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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自行车春夏骑行服研究与设计
方松春，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骑行运动广受大众喜爱，然而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女性骑行服其舒适性与合体性都有所欠缺。[研究
方法]文章结合相关资料，采用动作模拟对骑行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完成女性自行车春夏骑行服的产品设计。[研究
结果]结合骑行服的整体和局部特征完成了弧形贴合的领子设计，袖子长度与袖口周长 5cm 的拇指洞设计，具有 7cm 的
前后下摆差设计，手臂、腋下及背部透气性与灵活性的结构设计，和造型分割线及配件的辅助功能设计。实现了女性春
夏款公路自行车骑行服的结构面料舒适性、
局部细节功能性、造型分割女性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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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sign of Women's Cycling Wear in Spring and Summer
FANG Songchun, ZHONG 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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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ycling sports are widely loved by the public, but currently the female cycling clothing on the market lacks both com⁃
fort and fitness.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movement simulation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cyc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er complete the product design of women's cycling clothing in spring and summer.Combined with the overal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cycling clothing, the design of the collar with curved fitting, the design of the thumb hole with sleeve length
and sleeve circumference of 5cm, the desig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ont and rear hem of 7cm,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air per⁃
me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arms, armpits and back and the design of the auxiliary functions of the shape dividing line and ac⁃
cessories are completed. It realizes the structural fabric comfort, local detail function and feminine shape design of women's bicy⁃
cle riding clothes in spring and summer.
Key words: women; cycling clothes; comfort and functionality; innovative design

在众多户外运动项目中，骑行运动因其操作简

骑行背带裤的结构设计进行了分析，运用三维立体

于生物力学的骑行裤垫研究》中分析了在骑行运动
中受伤的因素及部位，主要研究面料的防护功能
等，实现了人体臀大肌肌肉在骑行运动中的舒适
性，并能增强肌肉的爆发力 [4]。2017 年刘需提出应
运用人体工效学原理去研发骑行服，重点研发骑行
服面料的功能性，重视骑行服工艺的精细化以及骑
行服的款式结构，向着符合人体运动需要的方向发

裁剪技术，将省道通过分割线处理，使骑行服贴合

展，以新技术促进自行车骑行服功能化设计的发展

单方便而获得大众喜爱。目前国内女性骑行服的
款式设计比较单一，趋向男性化，同时也缺乏保护
性以及穿着的合体性。2009 年胡秀娟提出在研究
骑行服结构的抗风阻性能时，采用了无缝针织技
术，降低了骑行服运动中的阻力 [1]。2011 年赵锦对

人体的程度更好 。2013 年在杨娟等分析了骑行运

方向 [5]。本文侧重于女性骑行服的舒适与功能性，

动的动作过程，同时结合骑行裤的结构，在骑行裤

对其进行研究。

的后膝盖处与前裆处做了收省处理，加大了膝盖前

1

[2]

片面料和后裆面料，把服装结构对人体的保护性能

自行车骑行动作特征分析
通过对骑行运动动作的伸展性和收缩性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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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图 1[6]，发现人体的颈部、腰腹部、背部、腿部和
臀部都有较大的变化。骑行运动中每个动作的受
力点不同，肌肉的运动会引起骑行服发生堆积、滑
移的状况。骑行者在骑行时上身向前倾斜，在加速
时身体几乎平行于地面，上肢部位中手臂向前伸，

信作者：
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肘部微微弯曲，大臂腋窝肌肉发生拉伸变化，身体

[3]

视为极其重要的特点 。2015 年姚瑞祥在文章《基

收稿日期：
2020-12-09；修回日期：
2021-03-07。

服饰与产业：
产品设计

向前伸使得背部拉伸。由于身

体，减少骑行中产生的风

体前倾会导致腰部软组织和皮肤

阻。袖子设计成插肩袖，

的堆积，
不同路况和动作下的腰围

原身袖片和衣身部位采用

[7]

