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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运动文胸的设计入手,借助光致变色材料使运动文胸的外观产生动态变化。采用印花法的工艺方式进行

运动文胸的设计。分析了现阶段运动文胸的设计原则和特点,分别对运动文胸的色彩、图案和款式造型进行设计,从而实

现运动文胸设计的个性化及美观性,弥补运动文胸个性化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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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提升使得女性消费者对运

动文胸的审美需求更加多元化,而化工材料、现代纺织

创新技术为女性消费者对运动文胸的审美需求提供技

术支撑。目前,部分高校的研究学者重点探究了胸部

位移与运动文胸舒适性的关系[1],款式结构造型设

计[2-4]和热湿舒适性[5]等,但是几乎没有对运动文胸

外观效果的研究。光致变色材料在紫外光和可见光的

照射下,会发生色彩的变化。本文借助现代创新技术,
利用光致变色材料,使得运动文胸的色彩、图案产生动

态变化,从传统的“静态”效果转变为“动态”效果,为运

动文胸的开发注入新的活力。

1 灵感来源与设计思路

1.1 灵感来源

随着女性对运动文胸个性化需求的增加和对功能

性面料要求的提高,新型光致变色纤维材料和面料将

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色彩在服装中

有第一视觉之称,是所有造型艺术的要素之一,借助光

致变色材料使运动文胸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2 设计思路

从运动文胸的功能设计入手,借助光照的变化而

产生变色视觉效果,使运动文胸的外观效果产生动态

变化,由静转动的特性给女性消费者增添不一样的趣

味。光致变色材料的出现,可作为新的设计元素,为运

动文胸的设计带来创新,使女性运动爱好者充分享受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时尚的动态视觉效果。

2 变色材料的定义和选用

2.1 变色材料的定义

变色材料是一种借助外界环境变化刺激而出现颜

色变化的材料。这种材料按照其变色所需要的条件,
分为光敏型变色材料、热敏型变色材料、电敏型变色材

料、湿敏型变色材料及其他特殊致敏型材料[6]。

2.2 变色材料的选用

目前,纺织品加工中采用最多、工艺最为成熟的是

热敏变色材料,其次是光敏变色材料(光致变色材料),
湿敏变色材料用于纺织品加工的报道不多,至于导电

和压敏变色材料则一般不用于纺织品加工。光致变色

材料具备手感好、稳定、持久等优点,因此采用光致变

色材料作为本研究的变色材料,并在运动文胸的设计

中加以应用和讨论。

2.2.1 光致变色材料

光致变色材料是指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转变成

其异构体,该异构体可在热的作用下或其他波长的光

照射下转变成原来的分子,该分子与其异构体的吸收

光谱具有明显的不同。光致变色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可逆性,因为在光作用下由不可逆反应引起的颜色

变化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化学反应,并不包含于光致变

色的范围[7]。

2.2.2 光致变色的原理

如式(1)中所示,化合物 A在外界光(hυ)的刺激

下,产生结构方式或电子能级的转变,形成了吸收光谱

不同的化合物B,而B在其他波长的光(hυ')或热(Δ)
的作用下,又返回到化合物A。由于物质A和B之间

的吸收光谱产生了变化,当这一变化在可见光下,便出

现了一种可与人眼颜色和色度相比较的可逆颜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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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A
hυ

hυ'或Δ  B (1)

  图1为光致变色能级图,可用来描述光致变色现

象中的能级模式。化合物 A吸收某种波长的光(hυ)
后,经过电子激发而形成热力学上相对不稳定状态的

化合物B,而化合物B在吸收了另一种波长的光(hυ')
后,又返回到化合物A。

hυ

ΔE

A

ΔH

ΔE′

hυ′

图1 光致变色能级图

当化合物B与过渡状态之间的能量差(活化能

ΔE')较小时,由于分子的热运动使得化合物B不经过

其他光线照射的条件(称为热的条件或暗条件)下就能

自发返回到化合物A,如式(2)中所示。光致变色化合

物的应用使纤维材料受到光线照射时发色,当光线被

遮断,颜色也随之消散。此时,周围环境对化合物B的

稳定性影响很大,例如温度、溶剂、黏度等[8]。

A(λ1)
光

暗
 B(λ2) (2)

