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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网购中三维虚拟试衣问题研究
文 / 周 超，胥朝阳，余海丽
电子商务异军突起，
服装网购势不可挡，但以“无法试衣”为主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着其进一步
发展。因此“虚拟试衣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行市场的部分
“二维虚拟式软件”
满
足了少量需求，
但总体市场反应差强人意、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三维虚拟式软件的出现较好的弥补了其
不足，推动了服装网购市场的扩大，
促进了服装行业的健康发展。
服装；
网购；
三维虚拟试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异军突

物的致命缺陷。由于无法试衣而给消费者带来

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网购，服装网购也是

的虚无感和不真实感，加上图片和实物的反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块。2011 年中国服装网购市

差，
导致退换货率的居高不下。由于不能试衣，

场规模达到 2670 亿元，年增长率为 93.5%，
高

看不到衣物上身效果，
引发了网络购物的一系

于总体网购市场增长率 20.6 个百分点，销售

列不足，
严重影响服装网购的发展。主要缺陷

额占网购市场规模 33%。2011 年度服装网购在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服装零售市场的渗透率为 18.6%，相比 2007 年

第一、
无法试衣，
消费者心存疑虑

增加了 16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14 年该比率将

目前的网络服装购物，卖家大都是以平面

达到 23.6%[1]。网络购物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由于图片的有
图片的形式向消费者展示商品，

正在悄悄改变人们的生活，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限性及观察工具的局限，
消费者对服装的了解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可估

极其有限，
简单的模特展示图也只能满足消费

量。方便、快捷是网购衣服最大的优点，然而，

者的视觉，当人们真正要花钱买时，简单的图

由于网络世界的不完全性，顾客并不能准确捕

片往往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看得见却摸不

捉到衣服的合适度，因此退货率高成为网购的

着”
，成为消费者心里的痛，
也成为商家心里的

一大软肋。顾客挑选衣服主要是依靠店家广告

痛，
而且模特的身材和身体特征并不具有的代

但却不
上模特的穿衣效果和其他顾客的评价，

消费者往往
表性，
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因此，

“虚拟试衣
能直观地去“试穿”这些服装。因此，

在疑虑中，
望而却步。

技术”
应运而生。

退货困难
第二、
不满意度高、

1 服装网购试衣的必要性

因为无法试衣或难以看到服装的试衣效

网络购物虽然发展飞快，却始终代替不了

往往大失所望。图片
果，
消费者在收到实物时，

实物店，人们在实物店购物得到的真实感和踏

和实物的反差，
使得退换货问题成为网购服装

实感是网络购物无法提供的，这也正是网络购

的一大难题，严重影响服装网购行业的销量，

周超，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
胥朝阳，
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副院长、
余海丽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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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行业的发展。

二维试衣系统，系统软件提供了不同风格，不

第三、网上欺诈、虚假广告多

中软件还配备
同款式的服装，
在每个“试衣间”

意味着
服装展示以平面图片的形式展示，

平面模特，用户可以自由搭配不同款式的服

同样款式的衣服，
因为材质的不同或手感的不

装，在模特身上即可看到该服装的视觉效果。

同而影响商品的价格，然而图片的展示效果却

然而该类试衣系统只简略提供各款式服装所

相差不大。这给了很多奸商可乘之机，
浑水摸

适合体型的特征说明，
尚不能根据用户的形体

鱼者比比皆是。恶性价格竞争使得网购市场不

尺寸来确定合适的着装尺寸，
效果差强人意。

能健康发展，消费者难以识别商品真伪，从而

2.2 二维虚拟试衣技术的优点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无形中流失大量客户。
第四、售后服务差强人意
当服装网购市场虚假成分不断增加，卖家
的耐性在一次次售后纠纷中逐渐消磨殆尽时，

二维虚拟试衣技术相对比“无衣可试”，可
谓是全方位的进步。主要优点如下：
第一、
对消费者而言
网上试衣间（即二维虚拟试衣系统）提供

怠慢的售后服务现象开始出现，消费者也在无

给消费者的便利是实体店无法比拟的。消费者

尽的等待中失去好感，从而对网购的印象大打

可以足不出户，轻轻一点，试遍所有自己想试

折扣，阻碍网购服装的发展。

的衣服，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在

因此，为突破“不能试衣”等而导致的服装

搭配不同鞋子、首饰、小
线的时尚达人的建议，

网购行业的成长瓶颈必须寻找突破口。二维试

配件等，让自己不费吹灰之力成为时尚达人；

衣软件的广泛应用满足了不少消费的消费者

在天气情况较差或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比

试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装网购行

较偏僻时，实体店购买是个极大的考验，而网

业的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利用

上试衣间完全解决了这些烦恼。通过卖家描

3D 行业标准，真三维的全方位立体化视觉效

述，消费者可以清楚知道衣服的质感；通过网

果，采用实时视频采集、图片文件等方式自动

上试衣，
消费者就能轻松看到类似自己体型模

生成 3D 真人模特的隔空试衣工具成为行业发

特的穿衣效果。这对于广大尤其是繁忙的消费

展的必要技术 。

者无疑充满诱惑。

[2]

