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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骑行视角的连衣帽设计
方雪娇，
江学为
湖北 武汉 430073）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
b.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 要院当下骑行者越来越多，
对人们的出行造成安全隐患。文章设计了一
普通连衣帽存在视线盲区，
采用类似功能合并与省道转移的方
款改善骑行视角的连衣帽，
通过人体测量获得人体头部特征数据，
法，
对连衣帽结构进行设计，
将帽檐两侧设计为曲线型，
顶部设置一个透明塑料挡板，连衣帽后方以松
紧带调整帽的大小，
使人体穿戴更舒适合体。最后，
文章对创新连衣帽的功能性和舒适性进行了主观
评价。其结果表明，
文章设计的连衣帽解决了视线盲区的问题，
其舒适性也得到了很大程度改善，该创
新设计使骑行者有更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院连衣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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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od Design to Improve Riders' Visual Angle
FANG Xue-jiao, JIANG Xue-wei
(a.School of Fashion; b.Wuhan Textile Garment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Wuhan Textile Univercity,Wuhan 430073 China )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iders, and there are blind spots when they wear ordinary
hoods, which poses a potential safety hazard to people’
s travel. Based on the human head characteristic

data from human body measurement, this paper employs similiar function merging and dart transferring to
design a new hood that improves riders' visual angle. With its brim designed as a curved shape, a
transparent plastic baffle on the top and the size of the hood adjusted by an elastic band behind the hood

to fit the human body.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a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ality and comfort of
the innovative ho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od designed in this paper solves the problem of blind
spots, and its comfort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is innovative design can make riders safer.
Key words: hood design; human body measurement; dart transferring; curve design; safety

连衣帽又称“风兜帽”，是一种将整个头部

境，
听力也受到相应影响。根据骑行者的视觉

包裹，仅露出脸部的罩帽[1]，常见于上衣相连，

行为分析数据显示，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

成为上衣的一部分。研究表明，连衣帽戴上之

的路况下，
骑行者主要的注意力分布在前方和

后，最小视角仅为 150毅，余光看不清两旁的环

左侧，而 左右 两 侧关 注 度 分 别为 21.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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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当人们头部左右摆动时，连衣帽不能

首先，
需要获取头部的尺寸数据作为连衣

随之转动，帽沿两侧会把余光的视野全部遮挡

帽结构设计的基础和依据。人的头围决定了骑

住，导致行人在过马路时看不见侧面交通状

行帽的帽宽取值，
而人的头长是影响帽长取值

况。目前，
有一种骑行雨衣[3]，在雨衣连衣帽上

的重要因素[5]。根据 GB2428-81 国家技术监督

设置安全帽，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雨衣不能保

局对中国成年人头型系列的研究[6]，我们对人

护骑行者头部的问题（图 1）。但是，
这种技术重

体头部的头围等量进行了测量，
相关人体头部

在研究保护头部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骑行者视

颈部尺寸及测量项目如下，本文选取 30 名在

线被阻挡的问题。一些学者研究出成人连衣帽

校大学生作为样本。

结构设计与应用方法[4]，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连衣帽的合体性和功能性，即穿戴连衣帽的舒
适性，并没有提及解决视线角度问题的可行方
案。普通连衣帽的结构设计主要基于制版师的
经验，虽然具有防风保暖的基本功能，但是缺
乏对骑行帽视线角度问题的考虑，制图方法较
为传统、有很大的随意性。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
文提出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在保留连衣帽防风
保暖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利用类似功能合并
与省道转移的方法，使连衣帽在人头部转动时
不阻挡视线，消除交通隐患，解决骑行者的安
全问题。

（1）头围：
经过头部眉间点、头后突点围量
一周得到。
（2）形态面长：从鼻梁点至颏下点的直线
距离。
（3）头最大长：头最大长是指从眉间点至
枕后点的直线距离。
（4）头最大宽：左、右颅侧点之间的直线距
离。
（5）头矢状弧：在正中矢状面上，从眉间点
至枕外隆突点的弧长。
（6）头冠状弧：从一侧的耳屏点经头顶点
至另一侧耳屏点的弧长。
（7）头全高：
从头顶点至颏下点的垂距。
（8）瞳孔高：
瞳孔到头顶点的垂直距离。
通过对样本头围等部位进行测量取得平
均值（表 1），
为后文结构设计提供数据基础。
表1

