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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LO3D 的压力分布来实现女性跑步
针织上衣的样板优化
魏宛彤 1a,高于钦 1a，莫茹慧 1a，朱翠云 1a，曹瑞琦 1a，沙

莎 1,2

(1.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b. 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200，
2. 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健身，而跑步是最方便的一项运动，本文针对女性在跑步时穿着的跑步上衣
的压力舒适度来进行样板的优化。[研究方法]实验采用了主、客观评价法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选择节约成本、可重复率
高的三维试衣虚拟环境，在 CLO3D 试衣软件中进行，选择 165/84A 的标准女性人体为实验对象，在 CLO3D 中导入 CAD
样板完成服装的试穿，并完成女性人体模型在静、动态姿势下的服装压力值的模拟测量。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
查女性在跑步时，穿着的跑步运动上衣各部位的压力舒适度及细部结构设计偏好。[研究结论]研究得出女性穿着跑步
上衣跑步时领子、袖口、肩部经常感觉不舒服，从实验中的压力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当跑步抬起手臂时肩部压力变小，
袖口变紧，胸部压力值变大，腰部较宽松，所以优化后的样板为插肩袖、圆领、八开身、较合体的跑步上衣，使女性在跑步
时的压力分布更加均匀，
解决了部分部位过紧或过松的问题，改善了跑步时女性人体的压力舒适度。
关键词：
压力舒适度；CLO3D；跑步运动上衣；问卷调查；样板优化
中图分类号：TS941.17；TS94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131-（2021）05-0095-05

Realizing the Model Optimization of Women's Running Knitted Tops Based
on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CL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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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fitness, and running is the most convenient sport. This
article optimizes the model for the pressure comfort of running tops worn by women during running. The experiment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methods. First, a cost-saving and high repeatable three-dimensional fitting
virtual environment is selected, which is carried out in the CLO3D fitting software, and the standard female human body of 165/
84A is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object. Import the CAD model into the computer to complete the try-on of the clothing, and
complete the simulation measurement of the clothing pressure value of the female human model in static and dynamic post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ssure comfort and detail structure design pref⁃
erences of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running sports jacket worn by women when runn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omen often feel
uncomfortable in the collar, cuffs, and shoulders when running in a running top.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ress test in the experi⁃
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houlder pressure decreases when running raises the arm, the cuffs become tight, and the chest
pressure increases and the waist is looser, so the optimized model is raglan sleeves, round neck, eight-open body, more fit run⁃
ning tops, which makes women's pressure distribution more even when running, and solves some parts that are too tight or too
loose, which has improved the pressure comfort of the female body when running.
Key words: pressure comfort；
CLO3D；running jacket；questionnaire method；
templat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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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健康的生活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重
视，许多 90 后都开始注重健康，提前管理自己的身
体，尤其是女性对身材的要求很高，跑步作为低门

槛入门级别的运动是众多健身爱好者的首选有氧

性纺织纤维及材料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FKLTFM1813）。

运动方式。跑步服装的舒适性也越来越受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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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柔软度、吸湿性、速干性等等，而服装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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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舒适性是影响跑步服装舒适性的最重要的因素
[1]

之一 。过高的压力可能会对人体生理健康产生很
多负面的影响，当服装的压力值超过人体压力舒适
阈值时会让人体感到不舒服

[2-3]

