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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保健與健身的守護者：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 

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是施加壓力於人體特定部位的貼身服裝，用來改善穿

著者生理甚至心理狀態，大多以聚酯與彈性纖維或尼龍與彈性纖維混紡的

針織布製作，並提供上衣、下著、護套、長襪及短襪等多種款式。壓縮服

裝主要著眼於運動與保健領域的運用，塑身服裝則針對以美化身材為目的

的消費者。現今，運動用壓縮服裝需求成長的原因在於越來越多人將之當

作休閒服穿著；保健市場對壓縮服裝的需求強化則是基於慢性靜脈功能不

全與淋巴水腫等疾病的增加，當中，壓力衣對此類疾病的治療效果更是顯

著。隨著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的發展快速，產品外觀亦具未來風格，顯示

市場發展趨勢與方向。 

簡介 

壓縮服裝（compression garment）亦稱壓力衣（pressure garment），是貼身

式服裝，能對身體特定的部位施加壓力，壓迫這些部位的組織與血管，因

而刺激血流與淋巴。最常見的類別為下著、護套、長襪與短襪，以及上衣，

其中下著是全球壓縮服裝市場最主要的類別，占 37%。市場區隔部分則分

成三大區塊：醫療用壓縮服裝、運動用壓縮服裝及塑身服裝。 

表 1  壓縮服產品類別 

類別 成衣與配件 全球銷售比重 a 

下著 運動褲 b；內搭褲；短褲；緊身褲 37% 

護套 護踝；臂套；腿套 23% 

長襪與短襪 腳踝襪；小腿襪；露趾長統襪；膝上長統襪 28% 

上衣 
半長袖上衣；長袖上衣；無袖上衣；運動胸罩；背

心式上衣 
12% 

a 2019估計；b運動褲有各種長度。 

 醫療用壓縮服裝 

壓縮服裝用於醫療上已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其好處也眾所周知。這類

服裝主要用於預防與治療血液循環問題，以及協助病患手術後的復原。 

 運動用壓縮服裝 

在運動方面使用壓縮衣是較為新近的現象，直至 1990年代運動服設計師

才了解壓縮衣在醫療的好處亦可用於運動員身上。這類服裝最初僅限於

跑步及游泳，但很快就跨足棒球、籃球、攀岩、自行車、足球、高爾夫

球、體操、橄欖球、滑雪、網球、舉重、摔角等項目。業餘運動員現已

開始使用壓縮服裝，同時常作為休閒服穿著。除了從事激烈運動，消費

者亦經常穿著壓縮衣來做瑜伽、上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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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身服裝 

塑身服裝是利用壓縮過多的脂肪來調整身材，也稱為塑身內衣、身材控

制成衣、基礎內衣及瘦身衣。女性為了美觀目的很久以前就開始穿著塑

身衣。 

壓縮服裝及塑身服裝市場 

雖然壓縮服裝市場主要分為上述三大區塊，但因原先專精於醫療用或塑身用

的公司開始研發運動用壓縮服裝，因此產品範圍日益相似，競爭變得激烈。

此外，壓縮服裝市場高度集中化，三大區塊市場皆由一小群企業所主導。 

表 2  壓縮服與塑身服市場的領導企業 

 國別 產品 

運動用壓縮服裝 

2XU 澳洲 下著；護套；上衣；三項鐵人裝；潛水裝 

Adidas 德國 運動服；體育服；運動球鞋；配件與裝備 

Nike 美國 運動服；體育服；運動球鞋；配件與裝備 

Skins International Tradinga 瑞士 運動與健身服；連身上衣；護套 

Under Armour 美國 運動服；體育服；運動球鞋；配件與裝備 

Wacoal 日本 運動服；內衣 

醫療用壓縮服裝 

3M 美國 
壓縮長統襪；壓縮襪類；護踝、護腳、護膝、

護肘、護腕；護頸、護腰、護背 

Clearpoint Medical 加拿大 整形外科病患穿著的壓縮服裝 

Essity 瑞典 壓縮襪類；護腳；臂套；防護手套 

Juzo 德國 壓縮長統襪；治療淋巴疾病的壓縮衣 

Lohmann & Rauscher 德國/奧地利 壓縮長統襪；下肢壓縮衣；上肢壓縮衣 

Medi 德國 壓縮長統襪；醫療用壓縮衣與裝具 

Sigvaris 瑞士 壓縮襪類；治療淋巴與靜脈疾病的壓縮衣 

塑身服裝 

Ann Chery 哥倫比亞 胸罩；束腰；內搭褲；背心；短褲；連身上衣 

Leonisa 哥倫比亞 
內衣；背部矯形輔助器；連身上衣；束腰；胸

罩；內搭褲；泳裝；外衣；運動服 

Maidenformb 美國 
胸罩；女內褲；女吊帶背心內衣；塑身衣；束

腰；束腹；襯裙；襪類 

Spanx 美國 
連身上衣；胸罩；女內褲；女吊帶背心內衣；

襯裙；內搭褲；短褲；襪類；牛仔褲 

Trumph International 德國 內衣；貼身衣物；泳裝；家居服 

Your Contour 美國 
塑臂衣；上衣；塑身衣；下著；術後產品；運

動服 

a Skins International Trading 於 2019年 1月申請破產；b Maidenform 屬美國 Hanes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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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需求前景方面，由於全球人口增加與老化、糖尿病與肥胖等慢性病日

益普遍、維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廣為人知並接受、此類服裝市場滲透

率不斷增加、開發中國家可使用的醫療保健變得較易獲得，以及對壓縮服

裝好處的認知成長，因此壓縮服裝市場的前景穩固，未來數年的年營業額

亦會持續穩定上升。 

其中，全球人口增加與老化是帶動壓縮服裝需求的最重要因素。據聯合國

估計，全球人口將從 2019 年的 77 億人增加至 2050 年的 97 億人，增幅達

20億人。整體而言，65歲以上人口增加速度較其他年齡層來得快；2019年，

此年齡層占全球人口 9%，2050 年時預估將達 16%，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預

估相近。 

儘管多家市研公司曾公布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市場銷售額的預估且彼此數

字差距頗大，但皆呈現穩健成長。根據美國 Allied Market Research 預測，

全球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市場 2015～2022 年的七年期間，年複合成長率

（CAGR）為 5.7%，達 56億美元。 

圖 1  2015～2022年全球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市場 

資料來源：Allied Market Research 

以地理區域細分，短期而言，市場成長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亞太地區的大型

國家市場（圖 2），是基於中國大陸、印度及馬來西亞可支配收入預測增加；

中國大陸與日本老年人口驟增；中國大陸、印度及馬來西亞保健設施擴展；

以及此地區運動參與率提升及健康生活方式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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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5年與 2022年壓縮服裝市場銷售額（依地區分） 

資料來源：Allied Market Research 

與亞太地區大型國家相同，巴西對壓縮裝的需求可能相對強勁，主要是因

為全球運動賽事在該國舉辦成功，例如，2014年世界盃、2016年奧運，皆

帶動年輕人參與運動並推動緊身褲及上衣等品項的需求。 

印度市場顧問公司 KBV Research 同樣持樂觀態度，預估全球市場年複合

成長率為 5.8%，至 2024 年將達 64 億美元。美國市研公司 Zion Market 

Research 則預測全球壓縮服裝與長統襪類市場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5.1%成長

至 2022 年的 32 億美元，此項預測是基於疾病發生情形的增加及運動活動

參與率的升高，因而推升壓縮衣需求。 

此外，相關產品的銷售額約六成是透過實體零售專門店達成，不過，因為

網路管道提供廣大的產品選擇，也很容易更換，因此近年網路銷售比例有

所增加，預估將持續成長。 

運動用壓縮服裝市場 

使用壓縮衣輔助運動表現已是普遍現象，由於壓縮功能只是運動服裝主要

的性能之一，因此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市場規模難以計算；不過，數家供應

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公司在財務報表上皆顯示銷售強勁成長。此外，部分提

供運動服裝與其他服裝的公司也新增運動用壓縮服裝至產品項目中。運動

服兩大巨擘 adidas 及 Nike 亦是運動用壓縮服裝市場的要角，均推出包含

複雜機能特色的壓縮服裝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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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用壓縮服裝市場 

