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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内外中老年人智能服装开发较少,且大多数集中在医疗保健方面而忽略了其对于身心娱乐方面的需

求现状,详述了目前中老年智能服装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中老年服装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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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居民的

平均寿命逐渐延长。21世纪以来,中国老龄化社会的

特征逐渐明显,中老年人的需求也开始逐渐受到重

视[1]。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老年人早已摘下了

老花镜,用全新的眼光审视着社会。现在的中老年人

群已经撕下了他们“死板”、“落伍”的标签,紧跟着时代

发展的步伐前进。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希望从方方面

面提高自己生活的质量[2],对作为“衣食住行”之首的

服装的要求更是多样化。而目前的服装企业还没有认

识到这一转变,中老年服装还停留在颜色暗沉、款式陈

旧、面料不亲肤的旧时代,针对于中老年人群设计的功

能性服装也是少之又少[3-4]。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群

的功能性服装大多数都将关注点放在中老年人群的生

理性需求上[5],却忽视了中老年群体在这一人生阶段

中心理特点逐渐变为需要陪伴、需要关注、需要身心放

松的现象[6-7],市场上没有满足中老年群体智趣诉求

的智能服装。
运用智能元件或者智能材料与服装相结合形成的

智能服装是目前设计和开发中老年功能性服装的主力

军[8-9]。而这些智能服装往往只考虑到了中老年人对

于服装功能性方面的要求,忽视了中老年人对于服装

最基本的生理要求,如舒适度、设计感、色彩等。结合

中老年人群对于服装面料、款式、色彩方面的设计要求

同时赋予服装功能性设计则成为未来中老年服装发展

的大方向。这样的服装不仅能够照顾到中老年群体在

体态结构方面的改变,满足这类人群在心理智趣方面

的诉求,更能满足这类人群对于服装的美学心理[10]。
现从中老年智能服装的现状上进行分析,阐述中老年

智能服装现状的不足点,展望中老年服装未来的发展

趋势。

1 中老年服装的概念

我国习惯上将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人,40
~45岁则称为中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服装企

业在设计开发和生产服装时,习惯将中年和老年合二

为一,统称为中老年服装。中老年服装广义上是适合

中老年人群穿着的服饰,狭义上是指专门为中老年人

群设计的服饰。中老年服饰是指无论从外观、面料还

是价格等各方面都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穿着的衣服,
一般具有朴素、传统等非时尚元素。但是,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和设计水平的提高,以及中老年服装市场的发

展,“中老年服装”这一过于宽泛的定义必然会被重新

界定。

2 中老年服装的现状

长期以来,人们将中老年人服装解读为颜色灰暗、
款式保守且花色单一的服装。市面上中老年服装品种

和规格都不多,款式陈旧,面料灰暗,缺乏设计感,而且

所采用的面料多为成本、档次很低的化纤或粗纺棉布,
这些面料价格不高,更是难以保证穿着的舒适程度,这
样的产品很难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2.1 中老年服装品牌现状

市场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服装品牌较少,能真

正做到满足中老年人群需求设计的品牌更是少之又

少。但是也不乏出色的品牌,国内目前专门为中老年

设计的品牌有阔太、麦子熟了、福太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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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太品牌的服装在用色方面更加大胆,打破桎梏,
更有撞色的设计,款式也更偏年轻化,更多变,大量运

用中老年人喜欢的印花、刺绣等元素,面料上也不局限

于常见的棉、麻类材料。图1展示了两款该品牌的老

年服装款式。

图1 阔太品牌老年服装款式示例

麦子熟了品牌的服装在版型上始终比较注重消费

者的穿着舒适性,充分考虑到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增

加在体型方面的变化,服装版型多采用 H 型,更多的

在设计上弥补版型上的单一,设计也更加大胆,敢于运

用一些流行元素,让中老年的服装不再与服装行业的

发展脱节。该品牌老年服装款式见图2。

图2 麦子熟了品牌老年服装款式示例

2.2 中老年服装市场现状

中老年人群无论在体型还是身体机能上相对于年

轻人群而言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肌肉松弛下垂、
腰腹部脂肪积累多、身体弯曲佝偻等,然而大多数的中

