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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形体型女性的身体认知与职业装款式偏好研究
张

莉，刘雨晨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随着网络服装定制的发展，采用梨型体型等大众熟悉的人体分类方式，可以简化人体体型特征和
服装合体性问题，将服装设计重点关注到与体型相关的设计要素变化，满足高效率的网络定制服装设计和搭配需求。
[研究方法]文章以梨形体型女性为研究对象，结合身体认知中各部位满意度和职业装款式偏好展开问卷调查研究，进行
关联分析，进一步讨论具体的服装款式设计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自我认知为梨形体型的女性对上半身和
腰部的身体评价满意度较高，对下半身腹、臀、胯、腿部位的满意度较低，梨形体型的分类标准可以结合定量化的人体数
据指标，如肩宽/臀宽、臀宽/身高、胸围/臀围、腰围/臀围、腿根围/身高等指标进行分析。适合梨形体型女性的职业装款
式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定制设计时需要增加上身设计分量而弱化下身分量感，采用强调优势部位的设计时适合多露出
颈部、肩、臂部位，采用视觉修正的设计需要扩展肩宽并缩减臀宽，腰部加装饰性细节而凸显腰线，并需要对目前常用的
裤子、
半身裙成品规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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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 of Professional Wear Design for
Pear-shaped Body Women
ZHANG Li, LIU Yuchen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lothing customization, the familiar human body classification methods, such as pearshape body, can simplify the body shape characteristics and clothing fitness, and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design elements related
to body shape in clothing design, so as to meet the high-efficiency online customized clothing design and collocation require⁃
ments. This paper takes pear-shaped women as the research target,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based on the satisfaction of
various parts of body cognition and the preference of professional women's wear, and analysis of the design method of specific
clothing detail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women with self-perceived pear-shaped body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body evalu⁃
ation of upper body and waist, while less satisfied with the body evaluation of abdomen, hip, crotch and legs. The judgment of
pear- shaped body typ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more quantitative body data, such as shoulder width/hip width, hip width/
height, best/hip, waist/hip, leg root circumference/height, etc. The style of professional women's wear for pear-shaped body has
obvious preference, custom design with emphasis is suitable for exposing more neck, shoulders and arms, design with visual cor⁃
rection need to extend shoulder width and reduce hip width, or adds decorative details to highlight the waistline and adjusts the
product specification sizes with pants and skirts.
Key words: pear-shaped body; professional women's wear; body cognition; online clothing customization; style preferences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各种网

装的尺寸和款式选择都有直接影响，由于网络服装

络服装定制平台和虚拟试衣 APP 层出不穷，对于网

定制难以进行传统的人体实测，通常由用户自主填

络服装定制的研究涉及营销模式、服装品类和人体

写人体或服装部位尺寸，还可以结合虚拟人体模型

数据等不同方面[1~2］。女性体型的差异对于定制服

来确定体型特征，然后针对性地实现个性化服装设
计和快速换装搭配 [3~4]。目前服装领域的人体体型
特征分类更偏向精细的定量化研究，如三维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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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为梨型、苹果型、长方形等常见的定性分类方

域，和服装人体测量中“从左肩点经过颈后中点至

式，结合少量的消费者自测人体数据即可确定与真

右肩点”的（全）肩宽测量方法不同，对于肩斜度较

人体型近似的服装人模，从而简化人体体型特征，

大、手臂纤瘦的女性而言，水平肩宽的距离明显小

通过简单的体型分类和尺码分析解决服装合体性

于传统测量的全肩宽，因而所穿着的服装肩部尺寸

的问题，将重点关注到与体型相关的服装设计要素

相同，
但看起来肩宽更窄。

变化，更容易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网络定制服装设
计需求。本文以梨形体型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结
合职业装款式展开调查研究，将大众熟悉的自我体
型认知分类加入定量化、指向性的人体数据指标，
与具体的服装款式设计方法相结合，为网络服装定
制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梨形体型女性的身体特征
近年来“梨形体型”的概念频繁出现于各种时
尚媒体上，和长方形、苹果形、沙漏形、倒三角形等
图1

