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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肩人体的版型优化与三维模拟
罗斯祺，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针对由不良姿态引发的青年女性肩部不对称问题，现有的左右对称式女性上半身原型无法适用于此
种特殊体型。[研究方法]文章从服装对人体不良体态的修饰作用出发，通过照片测量法对 35 名在校女大学生进行肩部
体表形态数据采集，经初步统计分析得出肩部左高右低体态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 71.3%，说明本次实验样本肩部形态整
体呈左高右低趋势。分析青年女性肩部呈左高右低形态样本的左、右肩高；左、右斜肩长;左、右颈侧点横、纵向位移的整
体趋势，运用测量项目平均值对文化式原型肩部结构参数进行优化。[研究结果与结论]根据补正后的上半身原型制作
出样衣，利用 CLO3D 服装虚拟软件让特定高低肩形态虚拟模特进行试穿。对比版型补正前、后样衣的合体度及美观性，
得出补正后的样衣更适用于高低肩形态的人体，且从视觉角度上更符合大众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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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Optimization and 3D Simulation of High and Low Shoulde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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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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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ulder asymmetry caused by bad posture, the existing left and right symmetrical upper body proto⁃
type can not be applied to this special shape. In this paper ,35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by photo-measurement
method, and the samples of left high right low posture of shoulder accounted for 71.3% of the total sample size. To analyze the
overall trend of left and right shoulder height, left and right oblique shoulder length, left and right neck lateral point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displacement of young women with left high and right low shape samples,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cultural
prototype shoulders are optimized by using the average value of measurement items.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prototype of the upper body after the correction, the sample clothing is made, and the virtual model of the specific high and
low shoulder shape is tried on by using the virtual software of the CLO3D clothing. By comparing the fit degree and beauty of the
pre- and post-modification sampl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dified sample clothing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human body with
high and low shoulder shape, and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public aesthetic visually.
Key words: special shape; shoulder structure; layout optimization ;3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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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镇化速度的

不断提升，生活环境的不断优化，国民生活方式也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静坐少动人群越来越广泛，
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 [1]。伴随着这些变化，一系列
不良体态问题逐渐显露出来，高低肩就属于其中一

Fig.1

图 1 高低肩体态实例图
Examples of high and low shoulders

种类型，如图 1 所示。经调查发现：全国体育标准

市国名体质监测中心测评结果显示有 80%的青少

少年身体姿态测试与评估规范》显示高低肩等青少

文化式原型对高低肩人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合体

年异常身体姿态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北京

度降低现象，影响服装的整体舒适性与美观度。高

化技术委员会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表的《儿童青

年身体姿态存在异常。反映在服装版型上，现有的

低肩在外观上表现为肩膀一高一低,其主要原因是
后天养成的不良姿态和不常运动, 故在日常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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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高一低的现象[2]。特殊体型的研究不仅应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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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化式原型构成要素
Tab.1 Elements of Cultural Prototype

那些因年龄和生活经历而改变了的体型，还包括与
标准体型相差较大的体型，其面对的就是一个很大

部位参数名称

序号

轮廓线

1

后领宽

13

前肩线

2

后领深

14

后肩线

人群中占较大比例，理应对特殊体型的服装结构进

3

前领宽

15

后领口弧线

行探讨与研究，只有这样服装结构的研究才是全面

4

前领深

16

前领口弧线

的，
这也正是研究的意义所在[3]。

5

袖窿深

17

后中心线

6

窿宽

18

前中心线

究资料较少。许仲林 提出针对肩部异常的一侧通

7

背宽

19

背宽线

过以颈侧点为定点向上定量调节肩端点的方式进

8

侧宽

20

胸宽线

的不容忽视的群体，从以上分析来看，特殊体型的

序号

总体人群不仅人数较多，而且在社会生活最活跃的

目前，针对高低肩人体进行版型结构优化的研
[4]