老年服装还是处于批量生产、缺乏美感的状态,中老年

消费者很难买到合体型且线条流畅的服装[11-12]。当

然不乏像阔太、麦子熟了等这种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服

装品牌的存在,但相比较于中老年人群庞大的市场需

求,这些品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中老年人群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品牌,而是

需要更多的像阔太一样专为中老年人群设计服装的品

牌出现,以满足目前中老年服装市场的消费需求。
另外,在中老年服装市场中普遍存在不足的地方

体现在这些品牌目前并没有专为中老年设计的功能性

服装出现,且可供中老年人群选择的余地非常少。中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将生活的重心由工作逐渐

转移到家庭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接受和倡导,未来中老年人服装设计可以更多

地考虑中老年人群对于服装功能性方面的要求,在面

对全球科技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将智能服装的概念

逐步带入中老年人群中去,将科技与服装有效地结合

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 中老年功能性服装的现状

3.1 功能性服装概念

服装的主要功能一般体现在保护功能和修饰功能

2个方面。从狭义角度来看,功能性服装是指该服装

产品应具有一般服装所没有的、对消费者有特殊益处

的各种特殊物理实用功能(如抗菌、防霉、透气透湿

等)。从实用功能角度来看,是更突出与常规服装产品

所不同的对身体的保护和保养。

3.2 功能性服装的必要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群除了生理上会发生

显著变化外,心理方面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心理方面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不利情绪的产生以及过度自尊的心

理反应。这种心理会使得中老年人不太愿意处于自己

的弱势及被照顾的地位,反而更想要显示自己的独立

生活及自理的能力,因而中老年群体会对功能性服装

有着强烈的诉求。智能化服饰即将智能与服饰结合起

来,这不同于传统的携带电脑设备:服装以人类“第二

层皮肤”的形式,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全过程是非常亲和

的,时刻为穿着者提供数据与信息,这些数据和信息都

是健康、环境、生活、工作等所需要的,这样的方式就极

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品质。这也体现出将科技与服

装相结合的必要性[13-14]。

3.3 功能性服装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功能性服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对于

健康的把控和保健安全方面的需求。随着这类人群年

龄的逐渐增长,更多的问题出现在身体健康方面。基

·5·     2018年第10期            进展与述评




于此,国内外研究朝着健康、保健、安全这类的大方向

前进也无可厚非。然而,中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变化却

更加复杂,更加值得关注。从原本的独立的性格、充实

的生活、照顾方,逐渐变成需要有人陪同、突然空虚的

生活、被照顾方,自然难以适应。加强对中老年人群心

理方面的照顾,将是研究的目标。

3.3.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功能性服装研究成果主要有阻燃防护服

装、抗静电防护服装、防水透气服装、抗紫外服装、防寒

保暖服装、抗菌除臭服装、防弹防化服装等大类[15]。
这些服装主要是将功能性纤维运用到中老年的服装

上,通过对组成面料的纤维进行改造,对服装赋予更多

功能性,使得中老年人群在应对生活中的变化时更加

柔韧有余。

3.3.2 国外研究现状

世界上已经研制开发的功能性服装包括抗菌保健

类服装、按摩催眠类服装、变色伪装类服装、人工智能

类服装、透气透湿类服装等。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设计的一款柔性塑胶太阳能服,背部放置太阳能电池

组件,可为电子设备充电[16]。目前市场上主要有老年

人太阳能红外线理疗服、太阳能测压服等。

3.4 功能性服装存在的不足

国内外目前都大力将研究和开发重点放在健康、
保健、安全方面,却极少设计开发出能够满足中老年群

体娱乐生活的功能性服装,以满足中老年群体智趣方

面的诉求。另外,如何在功能性服装中加入款式结构、
面料、色彩方面的设计正是目前所追求的。

中老年功能性服装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弥补

中老年群体生理上的不足,而很少去关注中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目前国外关于智能服装的开发已经开始往

