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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体老年男性裤子的美观与便利性的结构优化
曹晓梦，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在老年人服装市场上，舒适和防护一直是老年服装的关注重点。如今，老年服装的穿脱便利性也越来
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足够实用的服装，能够真正解决老年人服装的穿脱问题。相对于老年女性服装来
说，老年男性服装的结构研究很少。[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对瘦体老年男性下身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分别在裤子的前
膝、膝窝以及裆部处进行结构创新，实现裤子穿着的舒适美观性与穿脱便利性的统一。[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在
前膝处，通过做剪口与叠加使用褶量为 4cm 的工字褶，能够给予膝盖更多的活动量；在膝窝处，通过减去一共 4cm 的多
余面料再缝合成曲线造型，可以减少膝窝处多余的面料堆积；抛开传统门襟设计，在侧腰进行开口，前片加长 4cm，后片
加长 6cm，采用面料交叠的方式合并裤片，可以解决老年男性在穿脱裤子时带来的多种不便，
并实现其穿着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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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the Aesthetics and Convenience
of Thin Elderly Men's pants
CAO Xiaomeng，ZHONG Anhua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Comfort and protection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the elderly clothing market. Nowadays, the convenience of wear⁃
ing and taking off clothing for the elderl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are not enough practical cloth⁃
ing on the market that can re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wearing and taking off clothing for the elderly. Compared with elderly wom⁃
en's clothing,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structure of elderly men's cloth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lower body of thin elderly men, and carries out structural innovations at the front knees, knee sockets and crotch
of the trousers to achiev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mfort and beauty and the convenience of wearing and taking off. Research sug⁃
gests that at the front knee, cutting and superimposing the I-shaped pleats of 4cm can give the knee more movement; at the knee
fossa, by subtracting excess fabric whose length is 4cm and stitching into a curved shape, it can reduce excess knee fossa .Aside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cket design, the side waist is opened, the front piece is 4cm longer, and the back piece is 6cm longer.
And the trousers are combined by overlapping fabrics, which can solve the various inconveniences while the elderly men putting
on and taking off their trousers and realizing their wearing aesthetics as well.
Key words: elderly men; pants; aesthetics; convenience of wearing and taking off clothing; structural design.

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老年服装的市场现状，

老年男性裤装入手，通过观察生活中老年男性体

我们发现，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体型特征而设计的服

态，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期望通过对服装结构的

装不多。相对老年男性服装而言，其中针对老年女

创新，能够使膝盖自然弯曲的老年男性，在穿着裤

性服装进行结构设计所占的比例更大；不论是男性

子时，膝盖部位更加美观。同时，老年服装的穿脱

还是女性，针对老年上装的结构设计所占比例要远

便利性越来越受关注，但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很

远高于老年下装。因此，本文从大众关注点较低的

少。王军和刘莹[1]曾对方便老年病人穿脱的病号服
进行研究，对上衣的侧缝和肩缝，分别采用尼龙搭
扣和粘贴扣的方式实现穿脱的便利性。但是这种
设计相对来说只是利用紧固件来改善穿脱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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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以及运用工字省的方式来实现服装的穿脱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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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本文对裤子裆部进行结构上的改善，使老年男
性在日常穿脱时能节省更多时间和精力。

1

瘦体老年男性的生理特征分析
随着日常活动的减少，老年人的代谢能力逐年

下降，70 岁的人则下降到了 25%左右，从而导致人
体的多个器官及功能出现衰退 [3]。相关研究表明 ,

相比青年时期，老年人的大脑在重量、表面积和神
经细胞上均有所下降,从而导致老年人的脑力劳动
能力降低,易疲劳,易失眠 ,记忆力减退 [4]，大脑对人

体控制能力下降，手脚逐渐不复灵活，同时老年人
会逐渐出现眼花手抖的现象。而且，人到中年以
后，肌肉的力量和质量会逐年减少，50 岁以上人群

（1）穿着长裤

的腿部肌肉质量每年减少 1%～2%，70 岁以后肌肉

质量每十年可减少几乎 15%，从而导致老年人的活

动能力逐渐下降[5]。本文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老年
人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相比老年女性，老年男性
具有偏胖体态的要少一些。而且通过对 70 岁以上