。本文以女性跑步

上衣为例，通过研究服装压力舒适性来进行服装结

象选择 165/84A 的标准女性人体模型，选择自然站

立为静态姿势，跑步过程中摆臂迈步为动态姿势，
测量静、动态姿势下压力值的变化，从而进行跑步
上衣样板的优化。

1.1 女性跑步上衣设计

构的设计和调整，从服装压力舒适性的层面上让跑
步爱好者拥有更好的运动体验。

女性跑步上衣作为功能性服装首先要满足轻
便、合体、便于摆臂等实际功能，所以选择收腰短袖

者都对压力值的测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主要分

的款式来作为基础版型，款式如图 1。其款式特点

为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两类[4]。主观评价法即

衣，领子采用圆领。

服装压力值的测量方法有很多，国内外很多学

是前后片分别加省裁剪，形成更加合体的八开身上

是由穿着者的主观感受来评价服装的压力舒适度，
一般采用心理量表示法，即数量评估法 [5]。将压力
值从大到小分别评级为 1-5 分，其中 1 分为极度不

舒适，2 分为比较不舒适，3 分为舒适，4 分为比较舒

适，5 分为极度舒适。让穿着者穿着不同款式的服

图 1 女子跑步上衣基础款式
Fig.1 Basic styles of women's running tops

装进行主观感受，来评价服装的压力舒适性。主观

评价法测出的结果有可能会受到穿着者心理因素
和当时测试环境的影响，实验过程中可变因素太
多，结果可能出现不准确的现象，但是优点是可以

确定好跑步服装的款式后以 165/84A 标准女性

人体为模型设计跑步服装的 CAD 样板，如图 2 所
示。

直接得到穿着感受，不需要通过对压力值的分析来
间接得出服装的压力舒适度。客观评价法主要是
指通过压力测量的仪器来进行压感部位的压力值
的测量，从客观角度来进行压力舒适度的评价，具
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6]。但是传统的压力测量
仪器均需要压力传感器固定在需要测量的位置，压
力传感器的形状、大小、材质等也会造成测量结果
的不准确。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虚拟制衣的软件被开发出来，很多软件不仅可
以对服装样板进行调节，甚至可以对服装的压力分
布的数值进行模拟，从而可以根据压力分布图进行
服装结构的设计[7]。
本文即采用虚拟制衣软件 CLO3D 来进行实

图 2 优化前女子跑步上衣样板
Fig.2 Model of women's running tops before optimization

1.2 服装板片压力点选择

首先跑步功能性服装要满足它的实用功能，在
跑步运动时轻便合体，同时又不紧绷束缚人体。由
于跑步时人们会前后摆臂，身体前倾，所以将压力

验，通过虚拟制衣软件来模拟服装穿着在人体时，

测量点主要安排在肩部、腋下及腰部，由于本文的

人体在静、动态状态下的压力值，再通过问卷调查

研究对象是女性人体，所以还要测量胸部两点，袖

的方法调查女性跑步上衣的款式结构取向偏好，结

子前后摆动所以加上袖子的压力点。由于所制作

合以上实验和调查的结果对女性跑步上衣的样板

的版片比较大，不利于分点，所以使用 4.5mm 的间

结构进行优化。

1

距的格子将样板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的单位。

实验部分

将选取的压力点标注好如图 3 所示。前片压

实验环境选择在三维虚拟试穿软件 CLO3D 中

力点为 j1、j2、j3、j4、j5 一共 5 个点，其中 j1 为测量领

拟模特的身体尺寸数据使之达到我们想要的模特

胸部的压力点，j5 为测量腰部的压力点；后片压力

进行，该软件内置虚拟模特、虚拟面料，可以编辑虚

模型，同时也可以自主调节模特姿势，模拟人体的
[8]

动态姿势，具有方便、快捷、易修改的特点 。可以
根据 3D 窗口模拟的压力值在 2D 窗口实时地调整
板片，同时再在 3D 窗口得到及时的反馈。实验对

子的压力点，j2、j3 为测量肩部的压力点，j4 为测量
点为 p1、p2、p3、p4、p5、p6 一共六个点，其中 p1 为测

量后领部的压力点，p2、p3 为测量肩部的压力点，p4
为测量背部的压力点，p5 为测量腋下的压力点，p6
为测量腰部的压力点；袖子压力点为 k1、k2、k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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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个点，其中 k1、k3 为测量腋下袖子的压力点，
k2 为测量袖山高的压力点。

