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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瑜伽裤的结构设计研究
郭梦可，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瑜伽运动愈来愈受国人的青睐，因此瑜伽服装的研究也成为了当前功能性服装研究的重要课题。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动作模拟和实验数据测试方法，结合相关数据分析，完成了女性瑜伽裤的结构设计。[研究结果]首
先通过分析不同瑜伽动作下的下肢肌肉状态，从其 8 大类基本动作中提炼出与瑜伽裤结构紧密相关的加强脊柱前屈伸
展式、下犬式、战士 1 式和束脚式 4 个动作来进行运动张量分析，并考虑减少瑜伽裤对运动下肢的束缚和布料的磨损因
素，测试出瑜伽裤在臀部的活动张量为 3cm，在膝盖处的活动张量为 3-5cm。其次基于普通瑜伽裤版型进行加褶设计，
最后得到美观性和功能性较好的瑜伽裤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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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Female Yoga Pants
GUO Mengke, ZHONG Anhua

(School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Yog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Chinese people,therefore, the study of yoga clot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current functional clothing research.In this paper,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women's yoga pants are complet⁃
ed through motio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data testing methods plus relevant data analysis.Firstly, the muscle state of lower
limbs under different yoga movements is analyzed,four yoga movements named enhanced crista flexion and extension、down⁃
ward-facing dog、warrior pose and bunting pose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ucture of yoga pants are extracted from its
eight categories of basic movements to do the motion tensor analysis.And consider to reduce the bondage of yoga pants on lower
limbs and wear factors of cloth,the motion tensor of yoga pants on the hip has been tested to be 3cm,and the motion tensor at the
knee is 3-5cm.Secondly, pleating design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version of ordinary yoga pants.Finally, a better version of yo⁃
ga pants are made with better aesthetics and functionality.
Key words: yoga pants; the structure design; movement; functionality

现阶段关于瑜伽的研究相当广泛，国外多在医

年女性瑜伽修习爱好者的修习习惯，以及她们对瑜

疗方面研究瑜伽的应用以及侧重在对瑜伽文化的

伽裤装的穿着感受，结合女性下肢解剖，设计出更

研究上。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文化研究和瑜

符合人体的瑜伽裤装方案，得出更符合人体的瑜伽

伽服的市场调查，大多都是基于瑜伽本身的研究，

裤结构划分[2]。陈舒阳通过综合不同瑜伽动作体式

相对于瑜伽服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瑜伽服市场

的数据研究，总结了人体体表皮肤的变化规律,并

研究、瑜伽服面料研究，也有少量的结构功能性方

筛选瑜伽裤面料试样，有效利用瑜伽裤结构与面料

面的研究。在瑜伽裤的研究中，王伟荣、丛洪莲、董

的优化，进行贴体瑜伽裤样衣由基础样板、优化后

智佳针对瑜伽动作特点，选取了 4 个瑜伽动作进行

基础样板、动态瑜伽结构样板到面料优化样板的成

得到练习瑜伽动作时下肢不同部位皮肤形变数据，

拟和实际客观压力测试，确认样衣满足人体穿着舒

测试与分析，利用 VITUS Smart 三维人体扫描系统，
[1]

衣制作，借助三维服装软件进行虚拟试穿，以及虚

为瑜伽裤装的开发提供依据与指导 。张丽英结合

适。为瑜伽修习者提供更多瑜伽服装的选择空间，

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和市场调研分析，了解国内青

为瑜伽服行业设计更为舒适、合体的瑜伽裤提供理
论依据[3]。高雪梅以人体测量数据及裤装构成理论
为依据，将结构优化理论结合样裤制作的实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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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通过试穿评价及样版改进，获得了优化的贴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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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对贴体瑜伽裤装功能性的提升进行了探讨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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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新的思路[4]。本文从人体下肢肌肉构造与瑜伽

及在不同的瑜伽体式

动作的关系入手，模拟瑜伽动作并对臀部和膝盖部

下肌肉的拉伸状态。

位的受力进行分析，最后对普通瑜伽裤版型进行优

人体下肢肌肉分布图

化设计。

如图 1。

1

瑜伽体式与人体下肢肌肉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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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这八个代表

瑜伽有 23 个经典体式，包括站立、坐立、前曲、

性体式根据人体解剖肌

扭转、倒立、后弯以及躺卧的基本姿势。其中张丽

肉学，得到八个体式下

英按照比例与专家的提议提炼出八个具有代表性

下肢受力示意图以及下

的体式：加强脊柱前屈伸展式、三角侧伸展式、犁

肢肌肉状态如表1。
肌肉收缩时，长度 图 1

式、战士第一式、下犬式、三角式、卧英雄式、束角

人体下肢肌肉解剖图（注：本
图来源于拍信创意）
Fig.1 Muscle anatomy of human
lower limbs

式。并在问卷调查中表明在进行瑜伽运动时裤装

缩短的收缩称为向心

对身体拉伸束缚感由强到弱的排序为三角侧伸展

收缩，向心收缩时肌肉

式、三角伸展式、战士第一式、束脚式、梨式、加强脊

长度缩短、起止点相互靠近，因而引起身体运动。

[2]