均有增大的趋势 。骑行运动中

了相结合的结构设计，将

当一侧的腿抬高到最高点，腰腹

袖子与侧面腋下部分相拼

部的肌肉就会发生收缩，在加速
时的骑行动作会加重肘部的弯
曲和腰腹部的折叠。服装的结

图 1 一般骑行动作
Fig.1 General riding
action

接，增加后腋窝的活动空
间，提高骑行者在骑行运
动中上身的灵活性，不受

构设计应考虑人体工程学，注重人体生理和心理对

约束，更加舒适。由于人

服装适应性的要求。

体在骑行时身体的前倾和

2 骑行服的功能创新设计
2.1 舒适性设计

肘部的弯曲，袖子会向上

（1）衣领设计。市面上春夏款的女性骑行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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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适当增加袖子的长
度，遮住手腕，可以减少人

图 4 骑行服袖子设计
Fig.4 Design of cycling wear
sleeve

遍衣领较低，这就使得骑行者颈部的防晒性能较

体皮肤受到光晒。长袖款式可以有压缩肌肉的效

低，而春夏季的紫外线照射程度较强，容易使骑行

果，以增强运动效能。在袖口处松紧的设计面积增

者颈部晒伤。图 2 所示的改善方案为弧形立领设

大，提高袖口的收紧性，延长服装使用寿命，并且增

计。衣领的前后高度和后领型的形状发生变化。
由于骑行者在骑行运动中前颈部的皮肤伸展，后颈

加拇指洞的设计，可以使袖长适合更多的骑行者穿
着，贴合人体手腕部位以减少风的灌入，
如图 4。

（4）细节设计。后腰部分口袋较少以及反光条

部的皮肤会稍微收缩。领子的设计需要更加贴合
颈部，能够防止领口灌风

设计的欠缺，导致骑行服装的安全性较低。改善方

以减少阻力并且防晒性

案在后身腰部设计了三个独立的储物袋，分隔储物

能增强，更有效的阻挡紫

空间，可以防止物品来回
移动；在骑行服的设计中，

外线，后领的弧形设计更
加适合骑行者运动时的
颈部活动特点。

图 2 骑行服领部设计
Fig.2 Design of cycling wear col⁃
lar

反光条的设计不可缺少，
对于提升骑行服装安全性

（2）衣身设计。市面上大多数骑行服衣身的长

能尤为重要。其设计的位

度不够合体，表现为下摆是收紧的，后衣身长度短

置根据骑行者在骑行的过

且较紧。改善的方案是在腹部和下摆为人体和服

程中，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装提供了合适的空间范

的向前倾的动作，从服装

围，前衣片较短而后衣片

正面、背面、侧面多方位进

较长，可以减少衣料在人

行安全设计。正面和背面

体腰腹部的堆积。在骑行

主要是通过领子部分、背

运动中，人体后背的伸展

部自以及储物袋部分，侧面则是通过袖子展现，使

活动较大，后衣片的长度
增加并且结合了防滑条的
设计，可以有效防止人体

图 3 骑行服衣身设计
Fig.3 The body design of cy⁃
cling clothing

运动过程中骑行服后衣片的上滑，同时对人体腰部
也能起到保护作用，提高骑行者运动中的服装穿着

图5

两侧储物袋反光条与
曲线结合设计
Fig.5 The design combined
both sides of the stor⁃
age bag reflective
strip and curve

反光条的设计面积增加，尽可能地增强对他人的视
觉提醒；同时，两个储物袋的曲线弧度设计，更加符
合女性骑行者身体曲线线条的美感，
如图 5。

2.2

运动辅助性设计

采用分割线设计手段，方案如图 6 所示，在手

舒适度，
如图 3。

臂、腋下、前身身体两侧及后背进行分割线设计，这

（3）袖子设计。市面上骑行服平装袖在运动的

样能够在人体手臂前伸、上肢向前倾的骑行动作

性能有待改善。当人体的手臂运动时，运动量主要

中，增加手臂、后背部肌肉的活动延展性，使骑行者

是从人体侧腋部位分出前后两脉向上运行的走向，

可以更加省力的进行有效舒适的骑行运动，提高服

经过人体前胸和后背然后集中在人体底腋部位 [8]。

装的辅助性能。同时，身体两侧的分界线设计可以

改进方案是为了适应骑行过程中身体前屈的情况，

减少侧缝线的应用，最大限度的聚集肌肉，并且腰

袖窿的设计向前偏，减小前胸尺寸，后袖窿贴合身

部曲线的设计也能体现女性的柔美身型。通过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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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正面
Fig.6