行补正，其修正方法是通过调整肩端点来进行，忽
略了肩部正常或异常形态的明确释义和肩部尺寸
的整体性。邓海娟[5]通过拼左、右后中衣片，沿着溜

9

胸宽

21

后袖窿弧线

10

后片宽

22

前袖窿弧线

11

前片宽

23

侧缝线

12

身宽

24

胸围线

25

腰围线

肩侧侧片和后片分割线上的点与平肩侧肩线中点
方向剪开，使之折叠直至斜绺消失的方法对男西装
纸样结构进行补正，解决了溜肩侧服装出现的斜纹
现象。张跃[6]提出采用装厚度不同的垫肩的方法进
行修正，使两肩型一致，主要宏观地针对这种人体
体型进行了分析。刘松龄[7]提出标准肩倾斜角度为
21°左右，小于 19°为平肩，大于 23°为溜肩。如果是

根据具体研究问题，首先确认对文化式原型前
后肩线、
前后领口弧线、
前后袖窿弧线进行补正。确
定最终测量项目为左、右肩高；左、右斜肩长；左、右
颈侧横、
纵向位移值 8 个数据，
如图 2 所示。另外，
根
据研究需要增加肩高差值与肩长差 2 个计算项目。

高低肩，应记下两肩的差数，在版型上进行调整，但

没有对高低肩人体版型结构参数优化给出具体意
见。
总而言之，高低肩体态不仅仅是肩端点的变
化，还伴随着颈侧点与斜肩长的变动，所以当左、
右颈侧点不处于同一平面的情况下肩倾斜角数据
不具备参考价值。当前基于高低肩体态的版型研
究较为稀少，多为描述性研究。本文在真实人体体
表数据的基础上对高低肩人体的版型结构进行优
化研究，通过对青年女性真实肩部体表数据的采
集，分析高低肩体态下肩部各细部尺寸的运动轨
迹，根据有效样本数据平均值对文化式原型进行肩
部结构补正，为特殊体型版型的结构优化提供理论

Fig.2

2.2

图 2 测量项目示意图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project

数据测量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确定了实验样本为 35 名 18～

24 岁的在校女大学生，运用照片测量法进行人体肩

部二维数据采集。拍摄时，受测者穿着贴体背心、
双手沿体侧打开 15°角抬头挺胸站在测量台上，相

机距离测量台 9 米进行人体正、背面拍摄。拍摄完

依据。

成后，运用 CorelDRAW X7 二维图像处理软件对照

2 实验数据采集
2.1 确定测量参数

片进行 1：
1 放大采集实验所需目标值。

日本成人女子上半身原型（文化式原型）是
日本文化女子大学 1999 年修订的新原型 ，是最
[8]

3 数据处理及分析
3.1 确定有效样本量

权威也是当前服装行业应用最广泛的原型，具备

通过对数据初步统计分析发现：样本数据都有

极高参考价值，因此本文以文化式原型为基础版

不同程度的肩部不对称问题，左、右肩高差值在

对高低肩人体的相关结构参数进行调整。文化

0.09～2.48cm 范围内变化；其中左肩高于右肩的体

式原型是采用以胸围和背长为基本变量，按各个
原型构成部位与胸围的回归关系推算出最终参
数的制图方法，其构成的主要部位参数与轮廓线
如表 1 所示。

态人数为 25 人，占总人数的 71.3%，如图 3 所示，说

明青年女性肩部形态总体呈左高右低趋势分布。
因此，本文仅针对肩部呈左高右低体态的青年女性
进行讨论，确定最终有效样本为 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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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调整值如表 3 所示。通过对右肩加入 0.8cm 垫

肩的方式对肩高差进行弥补，使左右肩实现平衡状
态。
Tab.3

表 3 右肩结构参数采用值（单位：
cm）
Value of right shoulder structure parameters (unit: cm)