男子、女子七个头面部项目尺寸

Tab.1 Men and women’s seven-head and facial items
男子

女子

测量项目
平均值

图 1 连衣帽阻挡骑行者视线
Fig.1

The hood blocks the rider’
s sight

1 头部静态和动态特征对连衣帽结构的影响
在设计连衣帽的结构时，我们需要综合考
虑头部的静态和动态特征。

头围

56.1cm

54.6cm

形态面长

11.9cm

10.9cm

头最大长

18.4cm

17.6cm

头最大宽

15.4cm

14.9cm

头矢状弧

34.9cm

32.9cm

头冠状弧

36.1cm

34.9cm

头全高

22.3cm

21.6cm

瞳孔高

12.1cm

1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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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最重要的是连衣帽的视线角度问题。

动空间，即应当考虑头部活动舒适性。根据人

帽与头部贴合程度受颈部外旋运动幅度的影

体工效学的研究，头部的基本运动是前屈和外

响，
眼睛有效视线角度为 150毅+150毅（图2）。当人

旋[7]。头部前屈和后仰时，连衣帽不能轻易脱

在不戴帽的时候，视线没有任何阻挡，此外还

落；头部外旋和侧屈时，连衣帽能够灵活扭动。

有眼睛的余光，
加上头部可以向左侧或右侧转

帽的前后倾斜度受头部前伏后仰运动的影响，

动约 75毅，所以我们基本估计其视线角度约为

帽与头部曲面要完美贴合。因此，连衣帽的结

180毅+150毅（图 3 左图）。人戴上普通的连衣帽骑

构设计可以在符合活动空间的基础上加以改

车时，由于帽沿阻挡左右两侧各减少 15毅的视

造，采用省道转移的方法，将帽的后部抽褶,使

角，加上连衣帽不能随头部扭动而转动，视线

其更贴合后脑部曲面，从而在头部扭转的同时

角度仅约为 150毅～180毅（图 3 右图）。因此，可

也带动连衣帽扭转。

以考虑把帽的边缘设计为曲线型，将视线角度
放大。

2 设计结构与工艺
2.1 连衣帽设计要素
本文主要解决连衣帽遮挡视线的问题，所
以在设计帽外形的时候要考虑头部与帽子之
间的关系。连衣帽的结构设计中有三个要素：
第一要素是头长，人体头长约 33cm，此量包括
动态运动松量；第二个要素是头围，人体头围
长约为 56cm，由于帽不必包覆人的脸部，但考
虑帽的后部应有松量，
故帽宽基本可取此量的
1/2 数值；第三个要素是帽座量，应该控制在
图 2 人头部俯视图，改造后的连衣帽视线角度为 300毅
Fig.2 A vertical view of one's head shows that one's visual
angle is 330毅 when wearing the modified hood

Fig.3

0～3cm[8]。
2.2 连衣帽结构制图

图 3 人头部俯视图，
不戴帽时的视线角度为 330毅/戴帽时视线角度为 150毅耀180毅
A vertical view of one's head shows that one's visual angle when not wearing a hat is 330毅/When wearing a hat, one's visual angle
is 150毅耀180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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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材料准备

分别制作连衣帽的原型 [8]（图 4-A）；再制
Tab.2

出解决视线问题的连衣帽（图 4-B）。取头长 =
33cm，头围 =56cm。制图方法如下：

Preparation of experimental materials

材料

数量

普通连衣帽

5件

剪刀

1把

角度器

1个

松紧带

1根

透明塑料软板

1块

近似标准体模特

1名

软尺

1把

第一组实验：根据测量的数据可知，影响
视线的高度在距离头顶 7cm（图 5，弧线 AC 的
长度） 的位置，经过眼睛水平位置的脸宽约
15cm（图 5，弧线
图 4 A 为连衣帽原型 CAD 结构制图/B 为创新设计后的帽子
CAD 结构制图
Fig.4 A is a CAD structual drawing of the original hood/B is a
CAD structual drawing of the redesigned hood

AB 的长度）。因

（1）将后衣身在前衣身肩线的延长线上拼

BC 的长度）的位

合。

此，在距离头顶
11cm（图 5，弧线
置使帽边呈内

（2）在后颈点下部取 2 倍的帽座量定为帽
座，
画顺帽的下口线。
（3）帽下口线向外延长 3cm 画垂线，在垂
线上取长为 33cm 作为帽长，画帽长线的垂线，

凹的弧型，从而

帽顶，
并将帽前部下落 2～3cm，画顺造型。
将普通连衣帽与设计后的连衣帽做对比，

Fig.5 Face sketch

问题，其中线段

AB 为经过人眼的水平线，
C 点为人脸最高点。

在垂线上取帽宽 28cm 左右。
（4） 在帽后顶部各取边长 13cm 画圆弧形

图 5 人脸正面简图

解决视线角度

第二组实验：分别做 5 次实验，通过加松
紧带的方式在帽的后脑部位收省 0～5cm 在人
头部向侧边扭转的
体躯干固定不动的情况下，
最大角度为 90毅。实验结果表明，
收紧 2～3cm，