醫療用壓縮服裝（主要指壓縮繃帶、護套及長統襪類）的市場需求穩定成

長，顯示用來預防及治療的情況甚為普遍。使用醫療用壓縮服裝治療早期

慢性靜脈功能不全 1，是普遍接受的標準照護。 

1 慢性靜脈功能不全（CVI），當靜脈血液流通不暢，皮膚與血液交換氧氣、養分及廢棄物的作

用會中斷，長久後成為慢性靜脈功能不全，可能造成其他疾病，如腿部靜脈性潰瘍。 

靜脈病變是複雜、日益多見的狀況，視狀況性質與嚴重性，影響 5%～30%

不等的世界人口。舉例來說，受到靜脈曲張影響的人口比例大於受到更嚴

重慢性靜脈疾病影響的比例。如此的影響規模產生實質的社經衝擊，不但

影響生活品質，也影響健保預算。此外，壓縮治療是治療淋巴水腫 2 不可或

缺的一環，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此疾病於 2018 年影響約 1.5 億的世界

人口。 

2 淋巴水腫亦稱淋巴管阻塞，係淋巴液堆積導致身體組織腫脹，通常發生在手臂及腿部。 

提供衛生與健康產品的瑞典 Essity 發布 2018 年全球壓縮治療產品的市場

規模約為 23億美元，並預測 2018～2023年間市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 3%～

4%。據估計，2018 年 Essity 與德國 Juzo（提供治療浮腫用壓縮長統襪與

褲襪）、德國 Medi（提供壓縮長統襪、壓縮緊身褲、與無彈性壓縮裝具）

及瑞士 Sigvaris（提供醫療用、運動用及保健用壓縮產品）三家歐洲公司的

壓縮治療產品市占率，合計超過 40%。 

美國市場顧問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調查顯示，全球壓縮治療產品（包

含充氣加壓裝備、壓縮長統襪、壓縮繃帶、壓縮帶）市場在六年期間，將

以年複合成長率 5.2%的速度於 2022年達 40億美元。 

市場成長的主要原因來自日益普遍的靜脈疾病，例如，深層靜脈栓塞 3及淋

巴水腫，另外，糖尿病與肥胖亦會引起腿腫或腳腫。壓縮服裝對於治療運

動傷害的益處漸廣為人知，有利拓展市場。 

3 深層靜脈栓（DVT），是在靜脈深層的血塊，多半在腿部，會引起疼痛及腫脹，導致潛在致

命併發症。 

北美是壓縮治療產品最大的市場，根據 Grand View Research 報告，2016

年北美市場占全球銷售的比重超過 40%；然而，需求成長最快速的市場是

亞太地區，此區內的保健措施已有改進，病患較易獲得醫療用壓縮治療產

品。壓縮治療產品供應商仍舊面臨一些大挑戰，例如，對政府資助保健服

務及要求改變這些服務補助系統的壓力日增，將限制市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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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身服裝市場 

塑身服裝的存在已有數個世紀，只是式樣不同。十六世紀時，許多歐洲女

性視緊身馬甲為不可或缺之物，但在上一個世紀，這類服裝的需求並不穩。

例如，1950年代～1990年代末期，市場需求幾乎沒有成長，因為許多人認

為緊身馬甲與束腹類的成衣既束縛又不舒服；晚近市場開始復甦，最初塑

身服裝只針對成年婦女，但近來頗受青少年青睞，因在自拍流行的摩登世

代裡，身材外表更為重要。 

塑身服裝的流行也受到名人代言品牌效應的影響。美國實境秀名人金‧卡

珊黛於去（2019）年 6月推出 SKIMS 品牌的塑身服裝系列，並稱之為「穿

著解決方案」，反映出不同服裝需要不同款式的塑身衣。 

美國內衣公司 Maidenform 的調查發現，穿著塑身衣對某些消費者的心理

有益，讓她們自信大增。不過，塑身服裝市場的成長並不像壓縮服裝市場

那樣熱絡，部分原因在於塑身衣產品有多種取代選擇，如瑜伽褲與高度伸

縮運動短褲。 

依據 Allied Market Research 研究，全球塑身服裝市場預估七年間將以年複

合成長率超過 4%的速度，於 2022年達 11億美元。在已開發國家，支撐這

股成長的主要因素是：對體態外觀的高度興趣，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導致

的肥胖。 

視壓縮服裝為休閒服裝市場 

2009 年全球經濟衰退後，壓縮服裝在休閒服裝的市場蓬勃發展，因此，含

有高成分彈性纖維的緊身成衣變得普遍，不再被認為是運動員穿著的專門

品項。對許多人來說，這類成衣提供與運動休閒成衣一樣的舒適感；把壓

縮服裝當休閒服來穿已日漸普遍，就像「舒適丹寧褲」銷售上升一樣（舒

適丹寧褲是有彈性的丹寧褲，合身又行動自如，這股現象在美國尤為明顯）。 

截至 2018年 7月的一年期間，美國丹寧牛仔褲的銷售與前一年同期相較，

成長 5%達到 164億美元，歸因於高彈性女用牛仔褲銷售蓬勃。女用牛仔褲

的再度流行相當可觀，據美國市研公司 The NPD Group 資料，截至去年 2

月的一年期間，美國共銷售 3.64 億件女用牛仔褲，與前一年同期相較，增

加 2,200萬件，成長 6%。 

對壓縮服裝供應商而言，開發休閒服裝市場的潛力以提升銷售是再自然不

過的事，以美國 Spanx 為例，Spanx 儼然是塑身服裝的代名詞，其在產品

範圍內增加牛仔褲、T 恤及套頭衫就是成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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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衣基本原理與種類 

壓縮衣對身體特別的部位施以壓力而發揮作用，壓力可壓縮組織，進而壓

縮到其下的血管並縮小血管直徑，產生漸升的壓力，增加血液流經血管的

速度，因而有助驅使血液回流心臟，再從心臟流出並輸送氧氣到肌肉，從

而使肌肉運作更有效率。運用在成衣的壓縮技術有漸進式壓縮（漸升式壓

縮）及局部壓縮（區位壓縮）兩種。 

運用漸進壓縮技術的成衣，是要讓衣服離心臟最遠的部分能對肌膚施加最

大壓力，離心臟最近的部分則施加最小壓力。以襪子為例，在腳踝部分的

壓力最大，逐漸向膝蓋遞減；身體周邊區域壓縮較緊則可促進血液回流至

核心區域。 

而運用局部壓縮技術的成衣，則是將不同程度的壓力施加在不同的肌肉

群，此項技術普遍運用在運動服裝以穩定肌肉群，從而降低肌肉群需要的

能量，因而節省運動員使力。 

壓縮衣優點 

壓縮衣有許多益處，特別是預防及治療醫療狀況、提供受傷或外科手術後

的治療、緩解身體不適、減輕痛苦、減少挫傷、使皮膚表面平滑、強化運

動表現及鼓舞心理。此外，這類成衣能提升穿著者舒適感，因為可將暖空

氣包圍在緊貼肌膚之處，提供肌肉更多溫暖，並有助傳輸汗水離開肌膚。 

不過，對運動用壓縮服裝的研究結果不一，許多報告結論顯示，壓縮衣對

生理方面與運動表現沒有或僅有微小作用。 

預防及治療醫療狀況 

壓縮衣向來用於預防及治療部分醫療狀況，包括：深層靜脈栓塞；淋巴系

統疾病，如淋巴水腫；與懷孕相關的循環疾病；靜脈功能不全。懷孕相關

的循環疾病是因荷爾蒙波動及擴張的子宮壓迫下腔靜脈所造成。靜脈功能

不全係指血液經由靜脈回流至心臟的速度減緩，壓縮衣能有效加速血流，

是該種狀況的支柱療法；當血流加快，肌肉可較快獲得營養，能更有效率

地從血流中除去乳酸等廢物。 

提供受傷或外科手術後的治療 

壓縮衣是輔助受傷（如腫脹的腳踝）或外科手術後身體復原的基本方式，

醫師也強烈鼓勵透過穿著壓縮衣來減輕腫脹；促進皮膚復原；促進手術部

位的血液循環；減少瘀傷、減輕因突然動作引起的不適，如咳嗽或噴嚏；

降低血栓風險；降低一般術後併發症的風險；加速康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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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身體不適 

