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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衫衣身纸样专家知识的自动生成参数化设计
文/李

静，
刘瑞璞
衬衫是男士穿着的必备单品，
本文结合市场需求，以企业化男士内穿衬衫衣身为研究对象，针对其

并结合服装结
纸样设计自动生成技术的专家知识进行研究。多米诺思想是整个专家知识系统的构建基础，
构设计的比例、平衡原则与常量控制，
确定企业化内穿衬衫纸样设计专家知识的参数及关系式，为其自动
生成软件程序设计和衬衫纸样数字化实现提供可靠的专业参数支持。
衬衫；衣身纸样设计；
纸样自动生成；专家知识；多米诺思想；数字化

本文中的衬衫专指男士标准化内穿衬衫。

识的参数化模型，
为其自动生成软件程序设计

纸样设计专家知识是为衬衫纸样设计自动生

提供可靠的专业参数支持。所谓
“标准”
并不是

成软件系统提供编程的专业方法与技术参数。

指衡量纸样的准则，而是基于一个比较常用

所谓的内穿衬衫是相对休闲外穿衬衫而言的，

的、规范的衬衫纸样模板，通过专家知识的设

是与男式礼服或西服套装以及裤子有着严格

计机制，
使其他衬衫的款式都可以在其基础上

搭配关系的，其纸样设计通常要做少量的收缩

进行细节变化来实现程序的自动生成操作，因

处理，采寸也更加规范。标准化内穿衬衫款式

此它具有衬衫纸样设计基础性参数的意义。[3]

典型特征：衣领是由领座和领面构成的企领结

1 确定衣长方法的参数设计

左胸一
构，肩部有育克，前门襟明搭门七粒扣，

标准化内穿衬衫衣身部分纸样设计是在

贴袋，衣摆呈前短后长的圆形摆，后身有单明

男装基本纸样的基础上进行的，男装基本纸样

褶，
袖头为圆角，
连接剑型明袖开衩（图 1）。

也是通过比例、
平衡的关系式加上理想化常量

[1-2]

（保证结构稳定的常量）实现的（图 2，
见下页）。
按照制版习惯衣身纸样从后片开始制图。衬衫
衣长的确定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根据常用号型规格尺寸设计衣长
参数。根据常用的三个衬衫规格获取衬衫衣长
衬衫衣长 = 背长 +（背长 -4）或衬
的关系式是：
[4]
衫衣长 =1/2 身高，
但是这种方法在企业实际

图 1：标准化内穿衬衫款式图

衬衫纸样由衣身、领子和袖子三个部分构

制板和测量中数据偏大，因此需要在此关系式
中减小常量的比例，确定更加稳定的公式：衬

成，本文仅从衬衫衣身纸样设计规律的总结，

衫衣长 = 背长 +（背长 -2）或 47%身高。两公式

运用比例、平衡原则和多米诺思想建立专家知

进行比较（表 1，
见下页），
从测量和计算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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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摆辅助线上四等分点，向上作
该辅助线的垂线，长度为 1.2 厘
米为底摆曲线轨迹点之一，以底
摆水平线的中点为基准点，在底
摆辅助线上和底摆水平线上分别
取 3.5 厘米，得到底摆曲线与底
摆水平线、底摆辅助线的切点，
同
时也是后片底摆弧线的轨迹点，
连
完成后
接各轨迹点作一平滑曲线，
片底摆弧线。
2.2 后领宽参数设计
内穿衬衫的特点是穿在西服
内部，衬衫的领围不仅要满足衬
衫领与颈部的贴合度，还要保证
衬衫外部背心和西服领空间量匹
图 2：
运用关系式和常量完成男装基本纸样

配问题，
且对于衬衫定制而言，领

表 1：
衬衫衣长关系式调整 （单位 cm）
背长 +（背
背长 +（背
50%身高
47%身高
长 -4）
长 -2）

号型规格

背长

实际衣长

170/88A

41

79

78

85

80

79.9

175/92A

42

82

80

87.5

82

82.25

180/96A

43

85

82

90

84

84.6

以看出，调整后的衣长公式更接近规格数据，
更加合理。[5]
方法二，根据顾客提供尺寸制图确定衣长
参数，这种方法更适合定制衬衫。定制衬衫可
以直接根据顾客提供尺寸取得衣长，从后颈点
向下延长后中线取衣长，做水平线与侧缝线的
延长线相交，
确定后片底摆水平线（图 3）。