多种其它体型进行对比，作为女性体型的一种分类
方式而被消费者广泛认知，但是在学术领域中却没
有明确的界定，因而确定梨形体型的身体形态特征

Fig.1

梨形体型的肩宽和臀宽

Shoulder width and hip width of pear-shaped body

人体轮廓线上的臀（胯）宽是指大腿侧面最向

和分类标准成为研究的基础。

外突出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梨形体型的左右大转子

1.1 梨形体型的定性标准

骨凸点和盆骨外侧凸点的斜度差比其他体型更大，

经查询“梨形体型”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出现

大转子下方有较多的脂肪堆积并与臀部脂肪相接，

在医学保健领域，主要研究体型和特定疾病的联

因而臀宽明显大于大转子凸点的间距，比标准体型

系，概念表达较模糊，如“身形似梨形，下半身胖而

的臀宽位置偏低而接近腿根围，容易造成视觉重心

上半身正常，大腿以及臀部沉积了过多脂肪”[6]“a

下移而显得腰长腿短。

narrow abdominal area above a wider gluteofemoral ar⁃

1.2 梨形体型的量化指标

百科中的解释为“梨形身材特征为肩窄、腰细、臀

判断，不适合按照我国服装号型规格中 Y/A/B/C 体

ea, similar to a pear shape”等 。
“梨形身材”在百度
[7]

宽、大腿丰满，脂肪主要沉积在臀部及大腿，上半身

由于梨形体型是一种以平面视觉为主的体型
型的胸腰臀围差进行分类，但可以测量身高、体重、

不胖下半身胖，状似梨形。
”梨形体型通常为女性所

腰围、臀围、肩宽、臀宽等人体数据，采用多个数据

有，青春期时女性体内大量分泌的雌性激素抑制脂

进行指数计算分析，从而获得区分梨形体型女性的

肪在腹部的堆积，而促进脂肪在臀部和大腿的堆

量化标准。

积，从而逐渐呈现与男性宽肩窄臀体型的差异。梨
形体型是由个体基因所决定的一种正常自然体型，
发育良好的宽大骨盆不仅满足人类孕育后代的需
要，也带给女性优美的腰臀曲线，欧洲古典油画中
的女性多为梨形体型。女性自然分娩时骨盆打开
会使臀宽略有增加，但大多数人会在 6 个月内逐渐
还原，基本不影响是否梨形体型的判断。随着年龄

增加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肩背、腰腹部位和内脏，
使得梨形体型的女性在更年期后更容易趋向于苹
[8]

果型或长方形体型 。
梨形体型的主观认知主要来自于正面视角的
人体轮廓线，
最明显的标志即肩宽不大于臀（胯）宽[9]，
如图 1 左侧为梨形体型。根据人体轮廓线观察的

最大肩宽是指上臂三角肌向外最突出部位的水平
距离，这种“水平肩宽”测量主要用于工业设计领

在目前查找的学术论文中没有梨形体型的专
门量化研究，360 百科“梨女”词条中有一组相应的
数据：腰臀比≤0.72；肩宽不大于臀宽；臀宽不小于

身高的 0.21；臀围/身高≥0.567。在查找到的文献中
援引 Ling Yin 和 Katherine Annett-Hitchcock 在 2019

年发表的一组人体测量数据，来源于 18～35 岁之

间 409 名美国白人女性和 340 名中国华东地区女

性，并按照占人数比例最多的两种近似梨形体型
（勺型 spoon shape 占中国 56.6% 调查人群/下沙漏

型 bottom hourglass shape 占美国 44.4%调查人群）
进行了数据分类［10］。根据这组数据进行相关的比
例参数计算，并与中国 GB/T1335 标准中女性 A 体
型和 GB10000-1988 标准中 18～35 岁女性人体、美
国服装工业规格 missy 10 人体数据进行对比 [11]，参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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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1
标准
指标
身高 cm