壓縮衣能緩和醫療疾病造成的身體不適，例如：關節炎、背痛及慢性疲勞

症候群。同時，壓縮衣亦可大幅降低皮膚磨損長疹子的風險。在設計跑步

服與自行車服時，降低皮膚磨損是特別重要的考量。 

減輕痛苦 

壓縮衣有助減輕術後疼痛，因為可以防止因手術受損軟組織的移動，故有

助預防手術部位受到更多傷害。另外，有助減輕術後腫脹引起的疼痛。 

減少挫傷 

壓縮衣可降低術後的流血量，有助減少挫傷。 

讓皮膚表面平滑 

因醫療疾病而凹凸不平的皮膚可利用壓縮衣來讓皮膚表面平滑。此外，亦

可用於預防傷疤變厚造成皮膚不平的狀況。 

強化運動表現 

壓縮技術據稱可提供運動員及健身迷在劇烈運動中與之後的一些益處，包

括：強化暖身及全身循環、提高本體感覺（指身體感覺到肌肉位置及壓力

改變的能力，可改善動作的正確性及效率，降低受傷風險）、降低肌肉振

動、減少阻力、降低乳酸堆積、促進運動後復原、減輕疲勞與肌肉傷害、

改善姿勢，以及降低重複拉傷的風險。 

 強化暖身及全身循環 

壓縮四肢可以提高被壓縮者的皮膚溫度，進而強化暖身效果，加速靜脈

缺氧血回流至心臟，促進充氧血在全身的流動及淋巴液回流到淋巴結。

一般認為，充氧血的加速流動有助促進運動造成肌肉損傷現象（EIMD）

的復原。 

 提高本體感覺 

壓縮肌肉會提高本體感覺，進而提升身體穩定性與靈敏度；同時可改善

運動員或健身迷的平衡控制系統與強化肌肉協調性，有助改善其技巧。 

 降低肌肉振動 

運動時肌肉因承受力量而振動。此時個別肌肉纖維會振動，彼此不同步

運作。過度的振動會導致疲勞，干擾神經系統，甚至引起永久傷害。有

些壓縮衣有助於維持肌肉纖維的排列，可以降低肌肉的振動，專注於肌

肉纖維的施力。只要降低肌肉的振動都有助降低肌肉傷害，促進平衡與

肌肉控制，減少受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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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阻力 

由於壓縮衣有助讓身體線條流暢，因而降低空氣或水的阻力，強化穿著者的

體能表現。這對游泳與跑步等運動競賽來說是關鍵因素，因為速度非常重要。 

 降低乳酸堆積 

劇烈運動時，無氧運動 4 的結果會造成乳酸堆積在血流中，干擾肌肉的正

常行為。有些壓縮衣會產生「逆向梯度」作用，加速排出肌肉中的乳酸。 

4 無氧運動是強度足以導致乳酸形成的體能鍛鍊。非耐力運動如短跑、舉重等的運動員，運用無

氧運動來增強力量、速度與能力，健美運動員則用來打造肌肉量。進行無氧運動時，氧氣傳送

至肌肉細胞的速度不夠快，讓肌肉在無氧狀態下呼吸，此過程稱為無氧呼吸。肌肉細胞在無氧

狀態下僅能維持短時間的呼吸，過長時間的無氧呼吸會導致血流中乳酸堆積，進而引起肌肉疲

勞、痛楚甚至受傷。 

 促進運動後的復原 

運動後需要足夠的復原以維持訓練時或進行運動賽事時的表現。壓縮衣

及壓縮襪有助促進運動後的身體復原，因為其所施加的壓力可協助心血

管系統的幫浦作用，從而改善血液循環。 

 減輕疲勞 

進行有氧運動 5 時，當氧及葡萄糖供應肌肉細胞的速度開始減慢時，運動

員便會覺得疲勞。壓縮衣會加壓於肌肉裡的血管及微血管，讓心臟得以

較不費力在全身灌注更多血液，有助運動員進行較長時間的有氧運動而

不會覺得疲勞。 

5 有氧運動是強度由低到高的體能鍛鍊，是消耗氧氣產生能量的過程。「有氧」一詞意為「有關、

涉及或需要游離氧」，係指透過有氧呼吸過程中的有氧代謝，在運動中利用氧來產生能量滿足

需求。有氧呼吸時，肺部由血流獲得氧氣後，在肌肉需要動作時，將氧輸送到肌肉細胞，而肌

肉細胞將氧及糖轉化成能量後才能運作。糖的來源是消化系統從食物中獲取，或是儲存的脂肪

轉化而成，經收集後由血流傳送到肌肉細胞。有氧呼吸的副產品之一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經

由血流自肌肉細胞移除後傳送至肺部，再成為呼出的氣體。 

 減輕肌肉傷害 

壓縮衣有牽制肌肉的特性，可在運動時將肌肉損傷可能性降至最小。此

外，壓縮衣據稱能緩和腫脹與發炎現象，有實質降低遲發性肌肉酸痛 6 的

作用。這點非常重要，因為肌肉損傷及酸痛會嚴重干擾運動員在競賽時

的訓練時程或進度。 

6 遲發性肌肉酸痛（DOMS）是運動造成肌肉損傷的症狀，表現在非慣性或劇烈運動後持續數小

時或數天的肌肉疼痛。 

 改善姿勢 

壓縮衣有助維持身體自然的位置，這對自行車及滑雪等運動特別重要，

因為進行這類運動時不正確的姿勢會增加背部肌肉壓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乳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體能鍛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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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重複拉傷風險 

許多運動需要身體同部位持續重複動作，可能導致重複拉傷（RSI）。常

見的例子是「網球肘」，主要因重複的手腕動作所引起。網球肘在網球

選手間很常見，但絕不是只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壓縮衣可以保持肌肉與

肌腱的「同步」排列，有助降低這類傷害。 

鼓舞心理 

具有塑身性質的服裝能讓穿著者對自身體態更為正向與自信，有助鼓舞其

心理。 

壓縮衣主要特色 

壓縮衣的關鍵特色在於「緊貼」，製造商認為此可加速血流，加強輸送氧

氣至肌肉。其他特色結合起來則可改善穿著舒適度，例如：抗菌作用以防

臭；防靜電作用（這點很重要，因壓縮衣是穿在其他衣服的裡面）；透氣

性；濕度控制；溫度調節；其他具有附加價值的特色包含更好的耐穿性、

除汙技術與防紫外線。 

上述特色許多是在成衣材質中加入機能性纖維與布料來達到，例如，使用

中空尼龍纖維可以儲存暖空氣，進而加強保溫絕緣，而結合網眼布裁片則

可改善空氣循環，強化透氣性。 

壓縮衣施加在身體的壓力大小主要視衣服本身的機械性能而定，而這些性

能又視一些特質而定，包括：纖維混紡、紗的細度、布料結構、接縫及合

身性。施壓在身體的力量大小及穩定性必須依壓縮衣的特定用途來打造，

一般而言，醫療用壓縮衣比運動用壓縮衣需要施加更大的壓力。 

纖維混紡 

大多數壓縮布料是以混紡纖維製成，將一根伸縮纖維與傳統纖維混紡就能

產生壓縮功能。伸縮纖維通常是彈性纖維，傳統纖維通常是聚酯或尼龍。

使用聚酯或尼龍的原因是因為量輕、耐用、相對便宜。 

由彈性纖維混紡聚酯或尼龍纖維製成的壓縮布料提供四向伸縮，沿著長度

與橫跨寬度皆可伸縮。由於天然纖維如棉、絲、羊毛的舒適感與透氣性，

近年來亦常被用做壓縮衣的材質。為了達到適當的壓力份量，壓縮衣的彈

性纖維含量比例通常是 8%～25%，較一般伸縮性成衣使用的比例為高，一

般伸縮性內衣或襪子的彈性纖維含量是 5%～8%，緊身馬甲與束腰的含量

比例則可能超過 30%。 

為了讓壓縮衣的壓縮程度持久耐穿，布料使用的彈性紗品質要高。劣質彈

性紗製成的衣服穿幾次後便會失去壓縮性，會大幅降低穿著的好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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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壓縮服裝最廣泛使用的高品質彈性紗之一為 Lycra Sport，這種紗專為運