2.2.3 光致变色纺织品的生产工艺

利用光致变色化合物可生产具有变色功能的纺织

品。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来制备光致变色纺织

品[9-10]。
(1)印花法

该方法将光致变色化合物、溶剂、光稳定剂等放置

在一起,用天然或合成的聚合物或微生物皮膜,经过相

分离、界面反应法、物理法等包裹成几微米到几十微米

的小球,然后将其固着于织物表面,从而得到光致变色

织物。由于连接料、溶剂、添加剂等问题可能会引起光

致变色材料发生反应,使用光致变色材料时须同时考

虑这些因素,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方法应能够满足手感

柔软、耐洗涤性、摩擦牢度等要求。印花法操作简便,
工艺流程简单且质量容易把控,不需要繁杂昂贵的仪

器设备,对织物纤维无选择性,尤其适用于棉梭织物和

针织物,因此印花法是光致变色材料在纺织品上应用

的主要方式。
(2)共混纺丝法

共混纺丝法是通过将光致变色化合物均匀地分布

在各种化学纤维的纺丝液中,从而生产出光致变色纤

维。根据不同的纺丝液,可分为熔融纺丝和溶液纺丝2
种。这种方法要求光致变色化合物具有较高的熔点,
热稳定性好。其优点是制成的纺织品手感好,耐洗涤,
变色效果较持久等。

(3)接枝聚合法

将具有光致变色性能的基团或光致变色化合物分

子通过共价键结合在高聚物高分子主链或侧链上,使
其具有光致变色特性及快速光响应速度,且不会影响

光致变色效果,这种具有光致变色特性的高聚物在纺

织品中的应用是通过纤维技术实现的。接枝改性方法

的缺点是产率较低、牢度较差,其褪色速度和变色速度

均减慢,耐疲劳度也会相应降低。
(4)化学法

将光致变色染料引入纤维基质的过程中,染料与

纤维基质之间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了化学键。这类光致

变色纤维不仅染色牢度好,且耐洗耐用,但是化学法制

备光致变色纤维对光致变色染料的化学结构有特殊要

求,光致变色染料必须有活性基团,并能够和各类纤维

基质上大量存在的活性基团发生化学反应。目前,这
种变色染料的品种较少,存在价格高、染料合成困难等

问题。

3 现阶段运动文胸设计的原则和特点

外观设计作为运动文胸设计的重要部分,直接影

响着女性消费者的直观印象和购买欲望。良好的运动

文胸产品除了其所需的功能性设计外,美观性同样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外观的构成要素有很多,其中

主要包括面料的色彩、图案和款式造型等。

3.1 色彩运用

服装的色彩是影响服装整体效果的因素之一[12],
色彩的属性包括色相、纯度、明度等,而不同色相、纯
度、明度的色彩都能自由地混合,进而重新组合出一组

色调,给人眼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并能唤起消费者的情

感,是影响顾客购买意向的首要因素。
运动文胸对于色彩的运用具备以下3点:人性化、

象征性、流行性。对于色彩的人性化,色相是影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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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纯度和明度。不同的色相使

人联想的事物、心理感觉都有所区别。色彩的象征性

要求运动文胸最好要有色彩辨别度,在女性进行运动

期间,需要用醒目、个性化的配色组合来凸显自己的个

性和生活态度。色彩的流行性则要求对大量的流行色

进行选择,挑选出与本设计精神相符的色彩,或者通过

调整色彩的纯度、明度及冷暖调使运动文胸的整体更

加和谐。

3.2 图案设计

图案是一种装饰性强的艺术表现形式,广泛应用

于现代设计的各个领域[13]。服装不仅体现着文化特

征,而且起到介绍我们身份的作用。图案的形象特征

比服装结构、面料肌理、工艺细节更为直观。
运动文胸图案设计中主要强调以下几个原则:抽

象性原则,具有隐晦、模糊、意象等特点的抽象图案形

式;图案增强动态感,直线的排列组合能加强线条的动

态感及亲和感,运用在运动文胸的图案设计中具有简

洁大方的效果;图案面积疏密对比,图案疏密的排列与

变化会使运动文胸整体具有节奏感;与运动文胸造型

结构相配合,若要突出造型结构简洁,图案可稍加密集

和复杂,但要求图案的位置、大小、数量合理,起到美化

运动文胸造型的作用,反之,设计的重点是廓形。设计

的目的要突出结构细节,就要求图案能够引导视线,形
成装饰中心的视觉效果。运动文胸有其独特的结构形

式,图案和装饰的部位应与其匹配,图案的造型应依附

于运动文胸的结构而存在。

3.3 款式造型设计

运动文胸最重要的设计点是其特殊的功能性,它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抑制乳房的震动,避免韧带拉伤、乳
房下垂等问题[14]。因此,运动文胸的设计应考虑款式

