ΔXADR1=QD-HD (2)
试验人员穿着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后测量部位的

侧收值如表1所示。
表1 试验文胸的侧收值 单位:cm

试验文胸 ΔXD

A 1.38
B 1.09
C 0.56

3.2.2 侧收值相关变量的计算

现以试验文胸 A测量部位D处的客观侧收值为

例,阐述表1中各值的计算过程。
先计算ΔXADR1=QD-HD(1号着装对象穿着

文胸A时测量部位D处的侧收值),如表2所示:
表2 各着装对象穿着文胸A时测量部位D处的侧收值

单位:cm

序 号 ΔXADRm

1 1.5
2 1.3
3 1.2
4 1.3
5 1.4
6 1.7
7 1.2
8 1.4
9 1.5
10 1.3

  再计算ΔXAD (文胸A测量部位处的侧收值),将
每个着装对象的侧收值相加做平均值。

那么ΔXAD =1.38cm。同理计算文胸B、C测量

部位D的侧收值ΔXBD =1.09cm,ΔXCD =0.84
cm。

3.2.3 结果分析

侧收值计算的结果是副乳可控型试验文胸 A、B、

C的侧收值分别是1.38cm、1.09cm、0.84cm,可以看

出,文胸A对副乳有较好的侧收效果,文胸B次之,文
胸C对副乳的侧收效果相对最差。 (下转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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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pplicationofSportsBraBasedonPhotochromicMaterials
HUANGLi-ping,ZHOUJie*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Startingfromthedesignofthesportsbra,theappearanceofthesportsbrawasdynamicallychangedbyphotochromic
materials.Themethodofpaintprintingwasadoptedtodesignthesportsbra.Currentprinciplesandcharacteristicsofsportsbrade-
signwereanalyzed.Thecolor,patternandstyleofthesportsbraweredesigned.Itcouldachievethepersonalizedandaestheticof
sportsbraandmakeupforthelackoftheindividuationofsports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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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提出副乳可控型文胸穿着外观效果的评价指标,
通过试验设计对比分析3款具有不同结构特点的副乳

可控型试验文胸穿着外观效果,可以得出:副乳可控型

文胸A、B、C的侧收值分别是:1.38、1.09、0.84cm;计
算结果数据说明文胸A具有最佳的穿着效果,即副乳

可控型文胸A对副乳的收覆效果最好,文胸B次之,
文胸C相对较差。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可以通过测试穿

着文胸对人体所产生的压力进行穿着效果的综合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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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onceptofmammaaccessoria-controlledbrawasintroduced.Theexternalwearingeffectofthebrawasstudied
throughtheexperiment.Itcouldmakepeoplebetterunderst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iskindofbra,andprovideguidanceforpeople
towearand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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