動研發，結合透氣性、輕量及支撐肌肉的性能。使用 Lycra Sport 製成的布

料，其機能採用以下三種關鍵指數評估（1～10分）。 

 力量指數 

用以衡量布料傳送的壓力。指數愈高，布料提供的壓縮或塑身作用愈大。 

 舒適指數 

因應顧客抱怨壓縮及塑身服裝舒適感不足而開發的指數。指數愈高，布

料穿著起來愈舒服。 

 能量指數 

用以評估移動布料時身體耗費的能量。此與布料結構有關。指數愈低，

移動布料費力愈低；低能量指數的布料據稱是運動競賽服裝的理想用布。 

紗的直徑 

一般而言，壓縮服裝用的紗直徑較傳統伸縮服裝用紗來得細，但還是比用

在絲襪及緊身褲的粗，不過，紗的直徑還是視產品及用途而不同。例如，

用在球類運動等需要強力與耐用性的服裝時，紗的直徑會大於用在短跑或

滑雪的服裝。 

布料結構 

整體而言，最新的壓縮服裝用料比 2000年代中期時的更為輕量、耐穿及透

氣。典型壓縮服裝是以經編針織布或圓編針織布製成；經編針織布有良好

伸縮性，可往不同方向伸縮而不會失去彈性或強力，圓編針織布亦具有良

好伸縮性，但可能無法維持所需的壓縮程度。 

 經編針織布 

用於壓縮服裝的經編針織布至少由基底紗與彈性嵌紗兩種紗組成。基底

紗提供布料密度與硬度，彈性嵌紗則促進壓縮性。布料的壓縮性與彈性

可以藉著調整彈性紗的含量與密度來掌控。 

 圓編針織布 

圓編針織布的生產成本比經編針織布低得多。不論使用何種針織布製作

壓縮衣，針織布料都必須夠緊，以提供最大的壓縮性。衣服的壓縮性會

受到針織布的線圈長度所影響，在其他因素不變下，線圈愈短，壓縮性

愈大。 

接縫 

壓縮衣使用的接縫方式很多，最受穿著者歡迎的，是堅牢度經得起壓縮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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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彈力的接縫，同時不會刺激肌膚。從舒適與美觀觀點來看，無縫結構公

認是最理想的。壓縮服裝的舒適性不可等閒視之，尤其鑑於壓縮衣的穿著時

間較長；在醫療用壓縮服裝方面，有些產品甚至是讓病患在睡眠時穿著。 

平車鎖縫（flatlock）由於接觸肌膚時比拷克包邊縫（overlock）來得舒適，

普遍用在製作運動用壓縮服裝上。在平車鎖縫時，布塊是拼接縫合而不是

重疊縫合，如此，可減少接縫體積，有助防止與肌膚接觸面的摩擦及磨損。

為了容許最大幅度的伸縮而接縫不致斷裂，需要大量的車縫針數。 

布邊亦可利用貼膜接合，或是以熱接合、超音波方式接合；如果使用後項

方法，衣服看起來就像是無縫的。 

合身性 

合身性可說是壓縮衣最重要的特點，不合身的壓縮衣可能無法發揮適當功

能，穿起來也不舒服。適當的合身性可透過正確的版型設計、正確的尺碼、

使用腰帶及抽繩以便微調合身度，以及使用固定用的扣件等方法達成。 

 版型設計 

壓縮衣合身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部分製造商宣稱產品版型的剪裁方式

能讓布料擁有形狀記憶，意味衣服會貼合穿者身體輪廓，發揮更好的壓

縮性。市場上有很大比例的壓縮衣結合特別設計的裁片，以達到特定肌

肉群的局部壓力作用。 

部分運動服含有不同程度壓縮性的布料裁片，從合身性與舒適性的角度來

看，裁片具備的壓縮程度符合該身體部位所需壓縮程度是至關緊要的事。 

一些高科技的壓縮衣以多達 5種的布料構成，包含超過 20片個別裁片。

這些裁片通常依循肌肉與肌腱的自然線條，裁片外緣的接縫則具固定作

用，讓主要肌肉群保持於原位。裁片形狀因應所需支撐的不同身體部位

而有所不同，譬如，H 形的裁片嵌入一件壓縮短褲的背面可用來強化下

腹內肌肉的效率。 

特別的矽膠帶亦可以類似壓縮裁片的方式發揮作用，固定肌肉、關節及

韌帶於原位。這些膠帶可以設計成獨一無二、依循特定肌肉群輪廓的圖

形印在布料上。 

壓縮衣上裁片與膠帶的配置是建立在人體地圖 7 或稱精密分區的概念

上。在設計壓縮成衣時，此概念相當重要，不僅因為事關人體特定部位

的實際尺寸，更要考量這些部位對從事活動的程度與環境（如氣候）的

生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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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體地圖（body mapping）技術，「透過將功能性布料策略性的配置，更具體且有效率地

處理身體不同氣候區（如體溫與流汗量不同的部位）的需要」。在無縫針織過程中，將不

同針織部位結合不同的纖維種類及不同的紗線結構，即能完成人體地圖。 

品質優異的壓縮衣，其不同結構與機能特性的布料裁片皆經過精心選擇，

以充分支撐不同的生理反應。例如，疏鬆結構的針織布料通常用於成衣腋

下部位，因為此一部位較易流汗；這種布料也會用在後腿部位，以加強透

氣性。 

 尺碼 

理想的壓縮衣應提供繃緊的合身性，才能對穿著者的身體施加足夠的壓

力。如果衣服太鬆，可能會在關節後方擠成一團，如膝蓋部位，或是衣

服會往上拱或滑下去。上述任一情形，壓縮衣都無法提供最大程度的壓

縮作用。然而，如果壓縮衣太緊，則可能會阻礙血液循環，進而影響身

體體溫調節。 

為了測量壓縮衣施加在人體的壓力程度而開發出特別的人形檯。這類人

形檯通常具堅硬內層，柔軟外層則結合壓力感應器，人形檯穿上壓縮衣，

感應器便會測量衣服施加的壓力程度。 

大部分壓縮衣的合身性是依循傳統尺碼的大、中、小；不過，由於每個

人體型與組織構造不同，僅靠單一尺碼分類的壓縮衣施加在不同人體上

的壓力程度可能有很大差異。因此，為達最佳壓縮性，另應考量穿著者

身體的其他因素，包括體型與質量指數（BMI，用來測量個人體重與身高

的關係）。 

一些專門設計頂級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公司，利用身體掃描技術來決定產

品的合身性與尺碼。壓縮運動服主要供應商澳洲 2XU 便採用白光科技

（以此技術的掃描器記錄數據精確度非常高）3D 人體掃描器的測量結

果，做為成衣產品尺寸的基礎，而這些測量結果通常來自掃描數百名不

同體型與尺碼的個人。 

英國 Loughborough 大學運動科技中心的研究證實，壓縮衣的設計如果

無法準確符合穿著者的身材尺寸，就不會有效果。不過，衣服施加的壓

力會受到穿著者身材尺寸以外因素的影響，例如，穿著者姿勢與動作與

衣服的整體效用有重要關係；因此，adidas 設計師利用動作捕捉系統

（Motion capture system，記錄物件或人動作的過程）設計出一個運動用

壓縮服裝系列，能隨著「運動員運動中的關鍵部位」移動。 

 腰帶及抽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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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身穿著的壓縮衣可能會加上鬆緊腰帶及抽繩，不會直接加強衣服的

壓縮能力，但有助在穿著時讓衣服保持在正確位置。 

 固定用扣件 

部分醫療用壓縮衣會有固定用的拉鍊、扣鈎等裝置。這些扣件用於手術

後穿著的壓縮衣上時，應避開傷口處以預防刺激或傷害傷口。 

運動用壓縮服裝 

運動用壓縮服裝的作用在於強化運動表現，不但有助運動員運動時維持力

氣，避免疲勞，同時預防受傷，並有助運動員肌肉運動後復原。運動，特別

是重複性運動，會導致疲勞或造成肌肉損傷及遲發性肌肉酸痛，進而削弱運

動員表現。運動前穿著運動用壓縮服裝也有好處，尤其穿著者長期沒有運動。 

運動用壓縮衣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執行三種重要功能：擠壓血管以協助將氧

氣輸送至肌肉、穩固肌肉部位防止振動並減少阻力，以及協助消除代謝產

生的廢物。由於壓縮衣有助穩固肌肉部位，因此較適合動態活動如跑步，

而非靜態運動如舉重。 

拜布料科技、衣服設計、尤其合身技術的進步之賜，今日的壓縮衣較 1990

年代市場萌芽之時舒適許多，並能提供更好的機能性。高品質的運動用壓

縮服裝除了良好的合身性，另有以下加強舒適度的特色：立體剪裁的手肘

部分，有助防止布料擠成一團；接縫處採平車鎖縫防止磨損；關節周圍加

上襯墊形成保護區；矽膠製下擺夾帶防止上衣往上拱；腳踝周圍特殊車縫

增加伸縮性；透氣裁片增加空氣流通。 

運動用壓縮衣種類 

為促進運動員表現、復原及一般健身目的而設計的壓縮衣有多種形式，包

含：短袖上衣，壓縮軀幹與上臂；長袖上衣，壓縮軀幹、上臂與前臂；無

袖上衣，壓縮軀幹；連身衣，壓縮上半身與下半身；短褲，壓縮臀部與大

腿；緊身褲，壓縮臀部、大腿與小腿；短襪，壓縮小腿與腳踝；臂套，壓

縮全部或部分手臂；腿套，壓縮全部或部分腿部。 

局部壓縮衣 

局部壓縮衣的設計是將不同程度的壓力施加在不同的肌肉群，以發揮衣服

最大的性能潛力。最理想的局部壓縮衣是為特定運動或活動量身打造的。

局部壓縮衣與傳統壓縮衣的作用方式不同，當穿著者移動時，局部壓縮衣

會針對特定肌肉群反應，而不是全身性的作用。雖然穿著者在動作時便會

對衣服布料造成壓力，但維持不同程度的適當壓力是很重要的。所謂的關

鍵壓力帶包含背部、臀部、手肘及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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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局部壓縮衣具有滿足特定活動需求的特色，例如，如果活動涉及跌落