老年男性的更进一步观察发现，老年男性具备一般
老年人的通病，各个器官衰退，眼花手抖，肌肉和骨
骼性能下降。且老年男性的腹部基本上都会有不
同程度的凸起，且四肢明显缺少脂肪填充，尤其是
双腿，干枯纤瘦，骨骼分明，这正是老年人骨骼和肌
肉性能降低的一个显著表现。老年人腿部骨骼的

Fig.1

（2）穿着五分短裤

图 1 下半身侧面着装效果图
The side rendering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dy

裤长是必不可少的数值。为了方便结构上的改善，
需要对个别部位的数值进行测量。比如在对裤子
膝盖处进行设计时，需要测得前膝膝盖处所需要的
宽松量，同时测得膝窝处面料需要去除的量。在对
裆部结构进行设计时，需要测量前裆长、腰围、臀围
以及其他相关数值。本文对这位瘦体老年男性代
表的下半身相关数据进行测量。数据测量结果如
表 1。

2

裤子的美观与便利性设计思路

弹性和韧性减低，容易诱发骨质疏松症，同时缺少

（1）裤装膝盖处的舒适美观设计。裤子膝盖处

肌肉力量，导致老年人的双腿无力，因此在静止站

的设计原理是对前膝处的结构设计做加法，对膝窝

立和行走时，不少老年男性的膝盖会呈现不同程度

处的结构设计做减法。部分年迈的老年人在站立

的弯曲，
从侧面看，
就像一个单边的书名号。

或行走时，腿部会有不同程度的弯曲，膝盖处向前

本文选取多位老年男性中的一位瘦体老人作

顶，这样的姿势体现在服装上就是前膝的面料会处

为典型代表，其年龄、腿长、膝盖弯曲程度与其他形

于紧绷状态，从而对膝盖产生一定压力，人体会感

态特征，在被观测的多位老年男性当中均处于中等

觉到不适，长此以往，膝盖处的面料在弹性、强力以

水平，因此选取该名瘦体老人作为本次研究的对

及厚度上都会有所降低。同时这样的姿势也会导

象。如图 1（1）是老年男性穿着长裤时的状态，由于

致膝窝处的面料堆积，产生褶皱且不易恢复平整，

直筒裤比较宽松，起到遮挡效果，其腿部在膝盖处

影响穿着的美观性。

的弯曲体现不是特别明显，但从侧面依旧能看出前

裤装膝盖处的设计能使老年男性在直立或行

膝边缘呈一条曲线，膝窝处面料有明显堆积。如图

走时，前膝获得足够的宽松量，膝窝处更合体。在

1（2）是老年男性穿着 5 分短裤，膝盖及以下裸露的

裤子版前片的中档线处做剪口，相当于在中裆线处

120°左右，这种弯曲状态下臀部会向后倾，身体为

的工字褶置于膝盖处剪口下，褶的开口与中裆线剪

状态，可以看出，膝盖处有明显弯曲，弯曲角度大约

将裤子前片分为上下两部分，再将一个褶量为 4cm

了保持平衡，上半身会呈佝偻态，脖子前倾，背部呈

口重合，使得老年男性在膝盖向前弯曲时，能够将

弓形。

内层的褶量顶出，从而获得足够的宽松量，得到更

进行男装裤子的结构制版，其腰围、臀围以及
Tab.1

高的舒适感，设计原理如图 2（1）所示。根据前膝处

表 1 下半身各部位尺寸
The size of each part of the lower body

测量项目

腿长

腰围

臀围

大腿围

小腿围

膝盖围

前裆长

数值（cm）

93

72

87

44

31

34.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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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片的开口形状为近似橄榄
形，因此在处理膝窝处的堆
积面料时，以裤子后片中裆
线为基准，剪去中心高度为
4cm 的橄榄形面料，再将两条
被剪开的弧线缝合。在老年
男性膝盖弯曲时，
后片面料能
更好地贴合膝窝，
不产生多余

