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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防护服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骑行服改良设计分析
宋凌峰 1，
汪

洋 1，
李

月 1，2

武汉 430073；
(1.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2.武汉市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

要院[研究意义]现阶段电动自行车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与之相关的骑行服产品也得到了广泛

使用，
但电动自行车骑行服领域起步较晚，并未形成一个完善的专业领域，
还存在许多缺陷需要弥补。
[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结合相关文献资料，
[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
骑行服的改良设计应该从其
舒适性、安全性、机能性和美观性四个方面考虑。贴合人体结构的骑行服的保暖效果更好，衣身前后
片、领子和袖口是骑行服保暖性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全包围结构使骑行服的保护范围更加全面，
其中头部和关节是防护的重点；
同时要强调骑行服的合体度，尤其是上肢、后裆和膝关节前侧在骑行
中发生伸曲，
会产生较大变化量，
因此要调整版型以减少对身体的牵扯；外观设计上，
材质和颜色是主
要影响因素，
以优化骑行服舒适性、
增强服装辨识度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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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mproved Design of Electric Bicycle Riding Suit based on
Standard of Protective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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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 bicycles are popular among the majority of consumers at present. Related cycling wear

products have also been widely used. However, the field of electric cycling wear has started recently and is
not perfect enough.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is fiel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 combination with
related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mproved design should consider four aspects: comfort, safety,
functionality and aesthetics. The clothing which fits the human body has the better effect of heat

preservation, which could be achieved by essential factors such as front and back pieces, the collar and
cuffs. All-enveloping structure makes the range of protection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ead and joints are
two key points for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fitting degree of cycling wear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upper limbs, crotch and front side of knees will be stretched during riding, which causes some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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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patterns should be adjusted to reduce pulling impact on the body. In terms of aesthetics,
materials and colors need to be well chosen to optimize riding comfort and enhance clothing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standard of protective clothing; electric bicycle; design of cycling wear; design factor

1 引言

素。因此在设计上可以通过拼接和叠加色块，

近些年，随着“低碳出行”理念的不断深

在一定
或者亮色的使用来表达骑行者的活力，

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代

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安全警示作用，
保证骑行者

步工具，电动自行车符合当今中国消费者的消

的安全，
使得骑行服兼备时尚感和功能性。江

费特征和需求，具有节能、经济、绿色环保、省

慧芝[4]在《电动自行车冬季防护服的设计与应

时省力的特点，加之技术逐步走向成熟，使得

用研究》一文中提到骑行服所采用的面料必须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国和消

具有耐撕裂性、摩擦性以及良好的缓冲性能，

费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

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效果。邓琼华[5]则提到通

势，相关的骑行服产品也得到了广泛使用[1]。由

过提花技术或利用色彩交并的混色纱线进行

于电动自行车骑行服领域起步较晚，并未形成

编织，形成多彩的色织面料，从而体现花纹细

一个完善的专业领域，还存在许多缺陷需要弥

致、
层次清晰的设计特点。这些研究各有偏重

补。目前市面上的骑行服饰无论是造型设计还

点，但缺乏防护服标准为导向的设计，本文基

是功能设计，既不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需求，

于此，以调查为基础，进行电动自行车骑行服

也存在保暖性能差，甚至出现安全隐患等问

的改良设计。

题。这说明生产企业对骑行服的用途缺乏足够

2 调查问卷及数据分析

认识，忽视产品的功能性设计。

方法和调查对象
2.1 调查问卷的设计、

关于骑行服的设计，
不同的研究人员从各个

结合当前市场上电动自行车骑行服的实

角度出发提出建设性意见，
对进一步完善电动自

际使用情况，
以日常生活中电动自行车骑行者

行车骑行服的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赵锦 在

为研究对象，
分别从舒适性、安全性、机能性和

文献中强调，骑行服需要根据骑行者身体的活

美观性四个方面，通过问卷调查获取骑行者对

动自由伸缩，确保适当的透气和透湿等性能，

电动自行车骑行服的具体需求，探寻电动自行

同时在冬季及恶劣天气下，骑行服应该具有良

车骑行服中应该改进的问题。

[2]

好的防风、
防水等性能。程宁波 认为色彩是服

此次问卷调查的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一

饰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元

级指标分为两部分：
一是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

[3]