女性梨形体型的量化指标比较
Quantification of pear-shaped female

GB/T1335.2-

GB10000-

中国女性

中国勺型女性

美国女性

美国下沙漏型

美国 missy 10

2008

1988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女性平均值

人体

160

158

159.99

160.5

166.61

166.58

166.37

体重 kg

/

49

52.4

/

61.2

/

/

胸围 cm

84

80.2

82.66

80.80

91.12

90.19

94.62

腰围 cm

68

72.4

68.03

65.90

78.51

78.14

77.47

臀围 cm

90

88.1

89.31

89.10

96.53

97.11

100.33

肩宽 cm

39.4

39.1

37.92

37.8

34.85

34.34

39.69

臀宽 cm

(32.32)

31.7

/

/

/

/

(34.24)

胸围/臀围×100

93.33

91.03

92.55

90.68

94.40

92.87

94.31

腰围/臀围×100

75.56

82.18

76.17

73.96

81.33

80.46

77.21

臀宽/身高×100

(20.2)

20.06

/

/

/

/

20.58

臀围/身高×100

56.25

55.76

55.82

55.51

59.78

58.30

60.30

BMI

/

19.63

20.47

/

22.05

/

/

注：
（）内的 GB1335 臀宽数据根据国标 GB10000 人体工程数据公式换算而来，美国 missy10 臀宽数据源于《2010 Anthropometric
Survey of U.S. Marine Corps Personnel: Methods and Summary Statistics》。

从表 1 可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常体 BMI

指标 18.5～24.9 标准，本组数据都属于较苗条的正

2 梨形体型女性的自我身体认知和职业装
款式偏好调查

常体型。实测肩宽明显小于中美两国的国标肩宽

为了研究梨形女性身体认知评价与职业装款
式偏好的关系，2019 年底在“问卷星”平台上进行了
性比中国女性更容易出现肩宽<臀宽的梨形体型， “职业女性套装款式选择偏好问卷调查”。在此研
但此数据变化也许和测量方法差异有关，因为实测
究的职业装区别于具有特定功能性或标识性的制
数据中没有臀宽尺寸，所以没有据此计算肩宽/臀
服，主要用于室内工作环境，也可以在一般的社会
宽的比例。实测梨形体型的胸臀比<中国平均体型
活动中穿着，这类服装注重体现庄重得体的职业形
<国标 GB/T1335 数据，说明中国现行女装标准号型
象，款式多样但具有约定俗成的基本造型风格 [13］。
规格的胸臀比数据偏大，尤其不适合梨形体型女
调查对象为 18 岁以上的职业女性，总计回收有效
性。两国梨形体型腰围/臀围的数据都比所有女性
问卷 201 份，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25.0 对所有问
的平均值小，但明显大于 0.72，可见腰臀比≤0.72 可
卷进行分析整理，
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以适用于梨形体型，但是否适合作为区分梨形体型
2.1 梨形体型的人群比例
尺寸，并且美国女性的肩宽数据更小，说明白人女

的数据标准尚有待商榷。臀宽/身高的计算数据都
略小于 0.21，臀宽/身高≥0.21 基本可以适用于梨形
体型判断。在臀围/身高指标中，梨形体型的实测

计算值反而小于平均体型，说明梨形体型的臀围和

根据倒三角形、
梨形、
沙漏形、
苹果形和长方形共
五种常见体型进行分类统计时，
自我认知为梨形体型
的女性共61人，
所占人群的总比例最高，
达到30.3%，
五种体型的分类统计比例参见图2。

身高并没有确定的联系，由于梨形体型的腿根围更
接近于实际人体臀部最宽位置，按照上述人体实测
数据计算的腿根围/身高平均值为中国 0.322/美国

0.349，梨形体型应该略大于平均体型数据。整体

而言，对梨形体型的进一步量化研究可以进行以下
指标的测量分析：肩宽/臀宽；臀宽/身高；胸围/臀
围；腰围/臀围；腿根围/身高，测量方法简便，基本可
以由消费者自己完成，有利于高效准确的远程获取
消费者体型信息，并结合个人的主观认知进行体型
分类。如果进一步细分，也可以分为中体梨形和胖
体梨形身材，
结合 BMI 指数进行分类研究[12]。

