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3, 40(6): 1063-1066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网络出版时间：2013-10-28 18:17:07
[URL]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162.S.20131028.1817.004.html

基于体压分布的床垫舒适性评价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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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床垫舒适性对睡眠质量、人体健康、工作效率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是床垫人性化设计和选择的重要依
据。从人-床界面压力分布的角度，分析床垫舒适性和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探讨体压分布评价床垫舒适性的方法，
并且指出有些用以坐姿舒适评价的体压分布指标并不适合于床垫舒适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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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edrest comfort evaluation methods based 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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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drest comfor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leep quality, health, and work efficiency and so on,
and i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ttress humanized design and choice. From the view of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human-bed contact interface, the factors of bedrest comfort and sleep quality were analyzed, and the
bedrest comfort evaluation methods based 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were studied. It was suggested in the paper that
pressure distribution parameters for sitting comfort are not suitable for bedrest comfort evaluation.
Key words: mattress; comfort evaluati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人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
度过的，或者说是在床上度过的。睡眠质量对人的
社会交往、情绪、生活质量、工作效率等都有重要
的影响[1]。舒适性是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
1986 年 Addison 等人的调查研究表明“7%的美国成
年人表述其睡眠问题与自己使用床垫的舒适性有
关”[3]。床垫使用舒适性是基于主观感觉和人-床界
面物理特性的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力学舒适性
被定义为“总体舒适性的一部分，主要依赖于与床
垫相接处的人体各部位的接触面压力分布”，接触面
压力、压力分布以及压力负荷作用时间是影响力学
舒适性的主要参量[4]。床垫应该能够为人体提供足
够的支撑，同时还应该能够均匀地分散人体重力分
布。一些专家建议人体皮肤表面所受压力阈限值不
能超过 30 mmHg，否则将无法保证皮下肌肉软组织

的血液循环[5]。体压分布测试（人体重量在人-床界
面上的分布情况）是一种比较客观地评价人体各部
位舒适性的方法。1993 年 Nicol 和 Rusteberg 已经
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体压分布测试对床垫的设计和
床垫的选择非常重要”[6]。作者基于体压分布对床
垫舒适性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床垫或床
具的人性化设计和定制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1

人-床界面压力分布对卧姿舒适性及睡眠
质量的影响

睡眠过程中，人体肌肉处于放松的状态，产生
的肌力最小，此时，人体的睡姿稳定性主要取决于
人体重量、床垫的反作用以及骨关节内力之间的相
互平衡关系。这一平衡关系决定了肌肉软组织的变
形、脊柱的形态以及人体局部皮肤上所受的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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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力，时间一长，尤其是压力分布过于集中时，
就会出现血液循环受阻和组织氧合受限，从而出现
局部缺血现象。对于健康人，局部缺血会使人产生
一种新陈代谢物质，刺激神经末梢，从而促使人体
翻身。但如果是行动受限制的人，则在载荷和时间
的双重影响下，造成褥疮的形成。因此，人-床界面
压力分布不宜过于集中，否则会增加人的睡眠动作
行为，从而不利于人体肌肉组织的放松和睡眠质量
的提高。同时，较大的压力本身也会刺激人体，使
人体产生不适感。