图1
Fig.1

调查问卷的指标体系

Index system of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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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二是受访者对电动自行车骑行服的具体需

头部的保暖程度在不算保暖和适中范围内的

求调查。二级指标又包含基本信息中的性别和

比重最大，均值为 2.8，说明保暖程度中等偏

年龄，以及具体需求里的舒适性、安全性、
机能

下。进一步分析可知，
如表 1 中骑行服饰与保

性和美观性。问卷基本采用李克特量表法以及

暖程度的交叉表，防风帽、围巾和口罩对头部

多选题的类型。其中李克特量表制定 3 级或 5

均不够保暖，但通过纵向比较而言，防风帽的

级矩阵量表将答案分为 1 至 3 或 1 至 5 个等

半包围设计使得其保暖程度更高，
而口罩由于

级予以评价，数值从小到大表示满意强度的递

只能对人体面部进行局部防护，在三者之间的

增。共计 15 道题目，共发放问卷 107 份，排除

保暖程度最低。

回答用时低于 100 秒的无效问卷，最终回收有
效问卷 100 份，有效率达 93.5%。
2.2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运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

表1

对头部的
保暖
作用

的信 度和效 度 分析 可 以 得出 ，问 卷信 度 的
Alpha 系数为 0.707，说明问卷的信度合理；然

骑行服饰与头部保暖程度的交叉表

Cross table of cycling wear and heat preservation on head

Tab.1

非常不保暖 不算保暖 适中 比较保暖 非常保暖

骑行服饰

后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得到 KMO 值为 0.613，
说明问卷的效度也合理；同时巴特利球形值为

防风帽

5.3%

28.9%

42.1%

21.1%

2.6%

1294.002、自由度为 528、显著性为 0，说明差

围巾

2.2%

32.6%

47.8%

15.2%

2.2%

口罩

2.0%

40.0%

40.0%

16.0%

2.0%

异性显著。由以上述数据可知，该问卷结果具
有可靠性和有效性，证明调查结果与要考察的

如图 3 所示，骑行服饰对上肢和躯干的保

内容吻合度较高。
根据人体工效学原理和防护服设计要素

暖程度在不算保暖和适中范围内的比重最大，

可以得出，骑行服的设计需求由舒适性、安全

均值为 2.85，
说明保暖程度中等偏下。进一步

性、机能性和美观性四部分组成，这也是实现

分析可知，如表 2（见下页）中骑行服饰与保暖

骑行服综合设计的核心。本文将依据这四类指

程度的交叉表，
挡风被和护膝护肘对上肢和躯

标, 通过 SPSS 软件对电动自行车骑行服进行

干的保暖效果不够好，
挡风被只能抵御来自前

需求分析，
并通过直方图和交叉表反映出来。

方的冷空气，
相比而言防护罩的全包围结构使

（1）舒适性分析。如图 2 所示，
骑行服饰对

保暖效果更好。

图 2 骑行服饰对头部的保暖程度
Fig.2

Degree of heat preservation effect of cycling wearing on
head

图 3 骑行服饰对上肢和躯干的保暖程度
Fig.3

Degree of heat preservation effect of cycling wearing on
upper limbs and to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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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2

骑行服饰与上肢和躯干保暖程度的交叉表

Cross table of cycling wear and heat preservation on torso
with upper li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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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性分析。如图 5 所示，骑行服饰
对人体的保护程度在低和一般范围内的比重
最大，均值为 1.69，说明保护程度中等偏下。

对上肢和
躯干的
保暖 非常不保暖 不算保暖 适中 比较保暖 非常保暖
作用
骑行服饰

进一步分析可知，如表 4 中骑行服饰与保护
程度的交叉表，防风帽和护膝护肘只能针对
特定部位进行保护且效果不佳，而防护罩的

挡风被

1.6%

32.3%

43.5%

21.0%

1.6%

保护范围更全面，与其他三类相比，保护程度

护膝护肘

0.0%

33.3%

51.9%

11.1%

3.7%

略高一些。

防护罩

0.0%

10.0%

70.0%

0.0%

20.0%

如图 4 所示，骑行服饰对下肢的保暖程度
在不算保暖和适中范围内的比重最大，均值为
2.96，说明保暖程度中等偏下。进一步分析可
知，如表 3 中骑行服饰与保暖程度的交叉表，
其中由于挡风被是前片式设计，而护膝护肘和
防护罩的设计更贴合人体结构，保暖对象也更
具有针对性，所以对下肢的保暖效果要优于挡
风被。
图缘
Fig.5