图2
Fig.2

五种体型的分类统计比例

Statistical proportion of five body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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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3

图4

梨形体型人群的年龄、
身高、
体重统计比例

五种体型女性的身体满意度比较
Comparison

Statistical proportions of age, height and weight of pear- Fig.4

图5

of

body

satisfaction

among women of five body types

shaped population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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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型女性的服装款式选择统计

Statistics of clothing style selection of women with different body types

在梨形体型的 61 人中，按照不同年龄、身高、

体重进行分类，与所有 201 名调查对象的整体比例

体中下部形态的自我评价较低，
尤其是对臀部、
胯部
和腿部的满意度偏低。

进行对比，如图 3。两者在 18～25 岁（图中蓝色）年

2.3 梨形体型女性的职业装款式偏好调查分析

多呈现梨形体型，占比 37.8%高于其他年龄段。梨

身裙、裤装、连衣裙、风衣大衣等职业女装的基本

龄段的比例差异最大，说明 25 岁以下年轻女性更
形体型比例在 40～50 岁（灰色）阶段明显减少，说

明梨形体型女性在中年时容易向其他体型转化，
但 50～60 岁的职业女性仍有近 20%保持梨形体
型。从身高和体重的分布比例来看，梨形体型和

其他体型的差异不大，165cm 以上（黄色和深蓝色）
的女性中梨形体型偏少，体重 45～50kg（橘色）的

较苗条女性比 50～60kg（灰色）的丰满女性更多呈

结合近两年来的流行趋势，将衬衫、西服、半
品种进行搭配，共分为五大类造型组合方式，调查
不同体型职业女性对服装款式的选择偏好。款式
选项为多选题型，每一类型的最后一项为“以上都
不选择”，统计梨形体型女性选择每个款式的比
例，并与其它四种体型的款式选项进行比较，如
图 5、图 6。

现梨形体型。

2.2 梨形体型女性对身体各部位的满意度分析
采用 5 点评分的身体自尊量表，调查女性对身

体 9 个部位（颈部、肩部、胸部、手臂、腰部、腹部、臀

部、
胯部、
腿部）的满意度水平，
得分多少代表对自己
身体不同部位的满意程度。按照五种体型的人群对
身体满意度进行分类统计参见图 4。可以看出五种

体型的女性对身体各部位满意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沙漏形和倒三角形体型的整体满意度最高而接近于
理想体型，
梨形体型女性对上身的满意度较高，
对身

图6
Fig.6

梨形体型的职业女装款式偏好

Professional women's wear preference of pear-shape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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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结果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梨形体型女性

因为梭织面料比针织面料更容易轻薄而具有

款式偏好：在衬衫选项中 B/C/E 款所有人的选择比

份量感，所以适合梨形体型女性的春夏季上衣以衬

例都比较高，但梨形体型选择 E 款的比例更高于其

衫为主，采用稍宽松造型，加腰带或扎束在下装中，

他体型，说明梨形体型偏爱衬衫与裙装搭配，不适

凸显腰线的同时使上身体量感增加，尽量避免传统

合上紧下松的 A 款因其容易强化肩窄臀宽的视觉

的紧身收腰外穿式衬衫造型。适度裸露可以强调

更多的 A 款也是裙装，而“以上都不选择”的比例明

领会比圆领露出更多颈部和锁骨部位，用肩部镂

比例。T 恤类选择 A/D 款最多，其中梨形体型选择

身体的优势部位，如采用稍低的 V 型领、方领、交叠

显较高，也许因为 T 恤针织面料的柔软贴身特征不

空、无袖等款式可稍露出肩头而自带性感（需要注

适合该体型。连衣裙 B/D 款被所有体型的女性广

泛接受，A 款虽然选择比例不高但受到梨形体型的
偏爱，采用上身略宽松而无袖的设计，窄裙凸显腰

臀曲线而含蓄性感。西服类款式除了整体宽松的

意办公环境氛围是否适合）。修正式设计常用较宽
的平翻领、泡泡袖或袖口自然外翘的短袖，可以在
视觉上使肩部扩宽，
同时突出手臂纤细的优势。
春秋季西服类外套的面料和工艺容易定型，更