2

床垫舒适性的体压分布评价指标

体压分布指标的确立
人-床界面是人体与床垫之间复杂的生物力学
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体压分布测试的目的是为了
反映这一界面关系，反映床垫对人体的支撑。因此，
作为评价床垫舒适性的体压分布指标，一方面应该
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床垫的性能，尤其是体现与卧姿
舒适性、睡眠行为、睡眠质量有着密切关系的床垫
力学性能，如床垫的硬度、硬度分布、滞后性等；
而另一方面，这些指标又应该能够细化人的感觉，
使定性的人的感觉能够进行定量化分析与研究，如
将人的感觉细化为稳定感（姿势是否容易保持、活
动是否自如）
、柔软性、变形、弹性、身体各部位舒
适感等，即体压分布指标应该是联系床垫力学性能
与人体生理、心理反应的一个纽带，体现人、床之
间的支撑关系和生物力学关系。体压分布确立的过
程，实际上也是根据实验的目的，对体压分布数据
进行数学处理，并通过一系列的量化指标将其结果
体现出来的过程。因此，体压分布指标必须具有明
确的物理意义，能够成为联系体压分布测试结果与
主观卧姿舒适性、睡眠行为、睡眠质量评价结果的
桥梁，使主客观结果一致或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当然，仅仅这些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将这
些指标联系起来，互相结合着解释床垫力学性能对
人体卧姿舒适性、睡眠行为、睡眠质量是问题的关
键。尤其是一些研究结果显示人体肩、肘、臀、膝、
臀等部位的压力与主观舒适性无显著相关性[7]，而
另一些研究则证明人-床界面压力分布对床垫舒适
性有显著的影响[8]。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
两个方面。一是数学模型的处理可能存在缺陷；二
是各种随机因素（如个体的差异性和实验条件的控
制等）的影响。这些随机因素使体压分布的测试结
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是服从于统计
规律的，因此可以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在大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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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验的基础上，建立标准人的模型，并确立相应
的实验标准，从而建立并完善的体压分布测试结果
的评价方法。
另外，由于卧姿体压分布的压力值远远小于坐
姿状态，一些用以评价坐姿舒适性的压力分布指标，
如压力梯度等，在卧姿状态下不足以引起人的差别
感，同时对人的卧姿舒适性、睡眠行为和睡眠质量
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这些指标不适合用评价床
垫支撑性能或卧姿舒适性。
2.2 用于床垫舒适性评价的体压分布指标
为了尽量消除随机因素（如着装的硬边角、相
连传感器的串联等）的影响，减小实验误差，在确
立评价床垫舒适性的体压分布指标时，采用统计学
的方法，将最大压力和平均压力定义为第 95 百分位
压力和第 50 百分位压力。
（1）最大压力 P95
最大压力定义为全部测试点的第 95 百分位压
力值，即：
（1）
P95 = P N + ( S D × K )
其中，N 为测点数，p N 为全部测点的平均压力，
SD 为全部测点压力的标准差，K=1.645，即：
PN =

1
N

（2）

N

∑p
i =1

i

（N 为测试点数，pi 为各测试点压力）
SD =

2
⎞
1 ⎛⎜ N 2
pi − N P ⎟
∑
⎟
N − 1 ⎜⎝ i =1
⎠

（3）

（N 为测试点数，pi 为各测试点压力）
从床垫的物理特性的角度看，P95 体现了床垫的
硬度，在床垫的类型和结构确定的情况下，较硬的
床垫 P95 较大，较软的床垫 P95 较小。从人体生理结
构来看，最大压力应该位于人体血管、神经较少，
可以承担重量的部位。事实上，卧姿状态下最大一
般位于人体的骨突部位，如仰卧时主要位于肩胛骨
和臀部，侧卧时主要位于肩部和髋关节处。最大压
力不宜过大，否则容易造成睡眠过程中局部软组织
缺血现象，即血液循环受阻和组织氧化受限，而这
又会产生一种新陈代谢物质，刺激神经末梢，促使
人体翻身，影响睡眠质量。同时，P95 较大时，在较
大局部压力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人体本身也会产
生不适感。因此，P95 是表征床垫硬度、卧姿舒适性
和睡眠行为的重要压力指标之一。
另外，不同的睡姿有不同的压力分布，并且人
体各部位对压力的敏感程度、耐受性、造成局部缺
血现象的风险都不同。因此，P95 不仅要区分睡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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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对风险区域给予特别的关注。
（2）平均压力 P50
1 N
P50 = ∑ pi
N i =1