造型美观性,并从人体工效学的角度进行款式造型设

计[15]。在穿着运动文胸的过程中,人体受力的分布状

态是运动文胸进行结构和造型设计的基础。运动文胸

罩杯、肩带、背部、分割结构线等款式造型元素的运用,
都影响着运动文胸设计的美观性。

4 基于光致变色材料的运动文胸设计

4.1 运动文胸的色彩设计

色彩作为变色运动文胸设计中的主要因素,是着

装者和欣赏者对变色运动文胸产生的第一审美感受。
可选择无彩色和有彩色的变化搭配或有彩色系间的变

化搭配,而无彩色和有彩色的变化搭配有2种配色方

式:无色变有色系列和有色变有色系列。在进行光致

变色运动文胸设计定位前,还需了解当季的色彩流行

趋势,并根据不同消费人群进行选择。
光致变色运动文胸的色彩运用极其重要,须考虑

到变色后呈现的效果,同时要掌握图案变色前与变色

后的颜色基调。如图2所示,选择有彩色系间的变化

搭配,在款式造型简洁的基础上,采用蓝紫色为基调,
赋予魅力与遐想,包边和底围采用红色增添动感活泼

的视觉效果,变色后成深蓝基调,红色部分保持不变,
成熟而不失活泼。

(a)变色前

(b)变色后

图2 光致变色运动文胸的色彩设计

4.2 运动文胸的图案设计

运动文胸图案的设计要点包括大小、形状、位置、
数量4方面,图案处理得当可以使变色运动文胸富有

青春活力。运动文胸的图案元素设计可采用条、块、面
的色彩拼接,有的是横向拼接,有的是竖向镶拼,还有

采用包边拼接的方式。抽象图案、标语也是运动文胸

中常见的装饰图案[16]。
变色图案须附着在运动文胸的某些部位才能反映

出其艺术性和实用效果,运动文胸变色图案的设计,对
于运动文胸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图3
(a)采用条纹设计,并采用异色相间呈现律动感;图3
(b)采用包边拼接,突出运动文胸简约的轮廓造型;图

3(c)采用抽象图案设计,呈现个性化与时尚化;图3(d)
采用标语设计,纯色和简单的块状字体突出标语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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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个性俏皮。

(a)竖条纹图案设计

(b)包边拼接设计

(c)抽象图案设计

(d)标语图案设计

图3 光致变色运动文胸的图案设计

4.3 运动文胸的款式造型设计

结合文胸款式与光致变色材料,探索与当下流行

趋势一致的设计元素。现代运动文胸的设计,可以说

是立体型的设计,需要充分把握人体结构和人体运动

规律。就外观视觉效果而言,在设计光致变色运动文

胸的款式造型时,可从罩杯、肩带、背部、分割线等入手

(见图4),注意拼接和局部点缀方法的使用。

5 光致变色材料在运动文胸设计中的应用

(a)罩杯设计

(b)肩带设计

(c)割线设计

(d)背部设计

图4 光致变色文胸款式造型设计

5.1 应用场合

光致变色运动文胸主要针对女性在进行休闲健身

时穿着,也可搭配日常服装进行穿着。光致变色材料

的应用使运动文胸的色彩产生动态变化,由静转动的

变化凸显其时尚与个性,使女性在休闲健身过程中增

加别样的趣味和新鲜感。

5.2 应用效果

就变色运动文胸的变色设计而言,最大的特点是

运用感光变化的鲜亮颜色,在色彩变化上相互配合,突
破单一不变的色彩模式设计。由于运动文胸变色设计

运用单一色彩变化会使整体色彩显得过于严峻,可适

当添加其他材料色进行变色设计,点缀各个部位来完

善整体效果,使运动文胸获得很好的变色设计效果,增
加整体变色画面的亲和力。整体变色设计中无彩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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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彩色搭配可产生既统一又跳跃的变色效果,使运动

文胸整体色彩富有层次。此外,增加材料变色效果,款
式造型设计变色效果,强调罩杯、肩带、分割线、背部等

的装饰变色设计,产生强烈视觉效果,增加运动文胸色

彩设计的附加值。各类型光致变色运动文胸变色后的

应用效果如图5所示。

(a)竖条纹图案设计

(b)包边拼接设计

(c)抽象图案设计

(d)印字图案设计

(e)罩杯设计

(f)肩带设计

(g)分割线设计

(h)背部设计

图5 光致变色运动文胸变色后的应用效果

6 结语

(1)运动文胸的色彩设计要考虑到变色后的效果,
掌握图案变色前与变色后的颜色基调,同时了解色彩

流行趋势,并根据不同消费人群进行色彩设计。
(2)运动文胸的图案设计主要从大小、形状、位置、

数量4个设计要点入手,元素设计可采用条、块、面的

色彩拼接,抽象图案和标语设计等装饰手段。
(3)运动文胸的款式造型设计变化可从罩杯、肩

带、背部、分割线等入手,并注意拼接和局部点缀方法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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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pplicationofSportsBraBasedonPhotochromicMaterials
HUANGLi-ping,ZHOUJie*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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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photochromicmaterials;sportsbras;design;individuation


(上接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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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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aluationofWearingAppearanceofMammaAccessoria-controlledBra
JINDu-juan

(CollegeofApparel&Art,ShaanxiFashionEngineeringUniversity,Xianyang71204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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