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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服装舒适性为基础,建立“人体-文胸-环境”系统,从影响该系统平衡的人体-文胸界面出发,对文胸舒适性

进行了定义,讨论了影响文胸穿着舒适性的因素,进而为文胸舒适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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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胸的设计与制作要求功能性、美观性与舒适性

三者相互统一。功能性指文胸对乳房的保护与塑形作

用,是文胸最基础的作用;美观性是影响购买决策的最

直接的因素;而舒适性是指文胸与人体胸部直接接触

的主客观感受,是影响文胸质量的重要因素[1]。三者

相互独立并共同构成文胸价值,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

意愿。
在消费观由量到质,由基础性消费向享受型消费

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文胸的健康、安全与舒适性成为女

性最为关注的话题,文胸的舒适性成为企业评价文胸

质量好坏的首要标准。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就文胸穿

着舒适性展开分析。

1 文胸穿着舒适性定义

文胸穿着舒适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广义上

讲,它是指穿着文胸时机体感觉愉悦的状态。由于文

胸与人体胸部直接接触,穿着过程中与人体不断地发

生力的作用。这种力的作用首先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

种情况,即静态下使乳房保持一定的美感,动态时保护

乳房,免于运动产生的疼痛感;其次该作用力应有助于

人体的生理机能活动,保证穿着者生理心理上的愉悦

感。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两种状态时,该文胸满足穿着

舒适性的要求。
与服装舒适性相同[2],研究文胸穿着舒适性,要基

于人体、文胸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人体

-文胸-环境”系统,将人体-文胸看作一个开放的系

统界面,人体与周围环境(包括外界环境和服装形成的

内在环境)在物理、感官、生理及信息获取方面进行交

互式动态交流[3]。该系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决定着

文胸穿着舒适与否。
文胸作为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使者,依靠文胸

与人体之间微小缝隙形成的内空间气候,协调人体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该内空间帮助人体传递环境信

号,指导人体大脑做出正确的生理反应,调整并保证人

体穿着文胸的舒适性[4]。
女性对文胸舒适度的评价来自于主观与客观两个

方面。主观上受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感知经验影响;客
观上受文胸面料、结构等因素影响。在穿着过程中主、
客观因素相互作用,促使“人体-文胸-环境”系统中

各因素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产生最终的穿着体验感。
本文将参与综合作用的穿着体验感概括为3种:热-
湿舒适性、触觉舒适性和压力舒适性[5]。

热-湿舒适性———在服装、环境和人体中产生的

热湿传导舒适度。
触觉舒适性———文胸面料和构成部件与女性乳房

接触时引发的神经感觉舒适度。
压力舒适性———文胸能够使乳房保持一定形态,

并在运动中保护乳房防止其震动产生疼痛的压力舒适

度。
热-湿舒适性、触觉舒适性和压力舒适性是评价

文胸穿着舒适性的3个方面,是人体、文胸、环境三者

相互作用后人体对舒适性的认知结果。结合人体生

理、心理感知就影响文胸热-湿舒适性、触觉舒适性和

压力舒适性的因素进行详细的论述,以帮助提高文胸

的舒适性。

2 文胸穿着舒适性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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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胸款式对文胸穿着舒适性的影响

文胸款式对文胸穿着舒适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

胸材料和结构设计上。材料是与人体直接接触并产生

物理作用力的物质,材料的拉伸性、摩擦性和吸湿透气

性等直接影响文胸的穿着舒适性,是各企业在开发功

能性内衣中较为关注的因素之一。而结构设计在改善

文胸穿着舒适性问题上与材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2.1.1 材料对文胸穿着舒适性的影响