斜肩长 肩高差 颈侧点纵向移动 颈侧点横向移动

Fig.3

3.2

采用值

图 3 左、
右肩高人数占比
Proportion of left and right shoulder height

12

↑0.5

0.8

→0.4

根据左肩长平均值为 11.83cm、右肩长平均值

数据分析

根据有效样本肩高差值分布情况，如图 4 可看

出：左肩高于右肩 0～1cm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2%，
差值在 1～2cm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20%，差值在 2～

3cm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8%，说明大部分青年女性

体型有轻微的肩部不对称现象，仅小部分青年女性
左右肩部有明显的不对称现象。经比较平均值，如

为 11.61cm 确定最终以 12cm 作为左右肩长值。根

据随着右肩端点相对位置降低，右颈侧点位置也随
之向外、向下移动的现象，将右侧颈侧点整体向上
移 0.5cm、向右移 0.4cm。然后，以文化式原型为基

础，肩部各细部尺寸为最终采用值绘制肩部补正版
型，结果如图 5 所示。

表 2 可 得 ：左 肩 高 平 均 为 5.49cm，右 肩 高 平 均 为

6.31cm，说明肩部呈左高右低体态的青年女性右肩
端点低左肩端点 0.82cm；在斜肩长上，左肩长于右
肩的人数为 22 人，占总人数的 88%，可见青年女性

肩长整体呈左长右短趋势；对于颈侧点位置变化，
因右侧肩高数值相对增大引起右侧颈侧点位置向
外、向下变化的有 22 人，占总人数的 88%，可见肩端

点相对高度的变化与颈侧点位置变化有密切联系。
图 5 右侧肩部结构补正前后对比图
Fig.5 Right shoulder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trast

5

样衣三维模拟与效果展示

CLO Standalone 软件是韩国 CLO 虚拟时装有限

公司出品的设计软件，此款软件可以建立逼真精确
的人体模特，
实现二维样板与三维服装的同步转换，
是一个全方位服装款式设计、
结构设计、
三维试衣的
左、
右肩高差值（单位：
cm）
图 4 肩高差值占比分析

服装电脑三维软件。CLO3D 软件二维样板与三维服
装同步转换的功能，可以直观有效地展示二维服装

表 2 测量项目数据分析（单位：
cm）
Tab.2 Data analysis of measurement items (unit: cm)
左

右

右

肩高

左

肩长

肩高

肩长

最大值

7.40

13.88

7.89

13.63

最小值

3.24

9.83

4.56

偏差

1.08

0.96

平均值

5.49

11.83

4

立体穿着效果[9]。在进行样衣

肩长

右颈侧点

右颈侧点

试穿之前将虚拟模特的肩部

差

纵向移动

横向移动

1.26

9.98

0.03

-1.47

↓1.83

←1.35

形态进行调整，保证虚拟模特

2.48

0.91

0.96

0.62

0.74

6.31

11.61

0.82

-0.22

↓0.40

←0.33

肩高差

0.00

↓0.51

注：
肩高差=右肩高值-左肩高值；肩长差=右斜肩长-左斜肩长。
Fig.4

结构纸样的三维缝制效果及

Proportion of shoulder height difference

0.00

←0.42

肩部结构参数与样本测量项
目平均值的一致性。用调整
后的虚拟模特分别试穿补正
前、后的文化式原型制成的样
衣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见：

原型结构参数调整

补正前，样衣右侧衣身从颈侧点至肩端点出现大量

在进行版型优化时充分考虑到服装对人体的

斜涟；袖口有上翘现象且领口部位有轻微向右侧滑

修饰作用，因此采用改变较低一侧肩部尺寸的方法

落现象；由于肩部是上装着力点所在，因此肩部形

进行参数调整。根据以上实验数据分析结果，本文

态不对称导致了样衣上身效果的整体性降低，大大

主要对衣身右侧肩部参数进行结构补正，具体结构

减小服装的舒适性与美观性，进一步说明左右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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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型更适用于具有高低肩形态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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