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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虚拟仿真技术在旗袍个性化定制中的应用
肖满英
（江西服装学院 江西省现代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昌 330201）
摘 要：[研究意义]探讨一种服装数字化定制方式，为推动我国旗袍文化更好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助力服装定制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应对市场变化。[研究意义]通过分析传统旗袍定制的流程及其存在的不足，基于 3D 虚拟仿真技术，结合
实际案例展示服装数字化在定制中的高效和一种全新的客户体验方式。[研究结论]服装数字化定制是主流趋势，综合
运用三维人体测量、面料扫描仪以及 3D 虚拟仿真技术可提高定制效率、缩短定制周期，为实现旗袍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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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3D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of Cheongsam
XIAO Manying

(Jiangxi Center for Modern Appare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at promoting the better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s cheongsam culture through dis⁃
cussing a way of clothing digital customization and to help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ompanies to underg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pond to market changes. The high efficiency of clothing digitalization in customization and a new way of customer experi⁃
ence are showed by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cheongsam customization process and its shortcomings, based on 3D virtual simu⁃
lation technology and combined with actual cas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gital customization of clothing is the mainstream
trend.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ree-dimensional body measurement, fabric scanner and 3D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customization efficiency and shorten the customization cycle,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rge-scale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of cheongsam.
Key words: cheongsam; 3D virtual simulation;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旗袍，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是中国和
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其过渡流畅、柔和自然
的胸、腰、臀线条，堪称最能刻画女性第二重人体曲
线美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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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设计和制版软件，依据定制方案展开定制工作，
其存在问题有四：①依靠量体师手工测量获取客户
人体数据，具有效率低、精准度低等缺点。②设计

。随着社会物质水平的提升，人们对

环节，依托二维设计软件，面料肌理图案处理的效

服装的要求不再单单停留在价格、品质以及服务等

果受软件熟练程度与绘画技巧影响；且当遇到多处

理性价值层面，而类似于多样化、个性化定制以及

修改时需重新绘制，耗费一定工作量。③试样环

全新的购物体验等无形价值悄然被人们所青睐。

节，服装款式设计与打版系统之间的断层，实际穿

旗袍作为国内外女性喜爱的款式，拥有广阔的定制

着效果需依靠样衣反馈才能进一步调整，而样衣的

市场空间。然而，国内大小不一的定制工作室或企

制作让版型问题显现的时间跨度变长。④展示环

业受自身资金规模、场地等条件制约，绝大多数采

节，二维状态下，设计效果靠人想象与猜测，视觉不

用传统的个性化定制模式。该定制模式是基于二

直观、不形象。综上所述，传统定制模式下，客户参
与感不强；企业工作效率低，定制成本上升，延长了
定制周期。因此，找到一种高效、展示形象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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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促进定制企业发展、提升客户定制体验具有
重要的意义。
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行业的应用发展较快，从初
期的结构制版、排版、推版设计等二维软件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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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的服装 CAD 软件，其中三维服装虚拟仿真技
[4]

95

取款式所需的人体数据，在 CLO3D 中通过虚拟模

术为主要之一 。虚拟仿真技术由于自身无可比拟

特编辑器进行参数设置得到客户虚拟人体。本文

的优点，在学术界也受到诸多服装专业学者的关

以经典款旗袍为模拟案例，旗袍款式特征为立领偏

注，其绝大部分成果集中在虚拟仿真技术辅助服

襟、短袖、设腋下省与前后腰省、开衩镶边、后中装

，而在旗袍个性

拉链；人体选用第二种途径实现：CLO3D 里调取

化定制运用及实践上研究较少。曹思凡等[8]从传统

Femal A 女性模特，选择【虚拟模特】执行“虚拟模特

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三维虛拟

编辑器”命令。单击选中模特需调整的核心纵向线

技术与海派旗袍设计相结合的创新设计模式。穆

和围度线，
通过滑块调整至目标源附近数据，
由于人

装、服饰设计以及服装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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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华 基于酒店文化与环境等综合元素，应用虚拟