人们的心理诉求着手,并成功开发出穿戴式互动夹克、
情绪感知服装等。前者是安装在服装上的智能元件通

过蓝牙技术作为纽带来实现服装与人之间的互动,而
后者则是运用智能元件与智能纤维相结合的方式来实

现情绪的感知及释放。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

是集中在医疗、航天航空及军事领域,并没有真正的面

向广大消费群体。

4 中老年服装发展趋势

将服装的功能性与款式结构、色彩、面料的设计更

好地结合,是目前中老年服装发展的大趋势。

4.1 款式结构

针对老年人的服装款式可以在结构上做出相应的

调整和匹配。更多地采用 H 形和梯形的宽松款式设

计以符合我国老年人身材体型特征。服装流畅的线条

可以通过在裁剪方面利用当今的3D立体剪裁来实现,
同时还可以为整体效果增加美感。考虑到大多数老年

人关节处都比较怕冷,并或多或少患有某些疾病,在产

品开发时可以适当改变服装结构以起到特殊效果,比
如在夏季服装的肩部、颈部加入夹层来阻止诸如空调

等冷风冷气对皮肤的直接刺激,起到保暖作用。

4.2 面料

舒适亲肤的面料更适合中老年人用来呵护敏感的

皮肤,以毛料、涤料、纯棉面料为主,便于日常活动是未

来中老年人服装设计面料的必然选择。另外,要巧妙

结合各种面料在美感、设计方面的不同特点,充分展现

中老年人的成熟美。

4.3 色彩

中老年人一般在色彩上喜欢深沉色系、中间色系,
但也有很多中老年人倾向于活泼生动的色彩。老年人

的服装设计应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及中老年人群审美

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明度、纯度与色相应多加推

敲,创造一些整体和谐、生动活泼的服装以满足中老年

人的需求。
功能性的设计可以针对中老年群体对于娱乐生活方

面的需求,设计开发出能够满足中老年群体身心发展需要

且能丰富中老年群体的闲暇时光的功能性服装。例如,针
对目前中老年群体喜爱的广场舞,可以设计加入LED灯

随着传感器感应音乐的节奏而闪烁的广场舞服,感受科技

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新的感官体验;还可以针对爱生活、具
有健康生活习惯且爱骑行的中老年人群设计一款有指示

灯的骑行服,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5 结语

已经成为社会有力消费群体的中老年人,却在服

装消费方面总是挑选不出心仪的产品。面对不断加深

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服装行业应该积极应对中老年消

费群体的诉求,在结合功能性材料、结构、色彩和辅助

装置的基础上设计出中老年人喜爱的功能性服装。应

综合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体工程学以及服装

材料学等相关领域知识,建立并完善老年群体的体型

数据库,结合中老年人群在心理、生理方面特性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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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系统研究后,为中老年人群设计开发出真正适合且

被需要的多样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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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ituationandProspectofClothing
for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

SUNYu,XUEZhe-bin*,LIUJian-li,HUANGYun,LIAi-sheng
(KeyLabora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Eco-Textiles,

MinistryofEducation,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122,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rewerefewintelligentclothingforthe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athomeandabroad,andmostof

themfocusedontheneedsofmedicalcare,whileneglectedtheneedsofphysicalandmentalentertainment.Theshortcomingsofintel-

ligentclothingfor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atpresentwerediscussed.Thedevelopmenttrendofclothingformiddle-agedand

elderlypeopleinthefuturewas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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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High-endTextileIndustry
inNantongunder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

WANGSheng
(JiangsuAdvancedTextileEngineeringTechnologyCenter,JiangsuCollege

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7,China)

  Abstract:TextileindustrywaspillarindustryofNantong'seconomicdevelopment,anditalsowastraditionallivelihoodindustry.

Withtheincreasingtre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textileindustrywasfacingmoreandmorepres-

sureinglobalcompetition.ThedevelopmentstatusoftheNantongtextileindustrywasanalyzed.DevelopmentissuesoftheNantong
textileindustrywerediscussed.Someadvicesaboutthetransformation,upgradinganddevelopmentoftheNantonghigh-endtextile

industryunder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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