文胸材料分为主料和辅料,前者包括制作碗里布、
碗面布、侧比等的面料,是构成文胸的主要材料;后者

指用来连接主要面料的辅件,通常包括肩带、橡筋、钩
扣、花仔、海绵、钢圈、唛头、缝纫线等。无论是主料还

是辅料,其物理化学性能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文胸的

穿着舒适性[6]。
(1)面料的吸湿速干性能

在人体-文胸-环境系统中,文胸紧贴人体皮肤,
是人体皮肤与外界环境交流的通道,其材料的性能直

接影响文胸内外的热量流通。面料吸湿透气性好,便
于文胸内环境与外界环境的交流,人体才能具有舒适

感;反之,面料吸湿透气性较差,人体产热不能够及时

排出,就会在体表形成闷湿热等不舒适的感觉。以线

圈相互串套而成的经编或纬编针织材料是改善穿着舒

适性的最佳材料,将棉、莫代尔、涤纶、氨纶、锦纶等不

同的纤维按比例进行混纺而成的针织物,无论从吸水

速率、液态水扩散速率、单向传递指数等性能测试指标

上,都显示了良好的吸湿透气性[7]。
(2)辅料的性能

文胸辅料通常指钢圈、定型纱、后背扣、肩带扣等,
其材质会对文胸的穿着舒适性产生一定的影响。钢圈

是用在罩杯下杯边以维系罩杯三维形状的辅料,既能

塑型又能给乳房提供足够承托力,钢圈的硬度较高时,
对乳房的支撑塑形作用较好,故乳房体积杯大时通常

要选择硬度较大的钢圈。但是相比于硬钢圈文胸,软
钢圈文胸的穿着舒适性更好。当文胸罩杯为B、C、D
杯时,宜考虑硬度较小且支撑性较好的材质,市面上常

见的钢圈为304材质,宽度为2.5~4mm。定型纱常

用于文胸鸡心和夹棉层的侧下方,使结构不易变形,有
时与皮肤直接接触,定型纱的触感和质地都会影响人

体的穿着体验。后背扣和肩带扣材质不同,文胸穿着

舒适性也是不同的。

2.1.2 文胸结构对文胸穿着舒适性的影响

文胸款式不同,所对应的工艺结构不同,评价文胸

结构的合理性,必须以人体特征为依据,符合人体静、
动态穿着要求,结构设计好的文胸穿着舒适度也较

高[8]。文胸结构设计主要体现在文胸的罩杯、侧翼、肩
带和鸡心等几方面。

(1)罩杯上杯边形状与文胸的热湿舒适性

按罩杯上杯边形状不同,文胸可分为全罩杯、1/2
罩杯和3/4罩杯(图1),不同罩杯对乳房的包覆面积不

同,对应的内空间大小也不同。全罩杯对乳房的包覆

能力最大,其内空间相对最多,1/2罩杯文胸的内空间

最小,当人体感觉闷热时,乳房皮肤向人体-文胸界面

散热,内空间较小的文胸临时热气候比较小,裸露部分

较多,所以散热较快。

全罩杯

3/4罩杯

1/2罩杯

图1 罩杯款式

(2)罩杯分割线与乳房周围的压力舒适性

文胸,尤其是夹棉型文胸,通过在杯面设置省道或

分割线,实现罩杯的三维形态,常见的杯面省为乳沟

省、胸省和腰省,对应的分割线为上下分割、左右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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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T形分割,如图2所示,实验表明罩杯分割线位置不

同时,罩杯对人体乳房的压力不同,穿着舒适度也不

同。胸省与乳间距呈反向相关,即胸省越大,乳间距越

小,塑形效果越好;腰省与乳点高度成正比,即腰省越

大,乳点向上提升的效果越好[9]。

上下分割 左右分割 T字破骨分割

图2 罩杯款式

(3)辅件工艺结构的舒适性

影响文胸穿着舒适度的结构因素还表现在钢圈、
肩带等部位。例如H型肩带作用于背部的两侧,肩带

距离较大,导致肩带压迫肩胛骨外侧,影响肩胛骨的活

动范围,使肩胛骨外展,出现含胸的姿态;而X型肩带

背部的交点在两侧肩胛骨之间,呈现挺胸姿态[10],但
是对肩部的压力明显增大。

2.2 人体行为机能对文胸舒适性的影响

人体穿着文胸过程中,与文胸摩擦产生各种作用

力,决定了文胸穿着舒适性不仅与文胸材质和款式有

关,而且与人体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活动密切相关。在

文胸穿着状态下,神经末梢首先对文胸产生主观感知,
然后经大脑加工对该感知作出回应,获得舒适或不舒

适的主观评价,进而大脑再次发出信号,调节人体新陈

代谢,指导自身维持或改变穿着条件,最终使自己适合

周围环境。图3是人体主观综合感觉的形成过程。

视觉刺激-颜色、光、反射…
热刺激-热、湿传递
压力刺激-力学性能
触觉刺激-力学性能

物理过程

视经末梢对刺激的感觉反
应-热、压力、疼…
体温调节反应-汗、血流控
制、寒颤

生理过程

心理过程

综合感知

服装和环境

身体和皮肤

大脑

感官知觉评估/加重
各种感觉

舒适/不舒适

图3 舒适性的主观感觉流程[11]