体数据调整软件会同步微调其余人体数据（以毫米

仿真技术设计酒店服装，并对旗袍服装进行虚拟试

变动），
故只要精确到厘米位数值：
①纵向上，
将身高

穿和走秀；以上研究为旗袍虚拟仿真设计与个性化
定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但侧重角度在
虚拟仿真，未综合运用其他数字化技术与设备，定
制的数字化程度不高。

调 整 到 177mm；② 围 度 上 ，胸 围 840mm，腰 围

700mm，臀围 920mm，颈根围 375mm，肩宽 380mm
（图 1b）。相比单纯导入三维人体，这种方法可兼顾
与客户相仿的肤色、发型、鞋子等的设置，时间耗费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团队围绕服装数字化技

少且效果相对较好。三维量体与 CLO3D 的的结合，

术，综合运用无接触三维人体测量仪、3D 数字化面

实现了客户人体虚拟再现，
其核心流程如下（图 1c）。

料仪、虚拟服装设计与动态展示，为满足旗袍个性

2 面料扫描与面料库建立

化市场需求探索一条高效快捷的定制路径。

1 三维量体与虚拟模特参数设定

为满足客户对面料的多样化需求及缩短前期
研发时间，建立面料库对旗袍定制企业具有重大意

人体源数据的获取是个性化定制的关键步骤与

义 。 Realtime Technology 面 料 扫 描 仪（以 下 简 称

基石所在，而旗袍对人体数据依赖性较高[10]。德国

RTT）处理效率较高，能满足服装定制企业、纺织企

DITUS 三维人体扫描仪应用非接触式激光三角测

业等的面料采集需求。RTT 是一款高清 3D 面料扫

量技术，通过 12 组深度传感器同步工作，能在约 2

描仪，能够高速精确的捕捉面料的材质纹理，自动

秒钟的时间内快速、精确完成近 60 余项人体关键

识别纹理图案循环生成材质贴图，对面料纹理、材

尺寸的自动测量，并根据测量方案输出三维人体模

质进行 3D 可视化虚拟展示，仿真效果与真实面料

型（图 1a）。测量高效快捷、精准度高，解决了传统

非常接近。在旗袍定制中，客户可从面料库里挑选

定制模式下人体数据获取的难点，也给定制客户带

所需面料，也可自供喜爱的面料小样由企业通过该

来全新体验。在 CLO3D 平台，建立参数化人体模

扫描仪得到面料电子信息。在这里，我们选用了一

型常见方式有：一是从三维人体扫描仪中导出 OBJ

款织锦缎，面料的主色调为中国红，纹理是吉祥图

形式的封闭三维人体模型；二是从人体扫描仪中提

案菊花。将面料平整放入扫描箱，操作扫描直至获

b. CLO3D 人体编辑器与发型鞋子配饰

a. 德国 DTU 人体数据获取与模型建立
Fig.1

c. 人体建模技术流程

图 1 三维测量与参数化建模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ment and parametric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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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展开”；选择【勾勒轮廓工具】，双击腰省边和
腋下省边后按回车，再选择【调整版片】工具，选中
腰省、腋下省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转化
为洞”；②版片安排。重置 2D 版片，快捷键“shit+

f”显示模特上的安排点，让版片更靠近人体外围；
图 2 面料扫描仪采集旗袍数字化面料
Fig.2 Fabric scanner collects digital information on cheongsam fab⁃
rics