2 衬衫后衣身纸样的参数设计（以图 3 衬衫
后身纸样为例）
2.1 后侧缝线与底摆弧线参数设计
将基本纸样的后片侧缝线向下延伸交于
后片底摆水平线，从底摆水平线向上取背长
/3，向右 1 厘米作为新侧缝底点，连接原侧缝
上端点，并在腰线处作 0.7 厘米的收腰量，
形
成新的后侧缝线。新侧缝底点与后片底摆水平
线的中点连线，得到后片底摆辅助线，取后片

图 3：标准内穿衬衫衣身纸样设计参数系统（规格：175/94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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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合适度更是衬衫匹配度的重要参考。根据

表 3：对胸围大于 96 厘米人群的抽样调查 单位：cm

对人体结构的研究，人体颈部活动主要以前屈

胸围

领围

运动为主，所以后领口结构就相对稳定，因此，

96.0

40.64

96.5

40.64

领口弧线后领宽参数的确定成为关键。[6]

96.5

40.64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后领宽

97.8

40.64

的关系式确定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领围

100.3

45.72

法”
，
即后领宽 = 领围 /5-0.7，领围指的是该衬

101.6

40.64

101.6

43.18

101.6

45.40

即在基本纸样后领宽的基础上收缩（B/12+0.

105.6

48.90

5)/12 即原型后领宽的 1/12，便得到了衬衫的

106.0

43.18

106.7

46.35

衫规格的实际领围尺寸；另一种是“胸围法”
，

后领宽。[4]过此点作原领宽线的垂线，在该垂线

106.7

46.99

上取新后领宽的 1/3 得到轨迹点一，新后领宽

108.0

44.13

的右起第一个三等分点为轨迹点二，用平滑的

116.0

45.72

曲线连接轨迹点一、二和后中点得到新的后领

116.0

48.9

口曲线。

表 4：
后领宽参数关系式的对比 (单位：cm)

基于以上两种方法，本文针对企业版衬衫
做了市场化覆盖和常规试验测量两种相关实

号型规格

领围

验，分别测试“胸围法”和“领围法”的合理性和

领围法：
后领宽 = 领围 /5-0.7

胸围法：
后领宽 = 原型后领
宽 -（B/12+0.5)/12

后领宽 =6.6,

后领宽 =7,

后领围 =7

后领围 =7.5

前领围 =11.3,

前领围 =11.7

总领围 =36.6

总领围 =38.4

后领宽 =7.1

后领宽 =7.6

后领围 =7.7

后领围 =8.3

前领围 =12.1

前领围 =12.9

格中，领围随着胸围的变大而变大。但是这种

总领围 =39.6

总领围 =42.4

正线性关系并不能代表“胸围法”对于现代成

后领宽 =8.3

后领宽 =8.6

后领围 =9

后领围 =9.3

前领围 =13.5

前领围 =14

总领围 =45

总领围 =46.6

后领宽 =8.7

后领宽 =9.8

后领围 =9.5

后领围 =10.5

准确性。

160/86YA

36.5

实验一：对于成年男子标准体型来说，领
围的大小一般是和胸围成正比的。表 2 是按照
国家执行标准下的企业的普通团体衬衫中，胸
围与领围的规格表，从表 2 中不难看出标准规

年男子定制衬衫领围的确定是合理的，从表 3

175/94A

180/106E

39

45

的调查结果就能说明该问题。
表 2：企业衬衫胸围与领围的规格表

单位：cm

执行标准：GB/12660-1999

185/120E

47

胸围

80

84

88

92

96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前领围 =14.5

前领围 =16

领围

37

38

39

40

41

42

总领围 =48

总领围 =53

43

44

45

46

47

实验二：以下是针对两种不同方法的准确

证明对于定制内穿衬衫而言，领围法比胸围法

性进行的常规性试验测量，试验方法是基于

后领宽的关系式
还原效果更好，
更稳定。因此，

“胸围法”和“领围法”的两种不同方法的手工

采取领围法是可靠的，
即后领宽 = 领围 /5-0.7

制图及测量，试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中数据不难看出，领围法得出的总

厘米关系式确定为本专家知识的参数。
2.3 后肩线与后袖窿弧线参数

而胸
领围市场化覆盖和衬衫领围 Ｎ 差距甚微，

从背宽线与肩线的交点向上延伸 1 厘米，

围法以胸围尺寸为变化因素的关系式得出的总

与后领宽 A 点相连，
向下延长到后肩点定为 B，

领围和市场化覆盖衬衫领围 Ｎ 差距较大。实验

得到一条直线 AB，
即为后肩宽。在后中线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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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颈点向下取 ★/2 作水平线，交原袖窿弧线

3.5 厘米。在衬衫标准型号 170/88A、
175/92A

于一点并向外侧水平延长★/16-0.5（?/2-0.