柱前屈伸展式、下犬式、卧英雄式 。要设计出更符

而肌肉在收缩产生张力的同时被拉长的收缩称为

合人体的瑜伽裤，就要了解人体下肢肌肉的分布以

离心收缩。

Tab.1
瑜伽体式名称

动作示意图

表 1 瑜伽体式的肌肉状态
The muscular state of a yoga asana
下肢受力示意图

下肢肌肉拉伸状态

弯曲一侧膝盖外部受向外的力得到拉伸，
离
三角侧伸展式

心收缩，
膝盖内部受向内的力向心收缩，另一
侧肌肉收到拉伸，
离心收缩

三角伸展式

膝盖无弯曲，
两侧腿部肌肉均做离心收缩，
肌
肉被拉长

弯曲一侧膝盖外部受向外的力得到拉伸，
离
战士 1 式

心收缩，
膝盖内部受向内的力向心收缩，另一
侧臀部肌肉向心收缩，
腿部肌肉受到拉伸，
离
心收缩

束脚式

膝盖弯曲受力，
大腿内侧肌肉向心收缩

梨式

臀部和腿部肌肉均受到拉伸力，
离心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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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加强脊柱前屈

臀部和腿部肌肉均受到拉伸力，
离心收缩

伸展式

2

下犬式

臀部和腿部肌肉均受到拉伸力，
离心收缩

卧英雄式

膝盖弯曲受力，
腿部受到拉伸，
离心收缩

研究体式选择

3

下肢运动时，股关节和膝关节是两大支点。股
关节和膝关节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以两个关节为
标准对上述八个体式分为以股关节为主轴运动的

实验对象

选取 3 名具有一定的瑜伽经验的女研究生作

为实验对象，
测试对象基本数据见表 2。

体式和以膝关节为主轴运动的体式两类。其中以
项目

年龄

身高
(cm)

体重
(kg)

腰围
(cm)

臀围
(cm)

实验对象 1

23

165

55

69

94

实验对象 2

22

165

54

66

90

实验对象 3

22

170

60

70.5

93.5

实验对象 4

23

164

52

65

92

平均值

22.5

166

55.3

67.6

92.3

股关节为主轴运动的体式有三角伸展式、梨式、加
强脊柱前屈伸展式、下犬式。以膝关节为主轴运动
的体式有三角侧伸展式、战士 1 式、束脚式、卧英雄

式。其中以股关节为主轴运动的体式中肌肉基本
都是离心收缩，肌肉拉伸变化较大的部位为臀部，
因此在穿着贴体瑜伽裤进行瑜伽动作时，臀部束缚

表 2 实验对象数据表
Data table of experimental subjects

Tab.2

较大，而三角伸展式臀部变化不明显，测试数据参
考意义较小所以排除；犁式动作的臀部变化比加强

4

脊柱前屈伸展式小，所以加强脊柱前屈伸展式的裤

本文采用定点测量的方法[6-7]，以被测试者的臀
围线和膝围线为基准线，向上向下各 5cm，得到臀
部测试标记点 A、B 和膝盖部位测试标记点 C、D，如
图 2。在实验者臀部和膝盖部位用记号笔做好标记
后用皮尺分别测量下肢直立状态下 A、B 和 C、D 两
点间的距离，然后让三位测试者分别进行以股关节
为主轴和以膝关节为主轴的瑜伽运动，在进行瑜伽
动作时，臀部和膝盖部位两点的位置会因为肌肉的

子臀部尺寸设计完全可以满足它的需要。所以在
以股关节为主轴运动的体式中选取加强脊柱前屈
伸展式和下犬式来研究瑜伽运动中的臀部形变。
以膝关节为主轴运动的体式中膝盖部位皮肤形变
较大，在穿着贴体瑜伽裤进行瑜伽动作时对膝盖部
位束缚较强。三角侧伸展式和战士 1 式膝盖部位

的弯曲形变类似，而战士 1 式膝盖标准歪曲角度应

实验方法

为 90°，膝盖形变范围较三角侧伸展式大，因此选择

战士 1 式进行试验研究；卧英雄式动作难度大且贴
地，数据会有缺失，因此也排除卧英雄式。所以在

以膝关节为主轴运动的体式中选取战士 1 式和束

脚式来研究瑜伽运动中膝盖部位的形变。综上所
述，加强脊柱前屈伸展式和下犬式的臀部尺寸设计
可以满足其他瑜伽体式的臀部形变需要，战士 1 式

和束脚式的膝盖部位的尺寸设计也可以满足其他
瑜伽体式的膝盖形变需要。

Fig.2

图 2 下肢标记点位置
Position of marker points on lower li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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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束缚，依据前面瑜伽裤臀部和膝盖部位的活动量
分析，获得瑜伽裤臀部的加褶量应为 3cm，膝盖部