E 款之外选择较为平均，其中梨形体型选择 D 款明

适合加大肩宽、遮掩臀宽的修正式设计，如加垫肩

而下摆方正略宽的西服外套，同时搭配小脚口合体

体型。直身短外套可以搭配裙装而优化上下身比

西裤而非不适合七分喇叭裤。大衣类最受欢迎的

例，更适合身高偏矮的梨形体型。西服长度至臀宽

显偏多而 F 款偏少，说明其适合采用肩部线条硬朗
A/B 款都是长度不超过膝盖的直身大衣，梨形体型

选择 D 款更少而 E 款偏多，说明长大衣采用收腰裙

或泡泡袖设计可以使肩宽和肩斜度尽量接近标准

线或略加长，直角下摆比斜线圆角下摆更具有臀宽
收缩感，腰线以下采用褶裥形式可以为合体廓形提

式造型比直身造型更适合该体型。

供更多的活动宽松量，无论敞开或扣合穿着都呈现

3 适合梨形体型女性的职业装造型设计

自然流畅的舒展造型。胸围、腰围稍宽松的西服可

在职业女装身体部位满意度和款式调查的基

以加腰带强调腰线，还可以在胸部以上添加有层次

础上，结合时尚媒体中常见的“梨形身材穿衣指南”

感的装饰细节如口袋、覆肩等。

等内容，参照个体化着装空间和造型偏好的服装要

3.2 下装设计特点和应用

素分类设计方法

，本文提出适用于梨形体型女性

梨形体型的女性腰臀曲线鲜明，个体对腰部满

的职业装定制设计方向，整体偏向于典雅的女性化
风格，通过服装品类搭配和局部设计细节变化完成

意度高达 3.36，但对腹、臀、胯、腿部的满意度均值

针对性的整体造型设计。

针对该体型的成品规格尺寸调整是规模化定制设

3.1 上装设计特点和应用

计的基础。在国标 GB/T1335 中 Y 体型女性的腰围

［14］

梨形体型的人体比例上轻下重，个体对于颈
部、肩部和腰部的身体满意度平均值都高于 3.3，因

而上装设计时需要适当增加体量感，除了常用的色
彩、材质对比外，针对不同部位的造型设计可以采
用适度裸露强调或视觉修正两种原则，
参见图 7。

很低，在成衣市场购买合适的下装比较困难，因而

和臀围差最大，以常见腰围 60～76cm 计算的腰臀

比为 0.695～0.754，基本符合梨形体型的腰臀比例，
因而裙子和裤子的样板基准中码适合选用 160/64Y

或 160/66Y 规 格 ，推 板 共 4 个 尺 码 对 应 实 际 腰 围
60～74cm、臀围 86～99cm 范围，基本可以满足大部
分梨形体型女性的下装合体型需求。

职业装女裙的长度通常在膝盖附近，梨形体型
最适合小 A 型半身裙，腰臀部位平整合体，面料较

硬挺时在臀围以下自然扩展，塑造饱满的腰臀曲线
并包容遮掩臀宽；面料较柔软时可以适当增加下摆
围度，使臀宽以下形成少量波浪褶，具有柔美的女
性化风格，参见图 8。设计细节可以增加纵向分割
线或层叠设计，使臀宽切分后具有收缩感，稍长的

裙子可以增加开衩或褶裥的设计形成自然扩展的
外观。当上装扎束在裙子内穿着时，腰头宽度可以
图7
Fig.7

适合梨形体型的女上装款式设计

Blouses and suits design for pear-shaped body women

适当增加并提高，或者加腰带、腰袢等装饰设计，使
视线集中于腰部而使重心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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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适合采用有一定宽度的腰带式分割设计或单独
加腰带而凸显纤细腰围。合体上身造型应避免宽
阔多褶的伞裙、百褶裙形态，而选择简洁的 A 型裙