图 6 女性骑行服款式设计图
The design of women’s cycling wear

性面料和透气网布面料的拼接设计，有效提升骑行
服的透气性，使人体易产生汗液且散发热量多的部
位如腋下、背部等利于散热和排汗，保持皮肤干爽，
这是春夏款骑行服必要的运动辅助性能。

3 骑行服的结构创新设计
3.1 参数设计
如图 7，在进行衣身打版时以紧身原型为参考，

间开一个长约 10cm 的小口袋；左右袖臂和后中都
有三根长 5.5cm 宽 1cm 的反光膜；袖口有拇指洞设
计周长 5cm。

3.2

结构设计

以原型衣身结构为标准作为打版的参考依据：
①确定框架长度为 64cm，框架宽度为胸围的二分
之一，将原型的围度量和长度量定好。②参考确认

衣长为 63cm、胸围 84cm、腰围 70cm、臀围 92cm、袖

前后上平线，前上平高出后上平线 2cm。③确认袖

处 进 行 收 腰 2cm，刀 背 破 缝 处 收 3cm；袖 窿 上 提

深线。④确定腰节线，在原始要腰节线上提 2cm 确

长 64cm、袖口 24cm、袖口高 6cm。在衣身前片侧缝
1cm，前片做 4cm 宽的胸省量；将胸省转至刀背破缝
处，后肩省设置为 1.8cm 宽度；将肩省量转至大衣与
插肩袖的破缝分割线处；后背腰节线上 6cm 做后片
分割，后中偏侧 10cm 定出两侧储物口袋位置线，口
袋侧边贴弹力反光膜单个 1.5*5cm；后下摆比前下
摆长出 7cm，后下摆内侧车防滑织带条；后贴袋中

窿深线，参考原型袖窿深线上提 1cm 确定新的袖窿
定新的腰节线。⑤确认臀围线以及前后下摆落差
线，落差定为 7.5cm。⑥结合原型并参照该款尺寸

定出肩宽，通过计算肩宽的二分之一确定肩宽线后
肩斜 15 比 5.2，大约 19°定出后肩点。⑦后领开宽
0.8cm 确定后领横开宽点。⑧前肩斜 15 比 5.7 约

21°定出前肩点，前横开领开宽 0.8cm 确定前领宽。
⑨画出前后原始袖窿辅助线并定找出乳距 9cm 画

出胸省为 4cm 的省折线。⑩画出原装袖分出前后

袖，定出袖山插肩斜度，通过辅助三角形来确定。
前后肩点外出 1cm 画 10*10 三角形作为插肩斜度



的辅助参考。
 画出前后插肩袖调整前后袖窿线

与大身袖窿线之间的长度差。
 确定腰围尺寸以

及前分割线处省量大小，前后侧各收 2cm。
画出

前后侧缝线以及前分割破缝刀背线。
 腰线下


10cm 确定后袋布高度并做出后袋造型，然后做出

后背分割造型以及袖分割造型。
 细节调节与处


理前中留出拉链位，将胸省的转移至前胸刀背分割
破缝处处理。
肩省转移与处理，肩省转至后袖与


插肩的拼缝处，并确定袖山高与袖肥之间的关系，
Fig.7

图 7 女性骑行服结构设计图
Structural design of women’
s cycling wear

袖笼弧线与大身的匹配度。
 确定前后领围线长


度，配领子并把上领口弧线减短使领口更加贴合于

服饰与产业：
产品设计

脖子。结构图如图 7 所示。

4

结论

本文通过骑行动作模拟和服装的功能结构设
计，使女性春夏骑行服可满足舒适性、功能性以及
造型女性化的完美设计。具体研究内容为：①完成
了领子的弧形贴合设计，袖子长度与袖口周长 5cm

的拇指洞的设计，7cm 的前后下摆差设计以符合运

动特征，手臂、腋下及背部透气性与灵活性的结构
设计；②完成了造型分割线和配件的辅助功能设
计，添加了 1.5cm*5cm 的反光条以提高警示性；③

完成服装的整体结构设计，在衣身前片侧缝处进行
收腰 2cm，刀背破缝处收 3cm；袖窿上提 1cm，前片

做 4cm 宽的胸省量等，为女性骑行服的设计提供了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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