（1）前膝设计

面料，如图 2（2）所示，弧线条

（2）膝窝设计

图 2 膝盖处的设计
Fig. 2 The design at the knee

A1B1 和弧线条 A2B2 在剪去中
间多余面料后是重合的。

裤子前片与后片的设计
量，是通过真人试穿，从而测
量可得。剪开裤子前片的中
裆线，老年男性代表穿着该裤
子，测量老人腿部在正常的弯
曲程度下此处的开口宽度，即
可得到工字褶的褶量。通过

（1）正面

捏合膝窝处多余面料，再进行
测量可得到膝窝处应减去的
面料宽度。其数值的确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所设
定，这里主要提供设计方案。
（2）裤装裆部的穿脱便利性设计。裤装裆部的

（2）背面
图 3 裤子款式图
Fig.3 The design drawing of pants

（3）解扣后裤子效果

近。裤子上半部分的正、反面款式图如图 3（1）和图

3（2）所示，其中实线为实际效果的分割线。后片多
出宽度设为 6cm，斜边起点稍低于门襟底点，以便

在解手时，整个前片的上半部分能够完全向下翻

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服装的闭合方式。

折，达到和解开传统门襟时相同的裸露状态，其效

古代中式服装的门襟必须遮挡严密，其中深衣是交

果如图 3（3）所示。前片多出宽度设为 4cm，穿着时

领搭合式大襟的代表作品，左右衣襟相互交叠，其
重叠量是交领搭合式大襟结构的要点 [6]。这种衣襟
的穿法不用借助其他紧固件，就可以将身体遮挡
住，既实用又美观。老年男性裤子采用这种设计方
法来处理裤装开口的闭合问题。老年男性随着年

后片叠前片，从正面看，后片的斜线刚好与裤子插
袋口形似。
（3）在腰头靠近交叠处，采用按扣设计，
对老年男性而言省时省力，更为方便。按扣具体设

置位置见图 3（1）和 3（2）。对于裆部的结构改善，
使得老年男性在穿裤子时，需要抻腿的长度缩短，

岁增加，视力和行动力都会大大下降，在穿着裤装

仅从裆部以下即可，不必担心裤子太长而在穿脱时

时不仅时间花费长，难度也高。老年男性的裤子

踩到裤脚，同时裤子的闭合也只需要通过叠合前后

门襟设计与青年男性是一样的，老人在解手时，正

裤片再使用按扣就可以实现。在进行小解时，只需

确且完美地闭合门襟开口存在很大困难，若是由

解开按扣，手提后裤片即可。如果不将按扣合上，

于记忆力减退，忘记拉上门襟拉链，更是令老年人

裤子便不能正常穿着，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和其他人尴尬。同时，由于生理性和病理性原因，

老年男性出现忘记拉上门襟拉链的情况。老年人

老年人多存在尿频尿急、夜尿多的症状 [7]，解手次

的服装除了要求舒适性和功能性以外，对防护性也

数多，易弄脏外裤，同样是让多数老年男性倍感无

有需求，这里设计的防护性主要体现在腰部和膝

奈和难堪。

部，其设计点能对老年人的膝盖和腰部起到一定程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决定从结构上对老年男性

度的保护作用。

裤装的裆部进行改善：
（1）去除门襟处开口设计，为

3

使裤子保持正常的外观效果，设计假门襟，但不开

经过调查发现，老年男性在外出时，其裤子穿

口，不设拉链。
（2）裤子开口设置在两腰侧缝处。前

着多选直筒裤。因此这里采用刘瑞璞的 H 型男装

料，即原侧线变短，新的分割线位于裤子插袋附

人测量尺寸：裤长 93cm，腰围 72cm，臀围 87cm，股

后裤片分别从侧缝向后片、前片延伸出一块梯形面

裤子的美观与便利性结构优化设计

裤子基本纸样进行设计。尺寸按照选取的瘦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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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裤子结构图
Fig. 4 Structural drawing of pants