骑行服饰对人体的保护程度

Degree of protection effect of cycling wearing on body
表 4 骑行服饰与人体保护程度的交叉表

Tab.4 Cross table of cycling wear and protection degree on body
对人体的保护程度

低

一般

高

防风帽

31.6%

63.2%

5.3%

挡风被

41.9%

58.1%

0.0%

护膝护肘

11.1%

81.5%

7.4%

防护罩

10.0%

60.0%

30.0%

骑行服饰

图 4 骑行服饰对下肢的保暖程度
Fig.4

Degree of heat preservation effect of cycling wearing
onlower limbs
表3

Tab.3

如图 6（见下页）所示，
骑行服饰需要重点

骑行服饰与下肢保暖程度的交叉表

Cross table of cycling wear and heat preservation on lower
limbs

保护的部位主要集中在上身的头颈部、胸部、
肘关节以及下肢的膝关节。进一步分析可知，

对下肢的
保暖
作用 非常不保暖 不算保暖 适中 比较保暖 非常保暖

如表 5(见下页)中骑行服饰与重点保护部位的
交叉表，
挡风被最需要重点保护骑行者的头颈
部和膝关节，其次是对胸部的保护；而防护罩

骑行服饰
挡风被

1.6%

21.0%

43.5%

32.3%

1.6%

除了最需要保护头颈部和膝关节以外，还要加

护膝护肘

0.0%

22.2%

51.9%

22.2%

3.7%

强对骑行者的整体保护，
尤其是对上肢和躯干

防护罩

0.0%

10.0%

60.0%

10.0%

20.0%

各部位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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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骑行服饰与重点保护部位的交叉表
Tab.5 Cross table of cycling wear and essential parts of body
重点保护的部位
头颈部

胸部

肘部

腕关节

背部

腰部

胯部

膝关节

踝关节

挡风被

95.2%

50.0%

33.9%

30.6%

17.7%

30.6%

14.5%

54.8%

24.2%

防护罩

100.0%

40.0%

40.0%

40.0%

40.0%

50.0%

30.0%

70.0%

40.0%

骑行服饰

表 6 骑行服饰与牵扯部位的交叉表
Tab.6

Cross table of cycling wear and pulling parts

造成牵扯
的部位
肩部

肘部

背部

腰部

无

挡风被

34.5%

50.9%

9.1%

12.7%

30.9%

防护罩

33.3%

55.6%

22.2%

33.3%

33.3%

骑行服饰

图 6 骑行服饰需要重点保护的部位
Fig.6

Essential parts of bodyprotected by cycling wear

（3）机能性分析。如图 7 所示，
排除感觉无

（4）美观性分析。如图 8 所示，
骑行者更注
重骑行服饰的材质和颜色。进一步分析，表 7
（见下页）是外观偏好与性别的交叉表分析，不

牵扯的骑行者，其他骑行者主要在肘部和肩部

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更看重骑行服的材质，

感觉有明显牵扯。进一步分析，表 6 中骑行服

其次是对颜色的考虑；表 8（见下页）是外观偏

饰与牵扯部位的交叉表，可知挡风被和防护罩

好和年龄的交叉表分析，总体上看，各年龄层

在肘部和肩部的牵扯强度最大，同时防护罩对

的骑行者还是优先考虑骑行服饰的材质，
其次

腰部和背部造成的牵扯也远大于挡风被，
说明

是颜色，
说明骑行者在骑行服饰的选择上偏向

二者尤其是防护罩的合体度较差，不能满足所

实用性。
纵向比较来说，
20~30 岁的青年人对骑

有骑行者的尺寸号型需求。

行服饰的印花有较明显的喜好，
说明其追求兼

图7
Fig.7

骑行服饰会造成牵扯的部位

Parts of body pulled and affected by cycling wear

图8

外观偏好

Fig.8 Preference of aesthetics

服饰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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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外观偏好与性别的交叉表
Tab.7