通过变化下移量和收放帽宽实验，分析人体头

解决骑行者头部运动带动连衣帽扭转的问题

部活动量和帽窝松量的关系。帽座部分与帽顶

如表 3 所示。
效果最佳，

部分基本不变，设计后的连衣帽在瞳孔水平线

表3
Tab.3

附近的帽檐向内凹 3～5cm，帽的后部（头高二
分之一的位置）抽褶 2～3cm。

帽子后部收省实验

The experiment of saving the back of the hat

编号

帽子后部收紧
（单位：cm）

1

0~1

90毅+5°

选 择一 名 近似 标 准 体 的 大 学 生 ： 头 围

2

1~2

90毅+15°

=56cm,头部自然倾斜时头长 =33cm。实验材料

3

2~3

准备如表 2。

4

3~4

3.2 样衣制作

5

4~5

3 实施方案
3.1 实验准备

头部扭转最大角度
（单位：
度）

90°

视线范围
（单位：度）

90毅+30°
帽子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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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实验：根据已有的
挡雨板数值模拟模型 [9]，在帽
的顶部加设一 个宽 5 ~8cm 的

透明塑料板，倾斜角度为 45°
（图 6 样衣 CAD 效果图），在不
影响前部视线的基础上，最大
限度发挥挡雨板的挡雨功能。

4 连衣帽主观测评
连衣帽 的创新 设计从使
用者的使用环境、使用方式、
生理需求、情感需求及审美因
素等方面进行整体考虑，并做
出科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和研

Fig.6

图 6 样衣 CAD 效果图及样衣实物图

Sample garment CAD effect drawing and sample garment physical drawing

究，极大地满足人的需求，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适”
。主观舒适性测评结果表明，
本次连衣帽的

[10]

将帽子结构制图按照
。经过结构优化设计后，

创新设计基本解决了普通连衣帽阻挡视线的

实际人体头部尺寸进行完善。骑行者的帽子可

问题，且具有一定的舒适性和美观性，调查结

以随着头部的扭转而运动，内凹的弧形曲边设

果总体满意度为 93.33％（图 8-D）。其中，
评测

消除了交通隐患；
计使骑行者的视线变得开阔，

人员对改造后的连衣帽改善阻挡视线评价 5

帽子结构创新设计简单而实用，自然的曲线便

分的比例为 86.67%（图 8-A），改造后的连衣帽

于面料剪裁，
兼具功能性与美观性（图 7）。

改善了阻挡视线的问题；
评测人员对改造后的

随机选取 15 名测评人员试穿样衣，并对

连衣帽合体度评价 5 分的比例为 80％（图 8

样衣的功能性（视线角度）、舒适性（合身程度 /

-B），
改造后的骑行帽具有良好的合体性；评测

心理舒适）做主观测评[11]。我们将连衣帽舒适

人员对改造后的连衣帽美观性评价 5 分的比

性主观评价分为 5 个等级，从 1~5 级分别表示

例为 80％（图 8-C），改造后的连衣帽具有一定

“不舒适”“一般”“舒适”“很舒适”“非常舒

的美观性。根据测评结果，
每项主观测评的结

图7
Fig.7

实验效果图

Experimental drawing

图8

骑行者连衣帽的试穿评价

Fig.8 Riders' evaluation of the hood after trying i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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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 5 分所占的比例均在 80％以上，本次设计
的连衣帽总体满意。

5 结论
本文以人体工效学为基础，对影响帽子结
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采用样衣实验对
连衣帽的结构进行优化设计。通过对男女青年
进行人体测量和统计分析，发现头高在 20.5～
23.5cm 之间，瞳孔与头顶点高度距离在 7～
12cm 之间。因此，根据人体功效学原理和统计
结果，帽沿弧形设计部分应考虑该尺寸，即在
距离头顶 7～12cm 的位置使帽边呈内凹的弧
型。人体头部运动主要是前伸、后仰和外旋，
将
后头部位的松量减小 2～3cm，可以使帽子更好
的贴合人体头部，从而使帽子能够随着头部的
活动而变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骑行者穿戴连
衣帽阻挡视线的问题。本文提出的连衣帽结构
设计符合人体功效学，并具有一定创新性，解
决了普通连衣帽阻挡视线的问题，具有一定的
社会价值。该结构与工艺符合现代服装工业生
冲锋
产标准，便于大批量生产，可应用于雨衣、
衣等服装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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