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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骑行特征,研究其对服装面料选择、版型设计的要求,通过对骑行裤的版型结构优化,将骑行运动特征

和骑行状态下下肢不同部位的压力变化规律二者结合。研究了骑行状态下下肢体表的变化规律,对结构优化前后的骑行

裤进行了压力舒适性的主客观对比评价,为设计出结构更为优良的骑行裤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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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的骑行运动掀起了新热潮,最新的骑

行大数据显示,行者用户骑行里程已经达到一个巨大

的数量级。现代运动医学研究结果表明:骑行是异侧

支配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老化,提高心肺功能,因此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既健康又环保的运动方式,甚至

把骑行运动作为一项挑战。随着骑行人数的增长,人
们对骑行装备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尤其是相关的骑行

服装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骑行是一项需要在双腿帮助下不断地进行交替蹬

踏的运动,且有长时间的体力消耗,对关节、韧带、肌肉

等有损坏[1]。因此,拥有专业的骑行裤能够提高骑行

效能,减少在骑行过程中因磨损、肌肉组织压力大而带

来的不适感。但目前对设计出更贴合下肢皮肤拉伸规

律,建立起与服装结构设计的联系是国内市场相关骑

行服有所欠缺的领域。在骑行裤设计中,根据骑行特

性优化结构,从而改善骑行裤的版型和舒适性。
通过研究骑行特征,进行合理的服装结构优化,测

试其压力舒适性。服装压力舒适度是指由织物与皮肤

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皮肤压力感的舒适范围[2]。合

理的服装压力能减缓身体运动过程中的酸痛感并且减

少空气阻力等,服装压力舒适性作为影响服装舒适性

三大因素之一,对研究骑行裤的舒适性、设计出更合理

科学的骑行裤提供科学依据。

1 骑行姿势对骑行裤的要求

骑行过程中有不同的姿势特征,设计出人体在骑

行状态下下肢体表的拉伸变化与结构分割相符的骑行

裤是增强其舒适性的必要条件。区别于一般服装,骑
行裤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防护性,要依据骑行者不同

的骑行状态来进行结构优化设计,款式、版型、面料的

选择都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研究,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提高服装的舒适性,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

1.1 骑行特征分析

骑行是一项考验耐力、速度的运动,同时兼备技

巧,骑行者需要变换骑行姿势来适应各种路况,达到骑

行最好的状态。骑行过程中,前进的动力主要是反复

的蹬踏,因此上肢的变化较小,蹬踏动作主要是使用股

四头肌、股二头肌和臀大肌等下肢肌群来拉动驱动

力[4];而下肢需要进行长时间、反复地做周期运动,腿
部弯曲蹬车,还需要提高脚踝,迫使股关节的可动空间

更大,引爆肌肉群,一系列动作对人体施加压力,引起

大腿内侧、臀部、膝盖、脚踝等的酸痛。而结构不优良

的骑行裤会束缚人的身体,产生额外的压力负荷,骑行

者不能体验骑行的乐趣[5]。

1.2 骑行行为特征对面料要求

骑行过程中,下肢肌肉群持续性保持紧绷状态,臀
部与坐垫间的摩擦,膝窝不断地弯曲伸张以及骨骼通

过关节连接提供前进的驱动力,这些发力部位受到压

力作用伴随着酸痛感或大量的出汗,引起不适。因此

在选用面料时,骑行裤的版型要适应下肢体表形变的

变化规律来进行改良,给予弯曲动作一定的松量,但在

关键部位要贴合身体,减少风阻,设计时,注重结构优

化,结构分割能够更好适应骑行时体表的变化规律。
因此,在骑行裤的设计中,所选择的织物应该符合皮肤

接触的舒适性,穿脱的灵活性以及人体特征与衣服之

间的关系[6],寻求符合肢体运动的规律,选用易吸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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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防风防水防晒、保暖、有弹力等具有防护性的面