硬地受傷的風險，衣服就會包含耐磨裁片；如果活動是在低溫下進行，衣

服就會以高度保暖布料製成。數家供應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公司致力於分散

產品內容，以供不同運動穿著。以澳洲 2XU 為例，該公司針對籃球運動

推出一系列緊身褲、短褲及護套。 

 

             壓縮上衣                                壓縮內搭褲 

資料來源：Under Armour                   資料來源：Under Armour 

 

 

 

 

 

 

 

 

 

 

             壓縮臂套                              壓縮小腿套 

資料來源：2XU                        資料來源：2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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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壓縮衣 

近年來智慧型壓縮衣的開發有不小進展，這類壓縮衣含有感應器之類的電

子元件，可以蒐集穿著者的生物辨識數據。由於衣服緊貼身體，因此運動

用壓縮衣是這類元件的理想平台。 

一些智慧型壓縮衣在運動時能記錄與特定肌肉群及關節動作相關的數據，

以提供穿著者健身時的即時情況，以改善其運動表現。用於這種衣服的布

料加入了肌電圖（EMG）感應器，可以測量肌肉產生的電位活動。數據經

感應器蒐集後傳輸至一個 App 應用程式進行分析，App 可據以作出建

議，告知穿著者那些肌肉可以加強活動。 

美國 Wearable X 開發的瑜珈褲說明了智慧型壓縮衣的優點。此款褲子結合

加速規與制動器，得以在練習瑜珈時指導穿著者並修正姿勢。褲子是藉著

輕柔的振動與穿著者「溝通」，示意穿著者下半身該做的動作。 

壓縮衣對運動表現的效用與研究 

一些專門供應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公司，對產品改善運動表現的好處做出大

膽宣傳，部分宣稱其產品可協助運動員於競賽時獲得關鍵優勢。為了證實

所言並宣傳品牌，部分市場大咖業者皆強調壓縮衣的科學原理，並公布實

驗測試結果以證明使用的技術有效。 

儘管大咖公司的測試結果皆支持其技術有效，卻未能平息有關壓縮衣是否

真有助運動員實質表現的爭議。在壓縮技術是否真能強化運動表現方面，

1990 年代杜邦贊助的一項研究顯示，壓縮衣可以提升運動員體力 12%，並

明顯降低疲倦感，更能增加運動員動作的精準性。自從杜邦研究發表後，

類似評估壓縮衣對運動益處的研究穩定增加。 

過去兩年內進行的報告顯示，壓縮衣可以改善因運動造成肌肉損傷復原的

過程，且較高的壓縮程度優於較低的程度。2017 年一項調查結論指出，穿

著高度壓縮性的衣服對肌肉表現會有正面影響。康乃狄克大學 2015年的研

究則認為，穿著壓縮衣對高度技術性的競賽運動有正面效用，而這項研究

結果，顯示穿著壓縮衣能增加棒球球員投球及高爾夫球員發球的準確性。 

近期一項研究發現，穿著運動壓縮襪進行高強度跑步時，對隨後的跑步表

現有正面影響。報告作者的結論是「這種強化表現背後的機制仍不清楚，

但可能與改善氧氣輸送、降低肌肉振動、優異的跑步技術及運動員的信念

有關」。雖然許多科學家認為壓縮衣強化運動表現的證明多屬傳言，而非

科學，不過，近年運動用壓縮服裝的銷售卻有所增加，顯示消費者在沒有

科學證據下仍願意購買，且相信這類服裝的價值，並願意高價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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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服裝的測試與標準 

考量壓縮服裝的性能優點爭議頗多，因此建立運動用壓縮服裝相關測試與

量化效用標準的呼聲四起。許多人認為至今進行的研究本身都有瑕疵，因

為受測者是受過訓練的運動員，不足以代表一般大眾，而且參與受測者的

數量也不足。 

壓縮衣的開發過程及這類成衣的生產管控中，最重要的是壓力測量，必須

確保達到希望的壓力程度。雖然如此，運動用壓縮衣在壓力評比上不像醫

療用壓縮衣，無法受限於清楚定義的規定。 

壓縮衣施加的壓力可以使用「醫療用襪類測試器」（MST）來測量，這是

瑞士 Salzmann St Gallen 開發的裝置，在醫療上是用來測試壓縮襪的壓力

程度。另一項裝置是德國 Hohenstein 集團（包括實驗室、紡織測試中心、

紡織創新中心及學院）開發的 HOSYcan，並於 2018 年開發新版本。根據

該集團說法，人體動作對壓縮衣供應的壓力程度有相當影響，新裝置可以

測出成衣在人體動作時施加的壓力程度。 

在新裝置問市之前，一直無法量化人體動作對壓縮衣供應的壓力程度影響，

但新裝置可以模擬各種身體動作，可測範圍的圓周長達 150公分，並可測試

壓縮衣內個別材質的互動。Hohenstein 集團希望新裝置能改進壓縮衣的產品

開發過程，特別是衣服用料選擇方面，同時希望加快產品開發過程。 

醫療用壓縮服裝 

醫療用壓縮服裝是壓縮治療的一部分，普遍用於治療淋巴疾病、靜脈血液

回流（指血液從周邊回流到心臟）情況不佳，以及縮小嚴重燒傷造成的疤

痕與變形。醫療用壓縮服裝的主要優點相較於彈性繃帶容易穿脫。此外，

壓縮衣一般都在外科手術後穿著，以減輕腫脹、減少不適、舒緩疼痛、降

低醫療併發症（如血清腫，係淋巴液在皮下積聚）的風險，以及有助重建

身體組織。 

醫療用壓縮服裝提供兩種治療：1. 靜態壓縮治療－藉由繃帶、條帶、緊身

褲或長襪傳送持續性壓力；2. 動態壓縮治療－以氣動泵的方式傳送間歇性

壓力。 

醫療用壓縮衣比運動用壓縮衣更堅固耐穿，因為需要長時間穿著，往往是

連續數星期、24 小時穿著。此外，醫療用壓縮衣對身體施加的壓力也較運

動用壓縮衣強得多，這種壓力可以量化表示，單位為 mm Hg（毫米汞柱），

範圍從 10 mm Hg 到超過 50 mm Hg，視穿著壓縮衣時的身體狀況而定。一

般而言，狀況愈嚴重，所需壓力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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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用壓縮衣適用說明 

壓力程度（mm Hg）a 壓縮等級 適用說明 

15～21 輕度 

輕度靜脈曲張 b、輕度淋巴水腫 c、預防旅
行、負重及腿部疲勞時的深層靜脈栓塞
（DVT） 

22～32 中度 
中至重度的淋巴水腫 c、懷孕時重度的靜脈
曲張 b、慢性靜脈功能不全，以及 DVT 

33～46 強度 
重度淋巴水腫 c、明顯的靜脈曲張、嚴重與
復發性腿部潰瘍 

>49 超強度 慢性淋巴水腫 c 

a mm Hg 毫米汞柱是血壓的測量單位。b 靜脈曲張是靜脈擴張及扭曲的狀況，通常會影響腿部的靜脈。 
c淋巴水腫亦稱淋巴管阻塞，係淋巴液堆積導致身體組織腫脹，通常發生在手臂及腿部。 