如图3所示,物理过程指服装对人体的作用力,这
一物理信号被人体感觉器官的神经系统接收,并把它

传递给大脑,大脑感知后结合自身的穿着体验和心理

状态,对穿着体验做出主观评价,从而通过调节出汗率

和血流量等,维持或改善这种穿着体验,最终达到舒适

状态。

2.2.1 人体生理机能对文胸舒适性的影响

运动对新陈代谢产热最为明显,当人体有一定的

运动量时,新陈代谢加剧,通过增加皮肤出汗率,向体

外大量散热来维持体内的热平衡性,使体内新陈代谢

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但是对于文胸与乳房之间的内空

间来说,短时间聚集大量的汗液和热量,由于受到面料

和款式的局限性,并不能将这些热量和汗液马上排出,
就会使人体表面产生闷热的感觉,从而引起文胸穿着

的不舒适感。生理学按照代谢热量将活动强度分为3
等:轻 度 活 动 7~14 kJ/min,中 度 活 动 14~
24.5kJ/min,重度活动24.5~35kJ/min,不同强度的

活动量在单位时间内的产热是不同的,故不同强度的

运动引起的文胸穿着舒适程度也不相同,可见运动对

文胸舒适度有直接的影响[12]。
2.2.2 人体姿势对文胸舒适性的影响

在人体工程学研究中,设计人员需要充分考虑人

体运动和姿势等短暂性动作给文胸穿着带来的影响,
以满足文胸的舒适性和实用性。

由于现代文胸研发的局限性,文胸结构设计往往

只着眼于满足最普遍的人体活动,而忽略人体动态下

的穿着舒适性。所有的穿着者都要正常的生活、工作

和学习,这些行为活动都伴随着一系列复杂动作行为,
与静态的人体相比较,其更多表现为临时性的体型变

化,这些变化足以使相对合体的文胸产生不舒适的穿

着体验感。例如,文胸为了满足对人体乳房具有一定

的塑型保护作用,设计时要求文胸各部件对乳房具有

一定压力的作用,该压力在正常的人体活动中完全在

穿着舒适范围内,但当穿着者趴在桌子上睡觉时,其肩

部长期保持高耸状态,背部肌肉拉伸,肩带拉长,故对

人体肩部的压力加大,如果穿着者长时间保持该动作,
就会感觉肩部压力过大,甚至产生疼痛感,研究表明肌

肉的延伸度最高为30%~40%,所以在设计肩带时,其
拉伸率应该大于该值,才能使人体穿着舒适。人体姿

势是设计运动文胸时必须考虑的因素,通过改进设计

尽可能使运动文胸满足各姿势的穿着需求和符合人体

工程学的要求。

2.2.3 心理机能对舒适性的影响

在人体-服装-环境系统中,直接决定穿着者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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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体验的因素是人体对客观刺激的主观感受,所以个

人的穿着喜好和心理认知是影响舒适性评价的决定因

素。这种依靠心理直觉能力得出的主观评价不仅与个

体经验有关,还受到穿着者生理条件和环境条件等因

素的影响。例如,为了达到塑型的作用,文胸总是会有

一定的压力作用于人体胸部,实验表明当同一压力作

用于不同的个体时,其主观感觉是不同的,即对舒适性

的认定也不相同,这取决于个人的心理知觉能力[13]。
所以个人心理机能对文胸的穿着舒适性具有主观意义

上的影响力。

3 结语

文胸穿着舒适与否,主要取决于人体-文胸-环

境系统的是否平衡,而影响这个系统平衡的因素主要

取决于人体和文胸两个方面。
文胸款式是影响其穿着舒适性的客观原因。不同

款式的文胸,其材料吸湿、排汗性、柔软度等均不相同,
影响着文胸内空间的热量转移和压力舒适性。

人体运动机能和心理认知是影响穿着舒适性的主

观原因。运动是产生湿热感的来源,而心理认知决定

个人对舒适度的评价。人体对湿热感及触压感等的心

理认知能力决定着文胸的穿着舒适性。
在人体工程学的基础上,改进文胸结构设计和开

发新的文胸面料,使人体-文胸-环境系统能够在短

时间内达到平衡,是未来文胸舒适性研究的重点和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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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ystemofhuman-bra-environmentwasestablishedbasedonclothingcomfort.Startingfromhuman-brainterface

thataffectthebalanceofthesystem,thecomfortofbrawasdefined.Thefactorsthataffectwearingcomfortofbrawerediscussed.It

couldprovidereferenceforimprovingcomfortof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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