和 180/96A 中，
门襟宽为 3.5 厘米或 3.8 厘米。

5）为新袖窿弧线的轨迹点之一。此点与原袖窿

扣位是在明门襟中确定的，通常取法采用

深点间的袖窿弧长取 1/2 得一点作原袖窿弧

定寸常量第一个扣位是从前领窝向下取 6 厘

线的垂直线，向外侧取 ★/16-0.2 (?/2-0.2)

米，
依次向下取 10 厘米为第二、
第三、
第四、第

为新袖窿弧线的轨迹点二。连接后片新肩点、

五、
第六扣位点。[2]

轨迹点一、轨迹点二与袖窿深点得到新的后片

在实际调查中，衬衫规格是变化的，扣位

袖窿弧线。

应在比例关系下变化，不同规格扣位的确定是

2.4 后约克与后褶参数

从前领窝向下取定寸为第一扣位点，该定寸的

在后中线上取四等分袖笼深（★/4）作水

确定按身高 5 厘米分档，对应的扣位档差为

平线为后肩约克分割线。分割线交于后片袖窿

0.5 厘米。如果从最小身高 160 厘米定寸为 6

弧线处向下取 0.8 厘米为肩省量的处理，
用平

厘米的话，
165 厘米身高第一个扣距为 6.5 厘

滑的弧线连接分割线的中点。沿约克线向右延

米，
170 厘米身高为 7 厘米，以此类推，但达到

长该分割线作 3.5 厘米褶量，
确定后中折线。

第一个扣距为 8 厘米时就停止增加。这样就能

3 衬衫前衣身纸样的参数设计

保证整体扣距与衣身的比例，又能保证第一个

3.1 前侧缝线与底摆弧线参数 （以图 3 衬衫前

扣距比所有其他的扣距要小。其他扣距在腰线

身纸样为例）

往上 1 厘米为第四个扣位，把第一个扣位和第

从后片衣摆水平线与基本纸样侧缝辅助

四个扣位之间的距离三等分，
两个等分点分别

线的交点，向上取（背长 /3)/3-0.5 作前片衣

为第二个和第三个扣位点，
再从第四个扣位点

摆水平线。在前基本纸样胸围线和侧缝交点水

往下取两个等分距离作为第五和第六扣位点。

平方向左移减少 1.5 厘米（前片减少的松量），

3.4 前肩线与前袖窿弧线参数

以此点向下作垂直线与前片衣摆水平线相交，

衬衫前衣身领口颈侧点与基本纸样前片肩

再向前收缩 1 厘米，再向上回到起始点完成前

点连接，
以颈侧点为端点取后肩线 AB 的长为前

片侧缝辅助线，在此腰线处作 0.7 厘米的收腰

肩线。从基本纸样的前胸围线向上取★/8（?）与

量得到前片的新侧缝线。

原袖窿弧线的交点垂直该线向外取★/16（?/2）

3.2 前领宽和前领孔曲线参数

为衬衫袖窿弧线的轨迹点。过此轨迹点连接新

将基本纸样前中线向上延伸与过颈侧点
的水平线相交为 O 点，
由点 O 向下取○+1 为前
领深，向右取○为前领宽，并依此数据作矩形，

肩点和前片侧缝线上端点，
得到前袖窿弧线。
3.5 前约克和贴口袋参数
自前颈侧点向下取 1/2 后约克的量，即取

过点 O 作矩形的对角线并四等分。过对角线的

★/8 作前片肩线的平行线为前约克分割线。

下四等分点向上 0.5 厘米点、矩形的右上角端

前约克和后约克在肩线处拼接形成完整约克

点和矩形的左下端点作一条顺滑的曲线，为前
领弧线。
3.3 明门襟与扣位参数
明门襟宽度取 3.5~3.8 厘米为定寸设计，

（图3 小图）。
贴口袋在基本纸样的胸围线上，
取前胸宽
的中点向右 1.5 厘米设点为贴口袋袋口的中
点，
两边各取 1/2 口袋宽。口袋宽度依据衬衫

以前中线为基准两边各取一半，上下延伸至前

前身胸宽的二分之一加 2 厘米获得（□）。从口

领口和前底摆。明门襟宽度选择的范围胸围≥

袋上水平线右端点向上垂直取 1 厘米作斜口

94 厘米门襟取 3.8 厘米；胸围 <94 厘米门襟取

袋翘度，
连接两端点确定袋口线。从袋口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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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垂直向下取袋口宽 -0.5 厘米，确定口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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