位的加褶量至少为 5cm。本文在瑜伽裤的基础版

型上进行加褶设计 [5-8]，先将瑜伽裤左右后片缝合，
再来进行统一收褶处理。将基础瑜伽裤的臀围线
Fig.3

图 3 瑜伽体式下标记点的变化
The variation of the marking points under the yoga pose

拉伸变化到 A1、B1、C1、D1，如图 3。分别重新测量
不同瑜伽运动状态下两点拉伸后的距离 A1B1 和
C1D1，与 AB、CD 的距离作比较计算出臀部和膝盖
部位在不同瑜伽运动状态下的皮肤形变量。

5

向上向下各加宽 1.5cm，膝围线同理，向上向下各加
宽 2.5cm，
并通过做褶将活动量收到活动的褶里，
得到

加褶量如图 5。图中臀围线 MN 和膝围线 PQ 向上向
下平移后分别得到 M1N1,M2N2 和 P1Q1,P2Q2，平移

的距离就是加褶量，在缝制时 M1 与 M2 重合到 M’，
N1 与 N2 重合到 N’，P1 与 P2 重合到 P’，Q1 与 Q2 重

合到 Q’
，
中间多余的量通过收褶来处理。将其拓版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实验对象进行定点测量分别得到加强

脊柱前屈伸展式、下犬式、战士 1 式和束脚式的点

形成图 6 的瑜伽裤结构图。

间距数据对比如表 3。

瑜伽裤一般选用弹性布料，但裤子张量过小时

对臀部和膝盖部位产生较大束缚，影响瑜伽动作的
完成，
并且会使膝盖部位负重增加造成膝盖损伤，
膝
盖部位面料的磨损也会加大[5]。因此由实验数据可
知瑜伽运动者在做对下肢束缚较大的瑜伽动作时，
臀部活动量为 3cm，
膝盖部位的活动量应为 3～5cm。

6

瑜伽裤的结构设计

（1）瑜 伽 裤 的 基

图 5 瑜伽裤加褶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yoga pants pleating

础版设计。瑜伽裤的
基础版设计是根据日
本的裤子文化原型调
整得来的。在基础版
设 计 时 ，根 据 实 验 对
象 的 腰 围 平 均 值
68cm，臀 围 平 均 值

92cm，从 而 得 到 瑜 伽
裤的基础版型。在基

图4

础版型的臀部和膝盖 Fig.4
部 位 设 计 褶 量 ，方 便

瑜伽裤基础版型的加褶设计
The pleated design of the ba⁃
sic version of yoga pants

瑜伽裤结构优化设计的活动量需求，如图 4。

（2）瑜伽裤的结构优化设计。对于瑜伽裤的设
Fig.6

计，考虑到进行瑜伽动作时裤子对臀部和膝盖部位
Tab.3
项目

直立

图 6 瑜伽裤结构图
Yoga pants structure diagram

表 3 实验数据对比表
Comparison table of experimental data

加强脊柱前屈伸展式

下犬式

战士 1 式

束脚式

AB

CD

A1B1

C1D1

A1B1

C1D1

A1B1

C1D1

A1B1

C1D1

实验对象 1

10.0cm

10.0cm

12.5cm

/

13.0cm

/

/

12.8cm

/

13.8cm

实验对象 2

10.0cm

10.0cm

12.2cm

/

12.5cm

/

/

12.8cm

/

13.5cm

实验对象 3

10.0cm

10.0cm

13.3cm

/

13.8cm

/

/

13.5cm

/

15.2cm

实验对象 4

10.0cm

10.0cm

13.5cm

/

12.7cm

/

/

14.0cm

/

15.7cm

平均值

10.0cm

10.0cm

12.9cm

/

13.0cm

/

/

13.3cm

/

14.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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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基于对瑜伽动作分析及瑜伽动作时的人体肌

肉拉伸实验数据测试，完成了女性瑜伽裤基础结构
设计，并进行了进一步优化，使其能较好满足瑜伽
运动功能。设计的女性瑜伽裤具有以下优点：①研

究的瑜伽裤结合了瑜伽运动者在进行瑜伽动作时
的下肢肌肉变化规律，设计的裤子结构更贴合运动
状态下的下肢运动与伸展，该裤子结构能使人体在
瑜伽运动的过程中提高下肢的运动灵活度，提高瑜
伽运动的完成系数；②通过结构设计减少了瑜伽运

学院，2018.

CHEN Shuyang.Research on Conjunction Between Cunstruction
and Fabric of Women Body-fitted Yoga Pants[D].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ology,2018.

[4]高雪梅. 女子贴体瑜伽运动裤结构的研究与优化设计[D].东华
大学，2012.

GAO Xuemei.Research and Optimiz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Women's Fitted Yoga Pants[D].Donghua Universit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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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Rui, ZHONG Anhua.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Men's
Skateboarding Pants[J].Fashion Guide,2019,8(2):41-44.

动者在进行瑜伽动作时下肢肌肉尤其是膝盖部位

[6]范雅雯，刘咏梅.人体膝关节周围皮肤形变测量研究[J].浙江纺

造成的损伤；③降低下肢股关节以及膝关节附近面

FAN Yawen, LIU Yongmei. Research of Skin Deformation Mea⁃

料的磨损程度，
提高瑜伽裤的耐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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