最佳壓力程度 

壓縮衣的功效視衣服施加在穿著者身上的壓力程度而定，壓力程度夠，衣

服才有效，不過，壓力程度太高可能引起不適、麻痺甚至呼吸困難。靠近

皮膚表面微血管的平均血壓是 32mm Hg，壓力程度超過此數字太多會引起

不適，特別是到達 44～73mm Hg 時，多會感覺不適（仍需視個人及身體區

域及部位而定）。 

施加極高度壓力的醫療用壓縮衣，不建議循環正常的人們使用。穿著此類

衣服並不舒服，且可能阻礙循環系統正常人們的血流，因此醫學界建議任

何壓力程度大於 20mm Hg 的衣服或襪類，只能在醫師指示下穿著。 

治療淋巴水腫 

壓縮治療是去腫脹淋巴療法（DLT）的關鍵部分（其他部分包括照護肌膚

以降低感染風險，運動以協助改進淋巴液引流，採用專門按摩技巧以利刺

激淋巴系統的液體流通），DLT 則是控制淋巴水腫的主要治療法。DLT 並

非萬全方法，但並沒有其他替代的治療或醫藥，因此臨床角度來看，DLT 非

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淋巴水腫無法治癒，但是 DLT 可有效控制其症狀。壓縮

衣做為 DLT 的一部分，包括臂套或腿套，以及泡棉材質製成的壓縮衣。

不同形狀與密度的泡棉材質施加在皮膚的壓力，有助使皮膚表面平滑（當

腫脹的皮膚被壓迫時會凹陷，凹入的水腫會阻止淋巴液從四肢流出；壓縮

衣的壓力會分解凹入的水腫，使皮膚表面平滑）。 

預防血栓 

研究顯示，進行耗力運動時穿著壓縮衣可預防血栓。美國網球名將小威廉

絲長期苦於血栓問題，生產後經歷血栓併發症；2018 年法國公開賽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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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 Nike 開發的緊身壓縮連身衣以預防血栓，但法國網球聯合會總裁認

為這種連身衣不適合打網球時穿著，因此禁止比賽時使用。 

術後療癒 

外科手術後須穿著醫療用壓縮服裝，一般是為了讓身體較為舒適，以及刺

激血液循環加速痊癒過程。穿著壓縮衣對高度侵入性身體整型手術特別重

要，譬如，腹部拉皮及抽脂手術的病人必須經過相對較長的復原期（可能

需要在手術結束後穿著長達六週的壓縮衣）。臉部整型手術過後，如臉部

拉皮或頸部拉皮，也會要求病人穿著壓縮衣。許多病人情況進步後，會轉

而改穿塑身服裝或運動用壓縮服裝。 

醫療用壓縮衣種類 

病患需要的醫療用壓縮衣種類，端視病患的個別治療需要及所接受的外科

手術而定。治療用的壓縮服裝包含範圍廣大的衣服與配件，一般而言，它

們結構相同，僅在覆蓋面積與部位有所不同。 

醫療用壓縮衣常見種類及用途 

壓縮衣 說明 用途 

壓縮臂套 緊身袖套，從手腕延伸到肩膀 a 淋巴水腫預防與治療 

壓縮束腹 緊身衣服，覆蓋身體的中間部位 
有助腹部手術後痊癒，如：抽脂及腹部
整型 b 

壓縮長襪 緊身長襪，長度到膝上或膝下 靜脈疾病的預防與治療，淋巴水腫治療 

束腹大腿褲 
一種壓縮束腹，從大腿往上延伸到
胸部下方；外觀看似超高腰短褲 

有助臀部、大腿及腹部區域手術後痊癒 

術後用胸罩 
外科手術後專用胸罩，提供胸部
支撐，有時具輕微壓縮力 

有助乳房切除或重建手術後腫脹的痊
癒及預防 

a 部分款式長及手指，類似無指手套。b 腹部整型通常稱為腹部拉皮，是讓腹部顯得較小的手術。 

而壓力長統襪亦稱為支撐式壓力襪，是最廣為使用的醫療用壓縮服裝。相

較於壓力繃帶，壓力襪較不厚重，也較舒適。壓力襪在醫療方面一貫被用

來防止與治療循環問題，例如，靜脈曲張及深層靜脈栓塞，其原理是對血

管裡的各個單向瓣膜施加壓力。 

壓力長統襪在腳踝與膝蓋之間產生壓力差異，驅使靜脈血液回流至心臟，

對抗重力效果。如果是長期不動的人，重力效果會讓血液淤積在腿的下半

部，因此壓力長統襪常被推薦給臥床病人與長途飛行的人使用。然而，太

緊或太鬆的壓力襪並不具療效，太緊會像是止血帶，截斷供血，太鬆則施

加的壓力不足，沒有效用。醫療級壓力襪依提供的壓力程度分成輕度壓力

到超強度壓力的等級，同時也會標示兩種程度壓力，一是對腳踝，一是對

小腿。例如，標示為 15～20 mm Hg，意指對腳踝的施壓是 20 mm Hg，對

小腿的施壓是 15 mm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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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長統襪 

資料來源：veinsveinsveins.com 

治療用時尚服飾 

許多醫療服裝愈來愈重視時尚感，醫療用壓縮服裝亦不例外。近年來醫療

用壓力襪類產品的範圍大幅增加，色彩及款式的選項也很多樣。支撐型長

統襪過去只有膚色，現在則有各種色彩鮮明的圖案可選擇。 

圖案壓力短襪 

資料來源：Zen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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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身服裝 

塑身服裝是用來壓縮身體有多餘脂肪的部位，如腹部、臀部及大腿，讓穿者身

形更有美感。許多文化裡，身形與美感有緊密關係，自古以來女性也一直利用

服裝來形塑身材。典型塑身服裝包括：緊身內褲、連身衣、胸罩、細肩帶背心

（小可愛）、緊身馬甲、束腹、束腹褲、束身褲、束腰及體態支撐上衣。 

這類服裝過去被視為不實用、太拘束及不好看，女性僅為特殊場合穿著。

如今則有相當多女性每日穿著，甚至認為塑身衣是上班服裝的必備品。固

定穿著塑身衣的人會要求衣服要時尚、舒適，同時塑造出修長曲線。而無

縫技術的使用，改變了塑身服裝的外觀及穿著的感覺，由於舒適感大增，

因而成為日常穿著的一部分。以往只有女性，尤其是名人會穿著塑身服裝，

現在男性也會穿著，部分供應商已在產品內容新增男用塑身衣。 

塑身服裝據稱有助減肥，因為可對身體施加連續壓力。雖然溫和的壓力有

助分解脂肪，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塑身衣會塑造身形，造成減重幻覺。自 1990

年代以後，塑身服裝的應用變得更多元。一項較新的類別，是產後用束圍，

提供生產後婦女穿著，主要目的在於提供腹部支撐，直至身體器官與肌肉

從懷孕期間承擔的張力中復原。這類束圍據稱有助改善姿勢、支撐脊椎與

腿部、建立核心肌力、減輕疼痛及增加行動力。 

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創新產品 

MCS 肌肉壓縮控制技術 

澳洲 2XU 是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全球領導性供應商之一，MCS（Muscle 

Containment Stamping，肌肉壓縮控制）是該公司開發的壓縮技術。2XU 形

容 MCS 是「市場上最先進的壓縮技術」。 

MCS 是使用有圖案的伸縮材質裁片作為壓縮衣襯裡，這些裁片對特定的肌

肉、肌腱、韌帶及結締組織施加額外壓力。該項技術最適用於跑步、交叉

訓練、足球及籃球穿著的內搭褲，在此方面應用上，MCS 針對的關鍵肌肉

是：小腿－減輕訓練後產生壓力與酸痛的風險；大腿－減輕跑步及跳躍衝

擊力的影響；臀部－有助對姿勢的意識，穩定下背部並保持臀部平穩一致。 

ALPHASKIN 內層壓縮衣系列 

Alphaskin 是德國 adidas 研發的內層壓縮衣系列，是與「運動中運動員的

關鍵部位」一起動作。adidas使用 ARAMIS 系統 8 開發此系列產品，該系

統為德國 GOM 發展的一套捕捉與測量動作系統。adidas 使用這套系統來

評估衣服如何與運動中的運動員一起動作，有助著重在可能阻礙運動員動

作的衣服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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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AMIS 使用的感應器，利用以數位影像關聯為原理的非接觸方法來測量任何物件或材質。因此，這

