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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下体体型分析及裤子
原型版研究
贾金喜，钟安华
湖北 武汉 430073）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摘 要院基于对 116 名中老年女性进行的三维人体测量，
针对腰部以下对裤子结构有较大影响的关键
臀部、
腹部、
部位，
如腰部、
裆部等部位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运用三维人体测量法对人体进行测量，
用数据分析法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用比较分析法将中老年女性裤子原型版与国标中成年女性裤子原
型版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在结构上的差异，
从而为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裤装产品开发提供数据基础和参
考价值。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中老年女性在身高和裤长等长度方面上均比成年女性小，
在围度方面上均
比成年女性大；
裤片的腰省省量较小，省长较短。
关键词院中老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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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子原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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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ower body shape analysis of middle-aged and old women
in central china and their trousers prototype
JIA Jin-xi, ZHONG An-hua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Hubei)

Abstract:Based on 3D body measurements of 116 middle-aged and old women, this stud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data on the key parts of the trousers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rousers structure,such as
waist,hip,abdomen,crotch and other parts.In this study,the middle-aged and old women were measured via

the use of 3D body measurement,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and the middle-aged and old female trousers prototype was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adult
female trousers prototype 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ir structural differences,

thereby providing the data basis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aged/old female

trousers in Central China.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the height and length of trousers of the middle-aged
and old women in central China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adult females and the girth of the former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the waist darts of the trousers were smaller and the length of the darts
sh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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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地处我国中部，在体型上最显著

1.1 实验部分

的特征是趋于中间体，既没有北方人那么高

（1）测试仪器。如图 1 所示，
本文实验采用

大，也没有南方人那么的矮小。因此，
本文选取

德国的 Anthroscaner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扫描

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华中

仪进行测量，此设备能在 8s 内自动完成整个

地区的体型具有代表性。下体指的是人体的下

人体扫描过程，捕捉到人体图像是由 140 万个

部，本文下体指的是腰部以下的部位，因为腰

测量精度极高。此外，
数据点构成的数据云图，

部以下的部位对于裤子的结构影响较大，
而中

在扫描完成的人体图像上可以任意方向、角度

老年女性的下体体型又很特殊，裤子的结构不

切割、量取所需要的数据，可以极为方便又准

合理性也十分明显，因此在中老年女裤的设计

确的得到所需要的数据。

中，结构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加剧必然导致中老年消费群体的变化，而
目前市场上服装分为男装、女装、童装三大类，
并没有单独列出中老年装。因此，这个被忽视
的群体将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市场。想要设计出
既能满足舒适性和美观性又能通过服装修饰
中老年女性体形所存在缺陷的设计，就要对中
老年女性体型的变化有非常全面的分析和研

Fig.1

图 1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扫描仪仪器
Non-contact 3D body measurement scanner instrument

究。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科研院校的学者以及其

（2）样本容量。在一般情况下，
n>30 的样本

他专业人士对中老年女性体型及裤子原型进

为大样本，n<30 的样本为小样本。研究的问题

行了研究，一部分学者对中老年女子体型变化

越复杂, 样本的差异越大时, 要求的精度越

和原型设计进行研究，如李兴刚和沈卫勤 [1]等

高，
需要的样本量也就越大。根据实验的要求

学者。也有将中老年与青年女性体型进行比较

精度确定抽样单位数，
样本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研究，如吴巧英和袁观洛[2]等学者。本文在已有

所示：

的中老年女性结构研究基础上，依靠三维人体

n=(t×s/△)2

测量手段得出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腰部以下

—抽样单位数；
式中：
n——

主要部位的基本尺寸，如对裤子结构影响较大

t——
—抽样误差的概率度；

的腰部、腹部、臀部、裆部等关键部位进行数据

s——
—标准差；

的收集与整理，通过 SPSS 软件分析总结中老

△——
—允许误差；

年女性下体体型变化特征。其次，根据中老年

因 此根 据 该 公 式， 通 常 我 们 可 以 考 虑

女性体型特点用比例法绘制中老年女性裤子

α=5％ 的 置 信 水 平 ， 那 么 t=1.96， 或 者

原型版，中老年女性裤子原型版的基本数据来

α=99％，
t=2.68。因此本文测量共统计出 116

源于人体扫描产生的人体测量初始数据分析

个老年人体有效数据，臀围最大容许误差为

将中老年女性裤子
所得。最后，
为了便于研究，

1.5，参照标准差为 5.2，
S/Δ 为 3.45，计算的

原型与国标成年女性裤子原型进行对比研究，

样本量为 46，
本文符合研究所需数据要求。

探究人体体型与服装纸样的密切关系及其在

（3）部位尺寸。根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结构上的差异，从而为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裤