或筒裙造型，将腰围的放松量适当加大，可以减小
视觉上的肩、
腰、
臀宽对比。
适合梨形体型的职业装风衣大衣主要分为合
体收腰、直筒形、茧形三种主要造型。其中茧形造
型顺应斜肩宽臀的梨形人体特征，适合硬挺度较高
的面料，大廓形的夸张感设计符合当前时尚潮流。
合体收腰和直筒形造型是梨形体型适用的基础造
图8
Fig.8

适合梨形体型的女裤和半身裙款式设计

Trousers and skirts design for pear-shaped body women

梨形体型通常不适合传统的直筒西裤，一方面
是由于现有成品西裤的规格设计不适用梨形体型，
同时穿着筒型西裤时臀宽以下的线条垂顺偏宽，容
易使下身显胖，因而为梨形体型设计西裤时适合将
裤脚口略收窄，但横裆宽和大腿部位仍需要较大尺
寸，整体偏向于略带锥形的妈妈裤造型。较休闲的
设计风格可以采用较宽松的哈伦裤、裙裤等，前身
可以加褶皱、腰袢、口袋等装饰性元素，但后腰臀部
宜保持平整合体，使用橡筋缩褶做腰围调节时容易
显得下身宽壮，
需要搭配长款外套加以遮掩。

3.3 连体式服装的设计应用
由于连体式服装的材料和色彩组合变化相对
较少，针对梨形体型的女性的连衣裙、大衣、风衣等
连体式服装设计时，首先需要在造型上考虑强化上
身的扩张感和下身轻盈感，因而更注重服装的整体
结构和比例的变化，以合体干练的款式风格为主，
参见图 9。

型，
适合加稍厚的垫肩塑造平直锐利的肩峰造型线，
臀围和下摆的放松量不宜有大量褶皱，无论是否收
腰都呈现平整流畅的廓形线条，加入腰带后还可以
在穿着时自由调整廓形的变化。

4 结论
梨形体型作为一种大众熟悉的女性体型分类，
随着当前个性化定制设计的发展，急需建立简便可
行的体型量化分类标准。结合消费者的主观认知
和自我测量数据，根据身高、体重、肩宽、臀宽、胸
围、腰围、臀围、腿根围等数据，可以进行相应的指
数计算并分类，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进行定向性、
规模化的人体测量和统计，确定该体型分类的具体
数据标准。根据实际调查发现，梨形体型在 25 岁

以下年轻女性中所占的比例超过 1/3，至更年期后

比例明显减少。梨形体型女性对于上半身和腰部
的自我身体评价满意度较高，对下半身腹、臀、胯、
腿部的满意度明显比其他体型偏低，既与当前的时
尚审美导向有关，也因为现有成衣尤其是裤子、半
身裙的生产规格尺寸不够合理，在规模化定制中需
要针对这一部分群体进行适当的尺码规格调整。
适合梨形体型女性的职业款式具有明显的偏向性，
定制设计时需要考虑体型特征的影响，整体而言增
加上身设计分量而弱化下身体量感，采用强调优势
部位的设计时适合多露出颈部、肩、手臂部位，采用
视觉修正的设计需要扩展肩宽并缩减臀宽，同时增
加腰部细节而凸显腰线。未来可以结合定制平台
或服装搭配 APP，针对不同季节的面料和色彩时
尚，结合具体服装风格和品种，针对多种常见的体

型分类，对定制服装款式的细节要素进行设计调整
图9

适合梨形体型的风衣、
大衣款式设计

和定制推荐。

Fig.9 Coats design for pear-shaped body women

夏季连衣裙的上身设计和上装相似，适合采用
褶皱、荷叶边等立体化装饰的细节使上身体量感增
加，配合稍大的领口设计。梨形体型的腰长而臀宽
偏低，上下身结构在腰线分割时通常不宜提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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