套系統可以不經接觸就能測量 3D 座標、3D 置換及 3D 應變。 

adidas 部門副總裁表示，使用極先進的 ARAMIS 系統而不是傳統靜態人

檯來做測試，得以了解如何讓 Alphaskin 與運動員的身體合而為一、一起

動作，因而設計出圍裹式機能性內層，真正與運動員的動作接合。Alphaskin 

系列產品： 

 Alphaskin 360 

提供最高程度的壓縮力。產品包括內搭褲及上衣，以平車鎖縫式接合。 

 Alphaskin Sport 

提供中等程度的壓縮力。產品包括內搭褲、運動胸罩、緊身褲及上衣。

這些產品結合 Climacool 技術以提供乾爽感。 

 Alphaskin Tech 

提供輕微程度的壓縮力。產品包括緊身褲及上衣，設計俐落。這些產品

結合 Climachill 技術以提供乾爽感。 

Alphaskin 系列產品以各種不同布料製成，部分加入來自回收廢棄物製成的

聚酯，有些布料則增添額外的機能特性，如防臭或具有抗紫外線 UPF50+ 

的特性。adidas 形容 Alphaskin 產品屬於「人體動力圍裹式設計」，因為

是依人體來塑造，排除了布料與肌膚摩擦的風險。 

Alphaskin 360 上衣 

資料來源：ad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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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skin Sport 緊身褲 

資料來源：adidas 

EXTREMIT-EASE 治療用壓縮衣 

Extremit-Ease 是美國專精肌膚保養與傷口護理產品的 Amerx 所開發的治

療用壓縮衣，主要穿著在腿部下半部，以輕量透氣布料製成，提供 30～50mm 

Hg（表 4）的壓力，因此適用於靜脈與淋巴疾病治療。 

此款產品是藉著側邊拉鏈與前方有著大塊貼頭的彈力繩固定於小腿部。從

腿箍口處延伸出的帶子繞過腳跟，以防止壓縮衣向上捲起。產品有一般與

較長的長度，尺寸從特小號到特大號均有。據 Amerx 說法，此款產品穿著

容易，甚至行動不夠靈敏的病患皆能使用。 

ENDURANCE GENERATOR 關節與肌肉支撐緊身褲 

Endurance Generator 關節與肌肉支撐緊身褲是用來在跑步之類活動時，提

供關鍵肌肉與關節的支撐。該款緊身褲係由隸屬日本華歌爾內衣公司的運

動用壓縮服裝專家 CW-X 開發，並結合 EXO-WEB 專利技術，可針對部

位施加壓力。EXO-WEB 使用專門的布料裁片，模擬肌肉動力學 9 的技巧。

運動員會利用肌肉動力學的技巧來治療受傷的肌肉與肌腱。 

9 指在身體受傷部位應用特殊貼帶以緩解疼痛，並有助身體自然痊癒。 

CW-X 宣稱 EXO-WEB 會製造一種外骨骼支撐系統，當身體動作時，可改

善肌肉與關節共同運作的方式。上述裁片是由 80%尼龍與 20%彈性纖維布

料製成，具有可垂直或水平伸縮的特性。裁片以螺旋狀圍繞腿部，覆蓋髖

部屈肌、四頭肌、腿後肌群、小腿、髖關節及膝關節等關鍵部位。 

EXO-WEB 技術為運動員帶來的好處包括：增加穩定性與平衡性、更大的

動作效率、提供關節更好的抗震性、減少肌肉振動、增進血液循環，以及

運動後加速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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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身褲主體使用的布料成分是 70%聚酯纖維及 30%彈性纖維，額外的機能

性則包括抗菌及抗 UV。緊身褲其他設計細節包含：反光商標，提高穿著者

在光線黯淡時的可見度；接縫處平車鎖縫的結構，減輕磨損風險；平坦抽

繩腰帶的設計可調整合身度；腰帶上有小內袋可放置鑰匙等小物。 

適用肌肉與關節的 EXO-WEB 技術 

資料來源：CW-X 

緩解疼痛的壓縮衣 

加拿大 EC3D Sports 專長設計無縫、針對特定部位施壓的壓縮衣，並開發

出包含壓縮護套與支撐的系列，有助緩解慢性疼痛。該系列加入有助減輕

發炎與疼痛的物質：山金車－以抗發炎效果與緩解關節肌肉疼痛知名；

Boswellin－是種乳香萃取物的品牌，用以控制發炎；肌酸－有助供應能量

予肌肉細胞；葡萄糖胺－緩解關節疼痛。 

加入產品內的這些物質是印在衣服反面上，穿上衣服時，物質便會釋放至

穿著者肌膚上。衣服結合了壓縮帶，針對身體最易感受疼痛的部位，包括

腳踝、手肘、膝蓋與手腕等施加壓力。 

JOBST RELAX 輕量壓縮護套 

Jobst Relax 輕量壓縮護套，用於治療淋巴水腫。此款護套是由瑞典壓縮護

套與壓縮襪供應商 Essity 所開發，亦是 Jobst 品牌（Jobst 是以發明現代

壓縮襪的德國工程師 Conrad Jobst 命名）最新產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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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套以使用 3D 針織技術織造的無縫針織三明治布（spacer fabric）製成，

布料包含一層以單絲紗製成的 3D 中層，夾在內層與外層之間。3D 中層

具軟墊作用，確保護套穿著整夜不會造成不適。布料內層與外層包含聚酯

紗，有助管控濕度，紗支之間有空隙，促進空氣流通以產生涼爽感。此外，

布料內層與外層有著浮凸結構表面，提供「微按摩」作用，刺激淋巴液流

動。 

Jobst Relax 產品所用布料的橫斷面 

資料來源：BSN Medical  

Jobst Relax 適合患有輕微到中度淋巴水腫的病患使用，具備供手臂及小腿

使用的款式，並有兩種顏色可選擇。護套形狀符合人體結構，因此不會滑

動，並對肌膚施加穩定程度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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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G 壓縮衣 

瑞典壓縮護套與壓縮襪供應商 Essity 於 2018年 7月 10日宣布獲得美國太

空總署（NASA）合約，設計一款用來治療太空飛行後發生直立姿勢耐受不

良症 10 的壓縮衣。這款被稱為 OIG（直立姿勢耐受不良壓縮衣）的服裝是

為了進行獵戶座太空任務的太空人需要時使用。首次獵戶座太空任務預計

於 2023年發射，共四名太空人將在超越低地面軌道飛行 21天。 

10 係指自太空飛行返回地球後，在直立時會產生快速心跳、低血壓及暈眩等現象。 

Essity 於 2009 年首度與 NASA 合作開發 Jobst 品牌三件式「漸進式壓縮

衣」（GCG），該款壓縮衣經過測試，評估是否能防止太空人經過兩週太

空梭任務後產生直立姿勢耐受不良症狀；同時，經過測試，評估太空人經

過四至六個月在國際太空站生活返回地球後穿著的效用。測試結果很樂

觀，提供有助開發 OIG 的資訊。 

每件 OIG 依太空人的個別身材量身打造，提供從腳到腰的漸進式壓力，因

此可預防太空人返抵地球時血液集中在腿部。太空人被要求在太空時，在

太空裝內一直穿著 OIG，直至返回地球。如同 GCG，OIG 也將是屬於 Jobst 

品牌的產品。 

NIKE PRO AEROADAPT 運動用壓縮衣系列 

Nike Pro AeroAdapt 是美國 Nike 開發的運動用壓縮衣新系列，於 2019年

6月發表，屬於 Nike Pro 整體系列（Nike Pro 是 Nike於 2000年首度推出

的運動用壓縮衣系列名稱）之一。該系列產品融入名為 Nike AeroAdapt 的

專利新技術，品項包括：短袖上衣、長袖上衣、緊身褲及運動胸罩。 

Nike Pro AeroAdapt 緊身褲 

 

 

 

 

 

 

 

 

 

 

 

資料來源：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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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列服裝結合特別設計的裁片，成分為 81%聚酯與 19%尼龍，這種混紡