图 5 编辑缝纫线
Fig.5 Edit sewing thread

图 3 压力测量点示意
Fig.3 Schematic of pressure measuring point

女子跑步上衣的三维模型模拟好之后进行面

1.3 实验方案

料的选择，从市面上常见的跑步上衣来看，运动上

1.3.1 建立虚拟模特

衣主要以针织面料为主，针织面料较为柔软亲肤，

实 验 选 择 165/84A 的 女 性 为 人 体 模 型 ，在

CLO3D 软件里面编辑虚拟模特数据，使之成为与所

要人体数据一致的模型，
具体人体细部数据见表 1。
表 1 实验对象人体细部特征数据
Tab.1 Partial characteristics data of the subject's human body

身高 颈椎点高 腰围高 胸围 腰围 臀围 颈根围 肩宽
165

141

108

84

66

83

35

37

1.3.2 虚拟模特动作设计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女性跑步上衣的压力舒适
度，所以相较之前只测量静态动作下的压力分布是
不够的，要考虑到跑步动态姿势下的压力分布。所
以在 CLO3D 里变换模特的姿态，可以观察到模特
在跑步形态下的压力值，使得实验更精确，更便于
优化服装样板。

吸汗性能好，穿着较为舒适，所以在模拟服装时选
择针织面料进行模拟，使用 CLO3D 软件里面内置
的针织面料，其面料性能与真实面料性能一致，物
理属性如表 2。

表 2 针织面料物理属性
Tab.2 Physical properties of knitted fabrics
强度
弯曲强度
对角线
变形 变形 密 摩擦 厚度
纬纱 经纱
纬 经 斜
张力
率 强度 度 系数 （mm）
强度 强度
纱 纱 纱
11
12
10
6 15 12 80
20 10
3
0.43

1.3.4 压力测量值模拟

在 3D 窗口打开压力分布工具，将设置好的压

力点进行静、动态压力值模拟测量，测量结果见表
3、
表 4、表 5。

表 3 前片压力测量值
Tab.3 Front pressure measurement

首先要在三维虚拟试衣软件中编辑模特的动
态姿势，使用 CLO3D 的模特动作编辑工具，调节虚

拟模特手部、肩部、腰部、膝部、肘部及踝部的关节
点位置和方向，完成模特跑步姿势的动作设计，调
节后如图 4 所示。静态动作设计为 CLO3D 中内置
姿势，
身体直立，
手臂自然垂下，两脚分开。

压力测量点 跑步动态压力值（kPa） 站立静态压力值（kPa）
j1

0.24

1.29

j3

0.21

1.37

j2
j4
j5

0.26

0.93

0.68

1.02

1.61

1.06

表 4 后片压力测量值
Tab.4 Back pressure measurement
图 4 虚拟模特跑步姿势
Fig.4 Virtual model running pose

1.3.3 三维虚拟试衣

将制作好的 CAD 样板导入 CLO3D 里面进行

2D 版片位置的安排，将安排好的版片使用缝纫线
工具进行样板的缝合，如图 5 所示，之后进行三维
模拟试衣。

压力测量点

跑步动态压力值(kPa)

站立静态压力值(kPa)

p1

0.18

0.25

p3

0.22

1.22

p2
p4
p5
p6

0.65
0.54
0.66
1.74

0.74
1.39
1.5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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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袖子压力测量值
Tab.5 Sleeve pressure measurement
压力测量点

跑步时服装的领子、肩部、腰部、手臂、衣长等部位
的舒适程度；三是调查穿着者对于跑步服装各部位

跑步动态压力值(kPa) 站立静态压力值(kPa)

k1

0.59

1.72

k2

0.22

1.53

k3

0.48

1.74

2 问卷调查
2.1 问卷目的

的设计偏好。

2.3 调查对象
由于问卷的调查目的主要是对女性跑步时的
运动上衣的压力舒适度以及对运动上衣的设计偏
好进行调查，所以调查对象主要为跑步过的女性，

问卷调查的题目为《基于压力舒适度女性运动
上衣外观偏好调查》，问卷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查女