上长 25cm，标准裤口尺寸 43cm。具体结构设计如

了老年男性穿着时的正面、背面以及侧面的试穿效

了使这款裤子外观看起来和普通裤子无异，只是

穿着特点。从正面看，前腰处设计的 3.5cm 的活褶，

图 4 所示。其中前片设计一个假门襟，其目的是为

果。整体而言，侧面效果图更能体现出该款裤子的

功能有所不同。老年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凸腹，

充分满足了老年男性腹部突出所需的活动量，穿着

本研究中的瘦体老年男性代表也不例外，虽然整

更舒适，不紧绷。前膝处的设计也满足了膝盖弯曲

体体型偏瘦，但腹部仍会有凸起，因此在前片设计

时的凸起量，但从本样裤而言，由于穿着对象是膝

一个 3.5cm 的活褶，以便使老年男性在坐立时腹部

盖弯曲程度中等的一名老年男性，所以膝盖处的褶

感觉更舒适。前片在中裆线做分割，开口处在内

量会稍显多余，但是对于膝盖弯曲程度更大的人而

层垫入设定尺寸的工字褶面料，面料长和中裆线

言，本设计中的 4cm 褶量是足够的。从背面和侧面

长一致，宽为 12cm，折叠后的褶量为 4cm，褶量位

看，膝窝处面料完美贴合人体，没有堆积，穿着效果

置靠近皮肤层，方便人体膝盖外顶时能够将其释

更显美观悦目。背面的腰省设计，
使穿着更合体，
臀

放出来。前片在外侧缝处向外多出 4cm，后片在外

部曲线更为顺滑。侧缝处的独特闭合设计，
从侧面看

侧缝处向外多出 6cm，图 4 中腰围附近的两个蓝色

更像是侧袋的袋口，
给人的视觉效果不显突兀，
能从

线段标出的三角区域，为裤子在穿着闭合时的交

两侧闭合裤片，
减少从正面闭合的繁琐，
同时根据个

叠部分。

人的饱腹程度，
还能多设按扣，
调节腰围，
更为方便。

后片设计一个省量为 2cm 的省，其目的是使裤

子后腰处更贴合。由于前片未设口袋，因此后片设

计两个 14cm 长的贴袋，
满足一定需求。在后片中裆

线处，
减去高度为 4cm 的多余面料，
缝制时将图中所

示的两条弧线缝合。缝合以后裤子膝盖以下部位的
造型会向后摆，
在穿着时裤子会贴合人体膝窝，
不会
有面料堆积，
老年男性在穿着时会更显美观。

4

成品样裤展示
以测量的老年男性为对象，设计了一条适合瘦

体老年男性穿着的特体裤子，并根据版型制作了样
裤，分别实现了膝盖处的美观与功能效果和上裆部
的便利效果。
（1）整体试穿效果。如图 5 是本文所设计的老

年男性裤子的试穿效果图。图（1）
（2）
（3）分别展示

（1）正面效果图

Fig.5

（2）背面效果图

（3）侧面效果图

图 5 裤子试穿效果图
Try-on effect renderings of 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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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细节试穿效果。图 6 为膝窝和侧缝处

验更好，更舒适。③膝窝处通过结构改善，去除多

的细节效果图。图 6（1）展示了膝窝处的试穿效果，

余面料，提升老年男性裤装穿着的美观性。总体而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剪切了多余面料，裤后片的

言，该设计实现了老年男性裤装的美观性与穿脱便

上下两个裤片在裤中线处整体向前倾斜，从而也就

利性的统一，既为广大老年人带来福利，又能为男

能满足腿部弯曲的老年人的需求，使其穿着时贴合

装企业及男装市场提供一定的参考。

膝窝的凹陷处，不产生多余的面料堆积。图 6（2）展
示了裤片在侧缝处闭合的穿着效果，可以看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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