2 二维虚拟试衣分析

第二、
对卖主而言

虚拟试衣是计算机技术发展延伸到日常

它提供独特创新的服务，满足客户多样

应用的典例，以虚拟平面模特着装效果展示为

化、
个性化的购物需求。卖家只需将自己的所

但是二
例的虚拟试衣技术的应用已十分广泛，

有服装“传进”虚拟试衣网站，省去了聘请模

维虚拟试衣技术既是帮手，
又是鸡肋。

特、化妆及摄影的一系列的花销，大大节约成

2.1 二维虚拟试衣技术的现状

本。免去了只能展示平面图的尴尬，多了些搭

大量国外服装销售网站对服装展示仍以

配了与人性化，
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空间。

二维服装照片为主，但一些著名的服装销售网

第三、
对整个市场而言

站已经开始或打算利用虚拟视觉软件向广大

网上试衣间是一个具有很大扩展空间的

消费者提供虚拟试穿服务。目前大多数处于宣

领域。随着试衣间在我国逐渐串红，
吸引了越

传阶段，真正可供消费者体验试穿服装的很

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专业人士的关注，
这如同一

少。国内一些较为成熟的购物网站已经推出了

个刚走红的明星，
其引发的蝴蝶效应是我们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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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测的，这足够吸引服装厂商的眼球，从而

会给带来太大的经济效益。

引来越来越多的赞助和广告，这对整个服装界

3 虚拟试衣的拓展：三维视角

算是一次重新的洗牌。
2.3 二维虚拟试衣技术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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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瓶颈、成效差的市场，让人们把眼
光投向了三维试衣技术。至此很多人开始致力

虚拟试衣优点多多，可是目前这个看似可

于研究如何把现在的二维平面系统转向三维

以解决当前网络购物“不可试穿”这个死角问

全景立体技术。三维技术运用到服装行业，将

题的新技术，却并未真正流行起来，也并没有

服装网购行业
大大改变人们的服装网购生活，

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原因如下：

也将得到快速长足发展。

第一、
精准度不够
很多尝试过“网上试衣”软件的网友表示，

3.1 三维虚拟试衣的现状
国外试衣网站上建立的试衣模特，其身体

虽然可以上传自己的头像，输入自己的尺码进

部分都比较接近消费者的体形，但是面部特征

行试衣，可是模特并不能完全代替真人，每个

与消费者本人相差甚远，人体（包括头部与身

人身体上的细小差别，是电脑所不能体现的，

体部分）与服装都是采用计算机三维模拟技术

如此，呆板缓慢的试衣体验，并没有让他们对

得到的，真实性远远不够，加上目前计算机模

此新事物产生多大的兴趣，反而对虚拟试衣的

拟服装面料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面料的质感、

准确度和可参考性表示怀疑。

悬垂效果等，
缺乏真实感。而国内的三维试衣

第二、
效果不够逼真

软件还不太常见。

如今大多数的试衣系统，多是采用 JPG 图

3.2 三维虚拟试衣的技术架构

片和 FLASH 的结合，顾客只能看到平面效果，

三维虚拟试衣系统是指通过立体视觉原

不能多方位立体看，使得试衣效果大打折扣，

理或顾客身体的三维信息，利用计算机图形构

于是虚拟试衣只是停留在服装的款式和颜色

造顾客的身体模型，
顾客可以通过浏览计算机

的搭配上，与人们心中的理想效果相差甚远。

内存储的服装效果图来选择服饰，然后利用计

第三、
系统运行缓慢，软件不够成熟

算机图像处理把服饰“穿”到顾客身上，
从而呈

现行的二维虚拟式系统，消费者要完成一

现人体三维的着装模型

。即由三维人体测

[3]

次服饰搭配的替换和选择，往往要花费很长时

—建 立 三 维 人 体 模 型——
—虚 拟 试 衣 操
量——

间系统才能反应，缓慢的速度和较大的失真

作——
—虚拟试衣效果展示，此四项技术框架如

度，
让顾客在等待中失去了兴趣与耐性。

图 1 所示。

第四、
试衣种类有限
当我们运用网上试衣间时，顾客发现，
可
供选择的商品稀少，而且只能试衣，不能直接
购买。而且多是针对 20 到 30 岁的群体所设计
就因
的，并没有针对孕妇、老人或小孩的设计，
如此，
也流失了大量客户。
第五、
市场推广困难

图 1：虚拟试衣系统技术构架

很多网络服装商并不愿意购买此系统，除
了觉得系统技术不成熟外，还认为此系统并不

利用三维人体扫描仪获得三维人体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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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精细