Cross table of aesthetics preference and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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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符合骑行过程中的身体活动；最后根据以
上骑行服的需求分析完善各部位的细节设计。
3.1 实现整体设计

外观偏好
颜色

印花

廓形

材质

性别

整体设计的实现，是电动自行车骑行服设
计的基础。目前市场上骑行服饰以挡风被、护

男

57.1%

19.0%

26.2%

76.2%

女

55.2%

12.1%

34.5%

81.0%

表8

外观偏好与年龄的交叉表

Tab.8 Cross table of aesthetics preferenceand age
外观偏好

膝护肘和防护罩等独立部件为主，其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防护功能，但根据需求数据分析结果
来看效果不佳。因此在骑行服的改良上，
首当
形成以外套和
其冲的就是实现各部件的整合，
裤子相结合的二部式的常服。既满足骑行者在

颜色

印花

廓形

材质

20~30 岁

50.0%

26.1%

32.6%

73.9%

服穿着，
省去现有骑行服饰频繁穿脱带来的不

30~40 岁

41.2%

0.0%

35.3%

76.5%

便，
是非常有必要的。

40~50 岁

74.1%

11.1%

37.0%

88.9%

3.2 调整款式设计和结构设计

50~60 岁

55.6%

0.0%

0.0%

77.8%

60 岁以上

100.0%

0.0%

0.0%

100.0%

年龄

骑行过程中的防护需求，
又能够作为日常出行

款式和结构是电动自行车骑行服设计的
重要因素。电动自行车骑行服属于户外服的一

顾实用性和设计感，同时反映出其他年龄层的

种，
户外服款式系列设计可作为骑行服设计的

骑行者更偏向纯色系的款式。

参考，使得骑行服具有良好的机能性和实用

3 电动自行车骑行服设计的改进建议

性，迎合当今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使骑行服

依据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基于防护服标准

在款式和结构上，
主
的设计更加大众化。因此，

的电动自行车骑行服设计体系。关于防护服标

要从领型、
袖型、分割线、
下摆和裤型等几个方

准，国家标准 GB/T 20097-2006《防护服一般要

面考虑[7]，满足骑行者的正常活动。如图 9 所

求》中提到[6]，防护服的设计穿戴的位置正确，

示，结合上文对骑行服各方面的需求分析，对

并确保在预定的使用期间内保持其位置，不阻

骑行服的款式和结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碍骑行者的动作，因此要采用适当的方式如适
宜的结构和尺寸范围，使防护服能适应骑行者
的体形。所用材料和组件应确保不会对骑行者
产生不良作用，其与骑行者的身体接触处应避
免由粗糙或突出部分引起的过分刺激或伤害，
在满足防护要求的同时，使骑行者尽可能穿戴
舒适。同时在不影响设计效果和活动机能的情
况下，尽量减轻防护服的质量。

图 9 骑行服上衣款式图（1）
Fig.9 Garment fashion drawing of cycling top（1）

本文通过三个方面来填补电动自行车骑

（1）衣身前后片：骑行过程中人体上身略

行服的设计空白，体系如下：首先强调骑行服

微前驱，后背肌肉伸展性较大，因此通过适当

的整体性，改变目前市面上骑行服饰的独立形

减少前片长度，增加后片长度，使上衣前短后

其
式，将各个部件优化组合实现综合性设计；

长，
防止前片衣料的堆积。

次调整骑行服的款式设计和结构设计，以上衣

（2）领子：
领部的防风、保暖是首要考虑的

下裤的二部式常服为主要形制且要求结构合

因素，因此领口采用闭合的立领或可立起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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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结合人体工效学原理，配合领口采用弧形