是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下体体型分析及裤子

装产品开发提供数据基础和参考价值。

原型版研究，
而人体下体测量是裤子结构设计

1 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下体体型分析

与样版制作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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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要尺寸选取中老年女性腰部以下且
均值 =86.91
标准偏差 =8.993
N=116

对裤子结构有一定影响的主要部位尺寸。因
此，高度测量部位主要有身高、腰高、腹高、臀
高、裆高、膝高、腰臀高、踝高等，围度测量部位
主要有腰围、腹围、臀围、大腿围、膝围、小腿
围、
踝围等。
1.2 研究与分析
（1）老年体型特征及数据初分析
1）老年体型特征。如图 2 所示,经过三维
扫描仪测量了华中地区中老年人体 116 个样
本数据，从中选取了一个具有接近中间体的三
维人体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到华中地区中老年

Fig.3

图 3 腰围分布
Distribution of waist girth

女性形态总体呈直线型，腰部及臀部有很多脂

均值 =89.9

肪，腰臀差很小，腹部下垂，局部脂肪增加是老

标准偏差 =8.394
N=116

年女性体型不可避免的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于
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系统与运动能力都在下
降，导致脂肪的局部增生。

Fig.4

图 4 腹围分布
Distribution of belly circumference
均值 =96.34
标准偏差 =6.606
N=116

Fig.2

图 2 中老年女性人体测量三维图
The 3D graphic model of middle-aged and old female
body measurement

2）臀腰部数据预处理。根据测量的结果，
进行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腰围、腹围、臀围数
据的收集与整理。先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的
输入与分类，再用 SPSS 软件进行各项数据的
分析[4]，
主要分析腰围、
腹围、
臀围这三个指标，
并通过直方图反映出来。如图 3 为腰围分布，
腰围分布在 80-90cm 范围内人数最多，说明中

Fig.5

图 5 臀围分布
Distribution of hip girth

老年女性腰围普遍比国标成年女性的腰围大。

脂肪的堆积，造成围度的增大出现腹凸现象。

如图 4 为腹围分布，腹围分布在 90cm 左右的

如图 5 为臀围分布，臀围分布在 90~100cm 范

人群最多，说明大部分中老年女性由于自身均

围内的人群最多，与国标中成年女性的臀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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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相比，明显偏大，说明中老年女性由于身体

差比较稳定，
相比国标中成年女性的臀腰差较

发福，
脂肪的堆积，造成臀围显著增大。

小，
差值越小，
说明腰部脂肪堆积越多。

（2）体型变化分析

由于中老年女性体型的特殊性，
脂肪的堆

作为裤子结构的主要影响尺寸是臀围与

积容易形成腹凸，
因此在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过

腰围的大小及其腰臀差的大小，臀围和腰围部

程中增加了腹围这一项，图 7 为华中地区中老

分是比较复杂的形体，该部分在裤装结构方面

年臀腹差分布直方图，呈正太分布曲线，总体

也比较复杂，直接关系到裤装的舒适性 [5]。因

来看其臀腹差的差值相比臀腰差要小，
差值越

此，臀腰及臀腹差值的分析非常重要。图 6 为

小，
说明腹凸越明显。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臀

华中地区中老年臀腰差分布直方图，通过 SPSS

腹差在 7cm 的人数最多，所占比重最大，这是

统计分析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臀腰差为 9cm 和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女性肌肉松弛，

11cm 的两组所占百分比最大。正态分布的曲线

脂肪在腰腹部堆积的原因。臀腹差没有出现负

最高点在平均值 9.59cm 处，图形以平均值为

差值，
说明所选样本中没有出现非常特殊的体

中心呈现对称分布，
标准差为 2.598，说明臀腰

型。

2 华中地区中老年女裤原型版的建立
均值 =9.59
标准偏差 =2.598
N=116

目前中老年裤装的设计基本都是在标准
女裤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调整而得到的，各部
位的增放量也没有标准，数据也没有理论依
据。裤子的基本结构来源于人体腰部以下，本
文运用三维人体测量仪对华中地区 116 名中
老年女性进行腰部以下相关部位数据的收集
与分析。测量部位选取的依据是能够对人的体
型起到关键和决定作用的部位，能全面准确地
反映人体体型信息，
并且能结合研究目的而有
所针对性和侧重性[6]。因此，
基于前期对于中老