拟式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准确 ，它同

第一、
经济效益显著

时运用了

假设某服装网购店的月访客量为 300 万

现代 光 学、

人次，平均的转化率为 2.1%，当前的退货率为

光 电子学 、

25%，平均购物价格为 120 元，
每个商品的退货

计算机图

图 2：
三角测量原理

费用 36 元，
产品的利润率为 2%，
客户使用试衣

形学、信息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把被测者的图

间的比率为 40%，对新客户而言试衣间带来的

像当作检测或传递信息的手段或载体加以利

销售增长为 30%，试衣间带来的退货减少率为

用，然后从图像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成功的例

25%。

子有美国纺织及服装技术中心开发的三维人

使用虚拟试衣间之后，
销售增加 30%，退货

体扫描仪，其原理主要是利用三角测量法，
如

减少 25%，增加年销售额 1086 万元，降低退货

图 2 所示，即光源、人体以及摄像头成三角形

带来的年销售额 22.625 万元，总共带来年销

位置，通过成像中光栅的上下位移计算出同一

售增加额 1312.25 万元。使用虚拟试衣间前的

截面内点的前后距离。

退货开支 1018.125 万元，由退货开支带来的
开支节省达到 76.3594 万元。由上述数据分析

根据扫描到的体型数据，利用三维人体建

得到，由销售增长带来的利润增长为 7%，由减

模技术建立能够反映消费者体型特征的三维

少开支带来的利润增长为 15%，总利润增长率

人体试衣模特，即为三维人体建模。它将建立

22%。

立体人形，
达到仿真的效果，
身临其境。

毫无疑问，
对消费者、卖家、
市场来说无疑
是三赢的局面，三维虚拟试衣系统，除了拥有

虚拟试衣操作包括款式、型号、颜色、
面料
的选择，
首先将选定的各片衣片按照穿着在人

二维虚拟式的所有优点外，将大大降低退货
率、
增加销售额，
具有广大的发展前景。

体模特上所处的位置依次在人体模型的周围

第二、
精准度大大提升

进行排列，确定衣片间的缝合关系，以便进行

三维虚拟试衣技术采用非接触式人体扫

虚拟缝合，
然后就是对各衣片完成虚拟缝合。

描仪为顾客进行身体测量，
避免了人为的手工
操作，
减少误差，提高精准，
能在顾客使用时提

虚拟服装在虚拟人台上完成试穿后，就要

供最准确的效果。如此一来消费者在体验中，

对试穿效果进行展示，以观察整体满意度，
包

用的舒心才能买的放心，不再担心衣服尺码不

括服装的虚拟悬垂效果、面料质感和肌理效

合适，也避免了一次次的退换货带来的麻烦，

果、图案和色泽的表现效果。另外，穿着的虚拟

节约成本和时间。使消费者真正体验足不出户

服装不仅要能够展示静态模拟效果，
还要能够

便可试遍所有衣服的快感。

展示动态模拟穿着效果，方便从不同的角度观

第三、
效果逼真

察服装穿着的效果。

三维虚拟试衣技术不在采用传统 JPG 图

3.3 三维虚拟试衣的优点

片和 FLASH 的结合，
顾客不再只能看到平面效

三维虚拟试衣的成熟及应用，除了涵盖二

果，而是能多方位立体看，使得试衣效果大大

维虚拟试衣的所有优点之外，还会解决二维虚

提升，
三维虚拟试衣也不再是只停留在服装的

2013 年 3 月第 1 期 服饰导刊
服饰与产业：产业圈 FASHION GUIDE

45

款式和颜色的搭配上，而是可以展示衣物面料

目前虚拟试衣软件最突出的问题是虚拟

的悬垂感，以及运动的光泽及变化 。三维模拟

计算机模拟服
人体和服装的仿真性远远不够，

中能远程“触摸”面料，实现材质的真实再现，

装面料并不能很好地表现出面料的质感、悬垂

有利于消费者更好地感受与选择，相比之前效

效果等，
缺乏真实感。要真正实现三维网络虚

果将更加逼真。

拟试衣系统，
还要解决很多难题。如数据的存

[4]

第四、
软件成熟，后台强大

储需要足够强大的电脑配置，完成衣物面料的

三维虚拟试衣系统，后台有计算机的高端

悬垂感、
运动的光泽及变化、面料质感的模拟、

配置，庞大的数据支撑系统，高速的运行速度

舒适度的模拟还需在技术上狠下功夫。而面对

也是二维虚拟式系统无法比拟的，消费者只需

着“既要能试、还要能买”的需求，还需要系统

指尖轻动，就可在几秒中之内完成“换装”
。少

与商家的联手，才能真正给消费者带来便利，

了些等待，多了些精彩。瞬间换装不再是梦。如

打造一套完整的购物体系。

此方便快捷，
必定让广大的消费者欣喜若狂。

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一个高科技、全方

第五、
试衣种类及适用人群进一步扩展

位立体的虚拟试衣系统终会呈现在众人的面

强大的后台数据支撑系统，可以支撑更多

前，
给科技带来进步，
社会带来变革，生活带来

的数据存储及提供更多的服饰种类，无论男女

更大的改变。其在推动服装网购行业发展的同

老少，均可通过人体扫描后数据得以存储。人

时将打破纺织服装行业的成长瓶颈使其得到

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衣物。服装

长足发展。

种类可以涉及所有年龄层，这将进一步拓展市
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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