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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身定制的女性上装原型样板自动生成模型的构建
文 / 李 慧，徐井龙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服装的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其中“量身定制”成为服
装个性化定制的基础要求。目前服装制版主要采用的是日本第八代文化式女装原型，文章以此为研究对
象，在了解女性上体体型特征及其与原型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原型几何关系构成的解析，建立女性上装
原型样板自动生成模型，
并利用 Matlab 软件编程，
进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一种廉价高效的打版软件。
量身定制；
女装原型；
样板自动生成

传统的服装样板制作方法主要的依据是成

人体型的独特性和这些部位之间的差异性密不

衣尺寸或者人体的基本尺寸，利用比例法或原

可分，这也是导致服装个性化需要的重要原因

型法进行服装样板设计，设计过程为手工作业

之一。具体各部位体型特征为：
①颈部形态：
女

花
（手工绘制样板或手工操作 CAD 绘制样板），

性颈部的不同大致表现在颈部围度、颈根与肩

费时间久，
对样板师的经验依赖性强。随着信息

其
部相结合处。影响服装领部形态的是颈斜度，

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服装工业走向

是人体的颈项与垂直线形成的夹角，女性颈斜

了数字化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

度一般为 19° 。②肩部形态：
肩部形态是服装设

来，
定制和批量定制进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然

计的焦点之一，
对服装造型设计起到重要作用。

而，量身定制过程中服装样板的生成依旧对样

主要通过肩斜角来描述肩部倾斜形态，具体是

板师的依赖性非常大，并且效率和精度都比较

指人体的肩线与水平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角

低。因此，
设计开发女性上装原型样板自动生成

胸
度，
女性肩斜角一般为 20° 。③胸腰部形态：

系统对于服装行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

围和腰部形态是凸显女性 S 形曲线的关键部

这样一
以“从女性个体自动生成上装原型样板”

腰会因为
位，
也是女装设计的重点。人体的胸、

个新的理念出发，通过学习日本第八代文化式

环境、年龄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程

原型，
研究女性上体体型与服装之间的关系，
达

度的变形。按照变形的不同程度，
可以将人体体

到女性上体体型与样板直接相连，实现女性上

型进行多种方式的划分。譬如可以分为正常人

装原型样板的自动生成。

体、
鸡胸体和驼背体等。[2]这三种体型的不同主

1 女性上体体型及女装原型的选取

要是由于胸背部和腰部的变形所造成的。

1.1 女性上体体型特征

1.2 女性上体与原型对应关系

准确确定人体的特征是服装样板合理生成

服装原型创立于日本，它是指符合人体原

的关键因素。能够表征女性上体体型特征的几

始状态的基本形状。服装原型的本质是其代表

个关键部位有：
颈部、肩部、胸围、腰部。[1]每个

了人体，
而不受任何服装的约束和影响。[3]它是

徐井龙，
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本科生
李慧，
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教师；

服饰与产业：
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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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样板变化之前的基本形式或形态，它要求
款式设计上尽可能简单，
覆盖面尽可能广，
适合
人体形态。所以要求原型结构图与人体的部位
一一对应。图 1 为女性上体体表展开与女装原
型纸样对应图。从图 1 中可知，
展开横断面的前
面（F~FA）、后面（B~BA）的实长即为原型结构图
中的前胸宽和后背宽。展开前侧袖窿线
（FA~AC）、
后侧袖窿线（BA~AC），
其实长则为原型
袖窿弧线的长度。展开侧面形状的纵向、前面
（FW~FN、
FW~NP）和后面（BW~P、
BW~NP）的实长对
应原型的领围、
前身长和后背长。
图 2：第八代日本文化式女装原型结构图