（4）

其中，N 为测试点数，pi 为各测试点压力。
平均压力反映了压力值集中的趋势，与床垫的
硬度有关。不同硬度的床垫与人体的接触面积不同，
从而平均压力也就不同。同时，平均压力还受人床界面的形状，硬度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平均压力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床垫对人体支撑的整体效果。其
中，其值越小，床垫分散人体重量的效果越好，人
体感知到的床垫压力刺激越小。
（3）接触面指数 PAI（pressure area index，PAI）
这里将接触面积指数 PAI 定义为“在某一阈限
值压力范围内的压力接触面积”，2012 年陈玉霞等
人使用 5 mmHg（0.67 kPa）、10 mmHg（1.33 kPa）
、
20 mmHg（2.67 kPa）、30 mmHg（4.00 kPa）4 个压
力阈限值，4 项接触面指数，以及 4 项接触面指数
所占总接触面积的百分比来反映人-床之间的接触
面积[9]。
从床垫的物理特性看，接触面积指数体现了床
垫分散压力的能力，高阈值压力范围内压力接触面
积所占的百分比越低，而低阈值压力范围内压力接
触面积所占的百分比越高，则床垫分散压力的能力
越强。从人体的角度看，高阈值压力范围内压力接
触面积所占的百分比越低，而低阈值压力范围内压
力接触面积所占的百分比越高，则人体睡眠过程中
出现局部缺血现象的风险就比较小。另外，不同阈
值压力范围内接触面积的分布还可以反映床垫支撑
人体过程中对人体不同部位的支撑力的变化，以及
人-床界面的形状变化。
（4）压力指数 PI (pressure index, PI)[10]
压力指数的公式如下：
（5）

PI = ( PM 10 − 10) 2 + S 2D10

其中，PM10 为大于 10 mmHg 的接触面压力的平
均值，SD10 为大于 10 mmHg 的接触面压力的标准差，
即：
PM 10

1
=
Ni

S D10 =

N10

∑P
i =1

（6）

i

1
N 10 − 1

N10

(∑ Pi − N 10 P
2

i =1

2
M 10

)

（7）

其中，Pi≥10 mmHg，N10 为大于 10 mmHg 的
压力测试点数。
压力指数即用一个压力值来反映床垫对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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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从床垫物理性能的角度看，这一压力值既包
含了床垫对人体支撑的整体效果，又包含了局部支
撑的差异性。从人体的角度看，这一压力值从整体
和局部反映了床垫支撑力对人体的作用强度。
（5）纵向压力分布曲线 PL
分别以床垫的长度和宽度为轴，分别将平行于
床垫宽度方向上各截面的压力积分，并为纵坐标画
图，得到人-床界面的纵向压力分布曲线，如图 1 所
示，计算公式如下：
P ( xi ) = ∑ P (xi , y j )⋅ Δl j
NP

（8）

j =1

其中，NP 为第 i 排的测点数，P(xi, yj)为第 i 排
第 j 个测点的压力，Δlj 为该测点所代表的线长度，
对于等间隔分布的测点，Δlj 为常数。
纵向压力分布曲线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人体重
量的分布。另外，由于床垫物理力学性能的非线性
变化，纵向压力分布可以辅助判断卧姿状态下人体
脊柱的形态。

图 1 仰卧和侧卧状态下纵向压力分布曲线
Figure 1 The longitudinal pressure curves in supine position
vs. lateral position

（6）横向力矩指数 TMI（transverse moment
index, TMI）
横向力矩指数定义为“以人体的支撑中性或中
轴骨骼为轴，将轴两侧的压力分别取轴向法线方向
上的力矩，并分别积分得轴两侧的横向力矩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M

N

TMI = ∑∑ P (i, j )d ij

（9）

j =1 i =1

其中，M 和 N 分别为测试点的列数和行数，P(i,
j)为接触上任一压力点，dij 为压力点 P（i, j）至中
轴骨骼的距离，中轴骨骼轴线为颈椎隆突点(a1，b1)
和尾椎点（a2，b2）的连线,如图 2 所示。
dij =

ki − j + b1 − ka1
k 2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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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整体作用力的强度，接触面指数和百分比接触
面指数可以较好的反映人-床界面不同压力阈限范
围内接触面的变化和接触面的分布，力矩指数可以
较好地反映睡姿的稳定性和人体活动的自由度，这
些压力分布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床之间的压
力界面关系和对卧姿舒适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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