问卷通过线上进行发放，回收问卷 68 份，有效问卷
66 份。

2.4 问卷结果

性运动上衣各部位的不同形态、样式、松紧度等对

在该样本的可靠性分析中，基于标准化的α=

于女人体的压力舒适程度，以及女性对于运动上衣
的偏好性调查，从而设计出最舒适的女性运动上

0.885>0.6，且各基本项已删除的α均大于 0.87，因此

衣，对女性跑步上衣的款式样板的选择提供依据。

分析同样可靠。

2.2 问卷内容

该样本的数据非常的可靠。建立在该样本的相关
从问卷分析可以得出领子、肩部、袖口是跑步

调查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调查穿着者
的身体特征；二是调查穿着者在穿着运动上衣进行

运动中使人体感觉不舒服的部位。
从以下折线图 6 可以看出女性在跑步时基于

（a）领子偏好折线图
(a)Line graph of collar preference

（b）穿着方式偏好折线图
(b)Line chart of wear-ing style preference

（c）袖子长度偏好折线图
(c)Sleeve length preference line chart

（d）袖子结构偏好折线图
(d) Sleeve structure preference line chart

（e）衣身长度偏好折线图
(e)Line chart of body length preference

（f）衣身合体度偏好折线图
(f) Line chart of body fit preference

图 6 女性跑步上衣结构设计偏好折线图
Fig.6 Fig6 Line chart of structural design preference for women's running 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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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舒适性对于跑步上衣样式的偏好选择为圆领、

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女性跑步上衣的样板

套头式、插肩、短袖、衣长为盖到腰部臀部以上的，

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的样板通过改变袖子的结构设

松紧度为适中型 T 恤式运动上衣。

计（将装袖变成插肩袖）、增加胸部松量、减少腰部

3

样板优化

松量，改善了领子、肩部、袖子的压力舒适性，使得

服装压力值可以体现服装的舒适度，通过分析

女性跑步上衣的整体更加合体舒适。

女人体在跑步动态及站立静态时的压力分布来进

同时本论文的实验部分是通过虚拟软件进行

行跑步上衣样板的优化，同时以问卷运动上衣的偏

的，节省成本，方便快捷，相较于其他依赖于压力传

好性调查结果为参考进行跑步运动上衣的结构设

感器等实体工具的实验来讲，门槛较低，不需要专

计。

业技术即可进行压力值的测量，且可重复性高，可

3.1 结果分析

以在虚拟环境中比对压力分布图实时地对样板进

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以及模拟压力值测量的

行优化。

结果来看相较于优化前的样板来讲，女性跑步上衣
前片和袖子连接的肩部在跑步时由于摆臂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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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这两种方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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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臂上抬，肩部部分压力值变小，有较多空余部
分，而且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中也可以得知女性
跑步时袖子、肩部、领子的部位压力舒适性较差，比
较喜欢插肩袖的设计，可以将袖子改成插肩袖的款
式消除多余的量，也对领子和肩部的压力舒适性进
行了改善。同时前片和后片的胸部压力值在跑步
时数值均变大，可以适当放宽胸部的松量。腰部压
力值较小，可以将腰部适当减少松量，由于样板是
八开身结构，所以样板可以更加方便减少或增加松
量，更加贴合女性人体。

3.2 跑步上衣样板优化
根据分析的结果将样板进行优化，得到的优化
后的样板如图 7 所示。优化后的样板在跑步时更
加贴合人体，
服装压力舒适度得到了改善。

图 7 优化后女性跑步上衣样板

Fig.7

4 结语

Optimized women's running top model

本文是在三维虚拟试穿软件 CLO3D 中进行的

实验，对女性跑步上衣的压力分布进行模拟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