紗遇到流汗或環境導致的濕氣會收縮，因此打開裁片的通氣孔，有助空氣

流通。當裁片處於此種狀態，會呈現凸起與起皺的外觀；當濕氣揮發，紗

支會回復正常狀態，呈現平坦水平直線排列，裁片的通氣孔也會關閉，保

持住體熱，防止穿著者經歷運動後的寒冷感。 

裁片會出現在覆蓋背、胸及腿部外側部位的衣服上；Nike Sport Research Lab

（Nike 運動研究實驗室）發現，運動員認為人體上述部位的透氣性最有用。 

OPEDIX：KNEE-TEC 緊身褲 

Knee-Tec 緊身褲用來優化關節功能，適於在運動、休閒娛樂活動或復健時

穿著，是美國專長設計改善運動表現與協助受傷復原成衣產品的 Opedix 

所開發，主要聚焦高端市場。該款緊身褲是以尼龍與彈性纖維混紡布料製

成，包含 19片裁片，衣服結構據稱適合多種體型。 

Opedix 開發另一個名為 Knee-Tec 2.0 的版本，包含女用、男用及青少年穿

著，亦提供四分之三長度的緊身褲版本。相較於原版，Knee-Tec 2.0 採用

較輕量底布，加入較高比例的彈性纖維，以加強靈活度、伸縮性及壓力程

度。依不同款式而定，Knee-Tec 2.0 緊身褲包含 16、18 或 21 片裁片不等，

並結合 Torque Reform Technology（TRT）專利技術。該技術據稱能讓穿著

者的軀體維持在能優化運動表現的方向上，因此在進行滑雪之類的運動

時，有助減輕扭轉臀部與腳裸時施加在膝蓋的壓力。 

Opedix 自 2010年起便與科學家及研究機構合作，研究 Knee-Tec 緊身褲對

滑雪者的效用。測試顯示，穿著者可減輕膝蓋疼痛程度 26%、減輕四頭肌

疲勞程度 29%，以及促進復原程度 30%。 

SPANX：SUIT YOUR FANCY 

Suit Your Fancy 係美國塑身服裝公司 Spanx 開發的塑身衣系列，產品包括

連身衣、緊身連衣褲、高腰比基尼褲及塑臀褲。 

連身衣及高腰比基尼褲是以 51%彈性纖維與 49%尼龍製成的輕量布製作；塑

臀褲是以 72%尼龍與 28%彈性纖維的混紡布料製成；緊身連衣褲是以 67%尼

龍與 33%彈性纖維的混紡布料製成。這些塑身衣適合穿在任何款式外衣下。 

 SPANX：ONCORE 

Oncore 是 Spanx 開發的緊控式塑身衣系列，此系列產品有助「變形塑

身」，依據該公司的塑身等級 11，被歸類為等級最高的塑身衣。此系列

產品包含一件高腰三角褲、一件短褲及一件高腰短褲；另外還有三款連

身衣：從腰部上方延伸至大腿上方、從腰部上方延伸至大腿中間，以及

從胸部上方延伸至大腿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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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panx 將產品分成三個塑身等級。第一級：平順；第二級：塑身；第三級：雕塑。第一級產品穿起

來感覺被輕輕擁抱，第二級產品穿起來感覺被緊抱住，第三級產品穿起來則感覺被超級緊地抱住。 

衣服前方的裁片採完全接合方式，有助小腹平坦；側邊裁片則採邊緣接

合方式。所有裁片皆相當輕量，讓衣服得以對穿著者身體施加漸進式壓

力。系列各個款式提供的尺碼範圍很廣，包含特大號尺碼。 

RUSH 壓縮服裝 

Rush 為美國 Under Armour 開發的運動服裝系列，於 2019 年 4 月推出，

包含數款壓縮衣如長袖上衣、T 恤及內搭褲，被宣傳為「布料版的遠紅外

線三溫暖」。所有系列服裝雖然緊縮卻無約束感，提供很大的自由活動度，

像是第二層肌膚。產品其他特點包括：網眼裁片促進空氣流通；抗菌性有

助防臭，降低頻繁洗滌的需要；塑身腰帶維持內搭褲的上半部不致滑動；

內建拇指孔維持上衣的袖子不致滑動。 

系列產品是以聚酯與彈性纖維混紡的布料製成，並加入 Celliant 技術。該

技術是美國 Hologenic LLC 所開發。Celliant 是以專利的熱反應礦物質混

合成分組成，包含氧化鋁、二氧化硅及二氧化鈦，此混合成分被磨成粉加

入 PET（寶特瓶原料）中製成母料 12，再將母料加入液狀聚酯樹脂中，擠

壓成含有 Celliant 的聚酯纖維。當含有 Celliant 的纖維加入布料或成衣內

時，內含的礦物質會吸收身體排放出的遠紅外線能量，然後改變該能量的

波長，並反射回去給身體，因而能促進血液循環 13，進而有助加速運動後的

復原。 

12 母料係指包含顏料、添加劑、及／或基礎聚合物填料的濃縮混合物。將小量母料加入大量與基礎聚合

物相同或相容的材料內，以生產出希望的配方產品。 

13 由於能加速局部血流，因此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已將 Celliant 產品歸類為醫療裝置。 

Rush 系列的推出突顯 Under Armour 開發運動用壓縮服裝的領導角色。該

公司於 1996 年成立，當時建立在具備濕度管理特性的壓縮 T 恤單一產品

上，自此持續在其機能性服裝陣容內增添創新的高科技品項。 

攀岩用壓縮臂套 

德國 Vertics 開發出壓縮臂套，供攀岩者或從事其他會增加前臂壓力運動的

人穿著，如立式划槳、越野摩托車、登山健行、雙槳獨木舟及單槳獨木舟。

臂套是以 75%尼龍、25%彈性纖維製成的無縫針織布料製作，可提供漸進

式壓力，在運動時防止前臂肌肉緊張，有助穿戴者維持長時間的強壯握力。

肌肉緊繃是攀岩者常見的問題，因需長時間吊掛在岩壁或訓練牆上，緊抓

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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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臂套有助保護前臂免於割傷、刮傷及其他攀岩運動容易導致的外傷，

運動後穿著臂套亦有助前臂肌肉的復原，降低肌肉酸痛。Vertics 臂套具有

緩解與防止「重複性勞損」（RSIs，長期不良使力累積性傷害）、減輕前

臂手術後疼痛與肌腱傷害疼痛，以及有助前臂燒傷疤痕與腫脹的治療等醫

療用途。 

該款臂套經過德國 Hohenstein 集團測試，認證可提供卓越且一致的壓力。

Vertics 更進一步推出小腿用壓縮腿套，採用與臂套相同的針織布料製成，

提供腳踝上方到膝蓋的漸進式壓力。 

PARTIALKOMPRESSION 壓縮技術 

Partialkompression 瑞士運動用壓縮服裝品牌  X-Bionic14 開發的壓縮技

術，目的在設計一款不會因為對身體施加過度機械壓力而不利穿者的壓縮

衣。過度的機械壓力會阻礙血流並干擾體溫調節（施加過度壓力時，汗水無

法保持在肌膚上蒸發，使得接近肌膚表面的血液無法因汗水蒸發而冷卻）。 

14 X-Bionic 是瑞士 X-Technology Swiss Research & Development 的品牌，該公司專長研發與設計。 

Partialkompression 在布料的表面有 1 毫米寬的脊線，會針對關鍵肌肉施加

壓力；在脊線之間的空間不會施加壓力，故接近布料內層表面的血管與微

血管內的血流不會受阻。此外，在未施加壓力的布料區域，停留在肌膚表

面的汗水可以蒸發，有助冷卻。 

Partialkompression 的效用，已經過義大利維洛那大學運動健康研究中心的

研究人員廣泛測試，結果顯示，該項技術比全面性壓縮技術更有效，因為

會導致體熱量增加出現相當程度的縮小、肌肉含氧量較快恢復、心跳率較

低及血液乳酸濃度較低。X-Bionic 計劃設計出考量個別穿著者需求的服裝

系列，打造出「如指紋一般個人化」的衣服。 

展望 

壓縮服裝與塑身服裝在過去五年來大受歡迎，主要是因為供應商在產品的

機能性與舒適度大幅改進。此產業區塊的企業展現許多想像力，擷取並結

合不同的服裝款式與技術，打造出高功能性的成衣。 

運動用壓縮服裝的創新腳步十分迅速，跑步用緊身褲未來的風格外觀就是

一例，不過，部分公司更進一步希望打造出符合個別消費者需求的服裝。

此外，有些進行中的研究希望找出方法，讓壓縮服裝製作得更符合特定活

動的需求。舉例來說，針對包含數個高強度運動回合，回合之間以短暫休

息間隔的運動，特定活動用的壓縮服裝可有助運動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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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壓縮服裝或可與穿者互動，讓穿戴者進一步控制或改進自身的運動

表現、健康狀況及體態外表。運動與醫療用壓縮服裝的市場如同產品創新

一樣，將受到有利的人口結構推動，特別是全球具健康意識的運動人口及

65歲以上人口數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