料,提供更合理科学的骑行裤结构[7]。

1.3 骑行动作对版型的要求

研究骑行者在骑行过程中因骑行姿势而产生的皮

肤形变,依据皮肤形变的规律来设计骑行裤的版型。
根据人体工学知识:当人体处于运动状态下,人体的骨

骼和关节会牵动肌肉的伸缩,从而导致皮肤在纵横不

同程度上发生伸缩变化[8]。在骑行过程中,双腿联动

骨杠杆的复合运动使腿部弯曲,体表发生形变,下肢不

停地进行推与拉的动作,位于下肢的髋关节、膝关节、
股关节和踝关节做屈伸运动,所以在骑行裤的设计中

要注重臀部尺寸的加大放松量[9];骑行裤的裆部设计

要减少前档的长度,增加后档的长度,采用立体裁剪,
利用坐垫来缓解摩擦给人体带来的伤害,适当减震,扩
散压强分布,减少骑车不适感和压迫感;前片在膝盖处

加长,后片在膝盖处减小,以增加膝关节的活动空间。

2 试验部分

骑行过程中,需要了解下肢腿部运动体表的变化

规律才能为结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些动作造成

的皮肤形变需要进行测试才能得出结果,然而要计算

周期运动每一帧的形变难以实现,因此只要测量关键

帧的皮肤形变即可。
目前测量的方法有很多,一般是通过模拟的方式

来测量,常用的有体表描线法、石膏法、网格法等[10]。
本文通过模拟人体骑行动作,采用体表画线的方法标

记腿部变化规律,得到骑行状态下人体下肢相应的皮

肤拉伸变化,将结构改良后的骑行裤与市场上骑行裤

作对比,针对下肢体表变化较明显的部位进行压力测

试主客观评价,分析骑行裤形变数据,提出骑行裤的设

计,为骑行服的设计和制作提供参考[11]。

2.1 测试对象

试验选取1名女大学生作为测试人员,年龄20
岁,身高160cm,体重48kg,在(20±2)℃的相对温

度和(65±3)%的相对湿度下,测量受试者下肢的体表

变化,并且测试受试者的下肢特征,见表1。
表1 测试人员下肢体型特征参数 单位:cm

腰 围 臀 围 大腿围 小腿围 踝 围 膝 围

66 86 46 34 21.5 37

2.2 试验过程

(1)在模拟试验过程中,上身动作基本保持不变,
腿部动作分别测量脚踩踏板在0°、90°、180°、270°位置

时的体表变化,骑行运动周期如图1所示,试验采用体

表画线的方法标记腿部变化规律。
90�

0�

270�

180�

图1 踏板角度周期示意图

(2)被测试者不得穿戴任何佩饰,仅穿贴身的内

裤。在实验室中,被测者以相同速度开始匀速的周期

运动,试验提取每个周期运动时4个关键角度,记录其

下肢主要部位(右腿为例)的体表变化。试验进行3
次,结果取平均值,测试值见表2。

表2 骑行状态下测试人员体型特征参数 单位:cm

角 度 0° 90° 180° 270°

腰 围 66 67 66 66
臀 围 88 90 88 86
大腿围 46 48 46 44
小腿围 34 33 33 31.5
踝 围 21.5 22 21.5 21
膝 围 39 41.5 38.5 37

2.3 裤子规格

试验 用 裤 子 采 用 型 号 为 160/86A,将 一 款

LEOBAIKY品牌,面料成分为80%聚酯纤维+20%
莱卡的骑行裤(表3)作为对比样本,并且根据2.4章节

的试验结果自行制作一款同种面料经过改良结构的骑

行裤(表4),与结构优化前的骑行裤作比较。
表3 LEOBAIKY骑行裤各部位数据

部 位 成衣尺寸/cm

臀 围 84
大腿围 34
小腿围 24
脚 口 20
膝 围 32

前、后档差 3

2.4 舒适性验证

分别用 T1、T2代表 LEOBAIKY骑行裤和自制

骑行裤,进行压力舒适性的主观和客观评价,以验证改

进后骑行裤的压力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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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EOBAIKY品牌骑行裤