Fig.6

年女性下体体型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发现中老

图 6 臀腰差分布
Distribution of hip and waist difference

年女性的体型与国标中成年女性的体型特征
本文认为中老年裤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
均值 =6.46
标准偏差 =2.074
N=116

子原型要有一个新的标准，不能用国标的替
代。如表 1 所示，
中老年女性裤子制版规格表
的尺寸来自华中地区 116 名中老年女性的实
验数据。表 2 为运用比例分配法所得主要部位
比例尺寸，然后通过 CAD 软件绘制新的中老年
Tab.1

表 1 中老年女裤制版规格表 单位：cm
The specification table of middle -aged and old female
trousers
Unit: cm

部位 裤长 腰围 臀围 前裆长 后裆长 上裆 腰头宽 裤口宽

Fig.7

图 7 臀腹差分布
Distribution of hip and belly difference

尺寸

92

87

96

35

36

30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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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cm
Unit: cm

表 2 中老年女裤主要部位比例尺寸
Tab.2 Proportion size of the main parts of trousers
前片部位

比例分配公式

尺寸

序号

后片部位

比例分配公式

尺寸

裤长尺寸－腰宽

88

（1）

基础线

（2）

裤长

裤长尺寸－腰宽

88

（2）

横裆

上裆－腰宽

臀围

2/3（上裆－腰宽）

28

（3）

18

（4）

横裆

上裆－腰宽

28

（3）

臀围

2/3（上裆－腰宽）

18

（4）

臀围宽
小裆宽

臀围 /4－0.5

23.5

（5）

0.4/10 臀围

3.8

（6）

臀围宽

臀围 /4+1

24.5

（5）

大裆宽

1.2/10 臀围

12

裤中缝

等分（3）线

（6）

（7）

裤中缝

等分（3）线

裤口宽

裤口宽－1

中裆宽

前裤口宽

24

（8）

后裆线

后（5）线与（7）线之间约 1/4 处

24

（9）

后翘

1.5

（10）

裤口宽
中裆宽
腰省总量

基础线
裤长

腰省总量 （臀围－腰围）/2（取小部分）

序号
（1）

（7）
（8）
1.5

（9）

裤口宽 +1

26

（10）

后裤口宽

26

（11）

（臀围－腰围）/2（取大部分）

3

（12）

女性裤子原型版，如图 8 所示。版型建立的优

尺寸是来自于 GB/T1335.2 《服装号型女子》A

得
点为：真实准确的数据测量，结合软件分析，

体型的中间体[7]。图 9 为成年女性与中老年女

出误差最低的裤子原型模型，而且通过软件分

性基本部位的比较，从折线图中可以看出，中

析可实现快速成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老年女性在身高和裤长等长度方面上均比成
年女性小，在围度方面上均比成年女性大，这
是由于中老年体型的特殊性。因此，中老年女
性与国标成年女性在高度和围度上存在很大
差别，
中老年女性在号型上需要有新的标准。
（2） 原型版比较
臀围和裤
一般裤子原型的数据采集腰围﹑
长这几个通用数据，本文中老年裤子原型的数
据是通过对华中地区 116 名中老年女性进行
成年
腰部以下相关部位测量的数据取其均值，
表 3 基本部位比较 单位：cm
Tab.3 Comparison of basic parts Unit: cm

图 8 中老年女裤原型版
Fig.8 Middle-aged and old female pants prototype

年龄段

身高

腰围

臀围

裆长

成年女性

160

68

90

55

裤长 裤脚宽 大腿围
95

17.5

49

中老年女性 155

87

96

71

80

24

50

3 中老年女裤与成年女裤原型版的比较分析
(1)基本部位比较
基于以上对于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体型
特征的分析与研究，中老年女性的体型与国标
中成年女性的体型特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
表 3 所示，中老年女性尺寸来自华中地区 116
名中老年女性的实验数据，通过 SPSS 软件分
析了 116 名华中地区中老年女性的身高、腰
围、臀围、大腿围及裆长取得的均值，成年女性

Fig.9

图 9 基本部位比较
Comparison of basic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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