完善
性、
安全性、
机能性和美观性的需求分析，

设计，
使领子更加贴合颈部，防止冷空气进入。

骑行服的细节，
优化整体设计。

（3）袖子：上肢动作在骑行中呈微曲状态，

（1）袖口设计：采用搭扣设计或者具有弹

屈肘使得手臂外侧伸曲变形，袖子的肘部和后

力的针织罗纹口，有效阻隔冷空气的进入以及

方会产生拉扯，产生的拉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后

长时间骑行带来的袖子向上滑移的问题。

袖窿处，因此在结构设计上，袖窿向前偏移，
同

（2）腰部和下摆处理：外套采用中腰设计，

时减小前片胸部尺寸，
采用插肩袖设计，
配合分

下摆采用针织罗纹口或者可调节松紧的腰带

割线处理，
使手臂活动空间充分，
减少因结构不

扣设计，
防止冷空气进入以及后衣片的上移。

合理造成的牵扯[8]，
同时在肘部填充海绵垫。

（3）安全色的使用：安全色在骑行服细节

（4）裆部：如图 10 所示，骑行者的坐姿使

设计中也必不可少。可以选用荧光色面料或者

得后裆尺寸会产生较大变化量，在裤子结构上

荧光条，在视觉上更具有冲击力[10]。可以将荧

可适当增大后裆的裆斜，同时增大裆弯和后腰

光条使用在领口、
袖口、
口袋、
下摆，以及上肢、

的起翘量，防止因久坐造成裤腰的下滑。

背部等部位，从各个方位都能起到警示作用，
尤其在夜间骑行时对来往行人和车辆起到警
示作用，
减少事故的发生，
保证骑行者的安全。
3.4 其他方面
（1）头部防护：头盔采用抗冲击性强的材
料，在结构上要求贴合人体的头颈部曲线，夹
层填充柔软且保温性
好的材料，在发生事

图 10
Fig.10

骑行服裤子的结构图

Structural drawing of cycling pants

故时能够有效 减轻
外界碰撞以及头部

（5）膝盖：裤子的结构设计上，前片膝盖部

与头盔间间的二次

位加长，添加海绵衬垫，后片膝盖部位收省，
配

撞击[11]。因此将传统

合分割线设计以贴合腿部曲线[9]。骑行过程中，

一体式的头盔结构

膝关节前侧和臀部后侧发生伸曲，产生相应的

调整为前后拼接式结构（如图 12），骑行者先将

拉力。因此在基本裤型的基础上进行纵向分

脸部放入头盔前端，再闭合后盖，洞口采用皮

割，
能更好的适应骑行者的活动需要。

质包裹海绵块材质实现与颈部的完美贴合，防

3.3 优化细节设计

止冷空气的进入。

细节设计包括了骑行服不同部件和设计
元素的组合。如图 11 所示，结合上文对舒适

图 12

头盔示意图

Fig.12 Sketch of cycling helmet

（2）材质：选用 pvc 涂层防水面料作为主
要面料，其具有不易老化、抗紫外线、抗氧化、
阻燃等性能，
因此使用该面料具有良好的功能
性，更好适应各种骑行环境，提高骑行者的舒
适性和安全性。
（3）色彩：作为一种户外服，骑行服在色彩
的使用上具有色彩辨识性这一功能[12]。结合上

图 11
Fig.11

骑行服上衣款式图（2）

Garment fashion drawing of cycling top（2）

文的美观性需求分析可知，骑行者对颜色的考
虑仅次于骑行服的材质。除了上文提到的荧光

服饰与艺术：
设计改良

条的使用，配合袖子和裤子中分割线的使用，
可以利用色块的分割满足骑行者需求。主要采
用多种相邻色或对比色的拼接（图 13），
以及大
面积的高纯度色彩、对比色组合等方案，一方
面实现骑行服的美观性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服
装的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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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相邻色和对比色
Fig.13

Adjacent color and contracting color

4 结语
防护服标准和骑行者的需求是改良骑行
服设计的关键。从舒适性、安全性、机能性和美
观性四个方面考虑骑行服设计，既能满足骑行
者对于骑行服的需要，又能提升骑行服的整体
水平，实现电动自行车骑行服领域的进一步完
善。笔者认为：舒适性方面，贴合人体结构的骑
行服的保暖效果更好，衣身前后片、领子和袖
安
口是骑行服保暖性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全性方面，
全包围结构使骑行服的保护范围更
加全面，其中头部和关节是防护的重点；机能
性方面，
要强调骑行服的合体度，尤其是上肢、
会产生
后裆和膝关节前侧在骑行中发生伸曲，
较大变化量，因此要调整版型以减少对身体的
牵扯；美观性方面，材质和颜色是主要影响因
素，以优化骑行服舒适性、增强服装辨识度为
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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