表4 自制骑行裤各部位数据

部 位 成衣尺寸/cm

裤外长 92
臀 围 86
大腿围 36
小腿围 26
脚 口 20
膝 围 34

前、后档差 4

  (1)试验使用AMI气囊式接触压力测试系统进行

人体有关部位尺寸压力测量。试验前,被测者调整自

行车座椅高度,使其脚尖恰好触碰地面。
(2)压力测试点:下肢的腰部、臀部、大腿中点、小

腿中点、膝盖和脚踝,是本研究的主要部位。
(3)测量时,将 AMI气囊式接触压力测试系统压

力传感器用胶布固定在骑行裤与人体之间,分别测试

一个周期运动内的各部位压力值,测试时间为1min,
每个测试点测量3次,结果取平均值。

比较和分析了由两种骑行裤获得的最大和最小压

力值之间的差异,得到两种骑行裤对测试部位产生的

客观压力值见图3、图4、图5和图6。
脚踝

膝部

小腿中点

大腿中点

臀部

腰部

T2最大值
T1最大值

0 0.5 1 1.5 2 2.5 3 3.5 4
压力值/Kpa

图3 T1、T2客观压力值最大值对比

脚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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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中点

臀部

腰部

T2最大值
T1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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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值/Kpa

图4 T1、T2客观压力值最小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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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T1的压力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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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T2的压力测试值

为了研究骑行状态下人体穿着骑行裤时各部位的

服装压力主观感受,试验选取20名体型符合试验用裤

子规格的大学生,分别穿着两种不同骑行裤进行运动

20min后(每条骑行裤间隔30min),进行结构优化后

的骑行裤的下肢主要部位的压力舒适性评价。结果见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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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结构优化后的骑行裤压力舒适性主观评价

2.5 结果分析

下肢部位尺寸差异较大,其中臀部、膝部拉伸差异

较大,而大腿围、小腿围和踝围的变化量相对较小。但

是由于面料自身的弹性性能,变化量小的部分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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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料的性能弥补,只需在臀部和膝部增加放松量。
为了更贴合人体,在自制骑行裤版型设计时,在臀部增

加了后育克,大腿内侧设定吻合肌肉骑行状态下的分

割,同时在膝盖位置上进行样板分割,让骑行裤更加贴

合人体,增加其舒适性[12]。
通过压力舒适性验证分析,对比市场上的骑行裤,

结构改良后的骑行裤下肢主要部位的压力舒适性均有

改善:从图3、图4可以看出穿着两种不同骑行裤的压

力值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对比,腰部、臀部差值最大,说
明改良后的骑行裤有效提升了压力舒适性;从图5、图

6看出其中腰部的压力值最大,主要原因是腰部皮下

脂肪含量较多,因此承受服装压力的能力较大,臀部和

大腿中部的压力值明显下降,踝关节的压力值变化不

大。在主观的压力舒适性评价中,其中臀部、膝部认为

有改善的所占比例大,脚踝所占比例小。

3 结语

通过测试骑行状态下下肢体表的变化规律,对骑

行裤结构进行了优化,特别是一些关键部位,科学合理

的结构分割更贴合身体。优化的骑行裤骑车时风阻减

少,大腿上下运动时,减少大腿内侧与车座的磨擦,保
护大腿皮肤免受伤害,对改善人体活动的灵活性、生理

功能和压力舒适性起着重要作用[13]。
但是骑行裤还存在一些问题:版型设计无法匹配

人体肌肉运动的分布[14];织物的拉伸比不能满足骑行

运动时人体表面伸展的变化规律,使得骑行裤在版型

和舒适性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在骑行裤设计时,将骑

行运动特征和骑行状态下下肢不同部位的压力变化规

律二者结合,并依据不同部位的压力确定最合适的松

量和结构设计,选用最适合的面料,达到骑行裤的最优

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骑行裤的运动性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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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PressureComfortofCyclingPantsBasedonRidingCharacteristics
WUYu-qin,CHENGPeng-peng*

(CollegeofFashionandArtEngineering,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Abstract:Theridingcharacteristicswereanalyzed.Therequirementsoffabricselectionandpatterndesignwerestudied.Through

optimizingthelayoutofthecyclingpants,thecharacteristicsofridingandthelawofpressurechangeindifferentpartsoflowerlimbs

underridingconditionwerecombined.Thechangelawsofthelowerlimbswerestudiedunderridingstate.Thesubjectiveandobjec-

tiveevaluationofthepressurecomfortofthecyclingpantswereprovidedbeforeandafterthestructuraloptimization,whichprovided

atheoreticalbasisfordesigningthecyclingpantswithbetterstructure.

Keywords:ridingcharacteristics;pressurecomfort;structuraloptimization;subjectiveandobjectiv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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