2 样板自动生成模型的构建
2.1 原型几何关系解读
根据女装原型结构图（图 2）可知，
原型的
几何图形是由直线和曲线有序排列组成，而线
与线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是由各个关键点
这些关键点之间既是独立存在
（P0~P45）控制，
的，
又是相互联系的（譬如 P8 点是在以 P4 点为
端点与水平线成 18°夹角的直线上）。关键点空
间位置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原型几何图形的形状
变化。所以，
对于女装原型的几何图形绘制可转
换为对图形关键点的空间几何位置确定。[7]
2.2 原型几何图形关系确定
图 1：
人体体表展开与女装原型纸样对应图

1.3 女装原型的选取

（1）建立坐标轴
根据原型结构图的几何关系，
以原型后片中

日本第八代文化式原型是目前最新的文化

以上衣下
心线所在直线为 Y 轴（P0P3 所在直线），

尤其是与运用比较
式原型，
跟以往的原型相比，

两
摆水平线所在直线为 X 轴（P0P19 所在直线），

广泛的第七代原型相比，该原型有了显著的变

直线的交点 O 点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
见图 2。

化。第八代原型在制图方面就比第七代原型复

（2）线段几何关系确定

将省
杂得多。主要表现为：①增加了省道设计，

a.直线确定：
根据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所

道划分得很细，
而且位置分配的也更合理，
在不

以只要对控制直线的两个关键点的几何位置确

同位置分配了不同的省量；②将胸凸量放在了

定，
即可实现直线几何关系的确定。

胸围以上的部分使前后腰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b.曲线轨迹拟合：因为曲线形状不能单独

③第八代原型的前后肩斜采用了固定的角度，

依靠线段的两个端点来确定，所以要通过曲线

令肩斜的变化不受其他尺寸的影响。故选择日

轨迹拟合来描述其几何形状。女装原型的图形

本第八代女装原型作为研究对象，其结构图如

内主要有后领窝弧线、
后袖窿弧线、
前领窝弧线

图 2 所示。[4-6]

和前袖窿弧线等四条曲线。通过不同曲线的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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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最后确定：①后领窝弧线从 P34 到 P4，
弧

动放码（背长档差 1cm，
胸围档差 4cm，
腰围档差

度较小，用开口向上的抛物线的右半边来拟合；

4cm），
放码结果如图 4 所示。

②前领窝弧线因为弧度较大，
所以用椭圆左下半
部分曲线来拟合；
③前后袖窿弧线因其整条曲线
的弧度很大，
如果一次性确认，
得到的弧线不可
能很好拟合原来的袖窿曲线。故将袖窿曲线分成
了 7 段来进行拟合，
如后袖窿弧线中 P8 到 P9 为
垂直于后肩线的直线，
P35 到 P10 为平行于后中
心线的直线，而 P9 到 P35 则用分别与 P8P9、
P35P10 这两条直线相切的部分二次函数曲线来
拟合，而因为 P10 和 P12 两点在同一水平面上，
P10 到 P12 这段弧线又都在 P11 点相切于胸围
线，
所以就用椭圆的下半部分曲线来拟合，
见图
1。前袖窿弧线则用相似的方法进行拟合。
（3）关键点几何位置确定

图 4:女性上装原型样板放码图

3 结语
本文通过在了解日本第八代文化式原型和

依据原型图形几何关系，
选取身高（H）和胸

女上体体型特征的基础上，并对女装原型几何

并结
围（B）作为样板自动生成模型的两个参数，

图形进行解析，确定图形内各关键点的空间位

合公式背长（L）=H/5+6，
计算出各关键点的空间

最后利用 MATLAB 软件
置和各曲线的拟合方程，

坐标，
确定各点间的几何位置关系。

建立了女装原型样板自动生成系统。该系统具

2.3 样板自动生成模型实现

有快速生成原型样板和放码两个功能，为研制

运用 Matlab 可视化界面环境 guide 调用

女装样板自动生成模型奠定了技术基础。

GUI 设计向导，在主界面内设计了样板自动生
还在主界面中添
成显示区和参数输入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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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女性上装原型样板自动生成系统

（收稿日期：2016 年 7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