得面料外观肌理（图 2），再经软件自动合成 3D 面料

图片获取该面料的数字化信息，为后续的旗袍试穿

③缝纫。选择【调整版片】工具，框选 2D 窗口中所

有版片后单击右键执行“对称版片（版片和缝纫
线）
”，选择【线缝纫】工具，将侧缝、后中、袖窿弧等
对应缝合，最后执行“模拟”命令；④版型调整。在

虚拟试衣平台的碰撞检测算法下，通过三维窗口

做前期准备。

360°旋转模特来检查服装表面是否存在破洞、拉

3 虚拟试穿与版型调整

扯、错位等问题，针对试穿反馈问题可在二维样板

人体参数化设定后 3D 窗口呈现对应的虚拟模
特，文件导入 DXF 格式的旗袍版片，基于该人体进
行虚拟试穿。虚拟试穿实现步骤如下：①版片处

窗口对纸样进行调整，并实时同步模拟试穿效果；
⑤面料设定。直接导入面料扫描仪下的旗袍数字
面料，镶边条版片选中，单击右键执行“使用与新

理。将版片安排在 2D 人模上，选择【编辑版片】工

的面料”，将镶边条面料属性中的“纹理”设置为黄

具，框选版片结构线上多余的点右键执行“转为曲

色，点击模拟（图 3）。基本的试衣技术路线概括如

线点”；选择【编辑版片】工具选择前中线单击右键

下（图 3b）。

a. 虚拟试衣流程展示

Fig.3

b. 试衣技术路线
图 3 虚拟试衣流程展示与技术路线
Process display of virtual fitting and technical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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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旗袍立领与装饰工艺展示
旗袍经典元素为立领、装饰边和盘扣，它们给

配但展示为二维效果。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劣，需
结合实际情况来运用，本文作者团队尝试了第一和

旗袍装饰起到点睛之笔的效果。领外围弧线自然，

第三种方式来表现盘扣（图 5b）。

领体挺拔是立领的基本特征。模拟情况反馈：立领

5 交互设计与实时修改

豁开并前领曲线造型不流畅效果并不理想（图 4a），

97

伴随服装产业逐渐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

选择【调整版片】工具框选领子版片，单击右键执行

化的趋势到来，三维虚拟仿真技术让设计师突破了

“运用于新的面料”，单击【预设】，选择“S-Fusible-

传统的设计空间。基于 3D 虚拟仿真技术强大的交

Rigid”点击模拟后立领变得挺括有神，圆角圆顺（图

互设计与实时修改功能实现了服装的 3D 模拟和可

4b）。旗袍常见的工艺分别为镶、嵌、绲。本文以领

视化，为服装的设计、开发和决策展示提供了数字

子部位“镶”工艺为例，其余部位镶边工艺操作方法

化的三维解决方案，定制企业能够非常快速的达到

一样。选择【编辑版片】工具，单击选中需镶边的外

客户定制需求。

领弧线，右键执行“内部线间距”，在弹出的对话框

（1）款式细节的调整。经过长久的发展，旗袍

中输入 8mm；选择【调整版片】工具，选种间距线后

样式丰富多彩，但都脱离不了基础旗袍的灵魂，通

右键执行“剪切缝纫”；选择【调整版片】工具框选镶

过款式细节设计可以衍生很多新款旗袍，而这些

边版片，右键执行“运用于新的面料”并在属性栏里

都可以通过 3D 服装虚拟仿真技术快速实现并导

“纹理”调整为黄色，粒子间距输入 5，增加厚度-渲

出对应的版型。二维纸样窗口与三维虚拟服装窗

染输入 1，打开浓密纹理表面，模拟后立领的镶边变

口相对应，能随时调整服装造型，在二维板片区通

得立体流畅。而针对盘扣的模拟有三种渠道：一是

过加长衣长、袖长、改变内部分割等纸样变化直接
调整版型，以及对盘扣花型、装饰边工艺等改变也
可得到新样式。如图 6，通过改变旗袍的衣长所显
示的效果。
（2）面料甄选与色彩配比。面料、
色彩作为服装
设计的核心要素，是服装变化设计的主要途径。目

a. 立领调整前

b. 立领调整后

图 4 立领效果调整
Fig.4 Adjust effect of the stand-up collar

前旗袍面料种类繁多，
常规的真丝、
锦缎、
棉麻等，
现
代化旗袍融入蕾丝、
薄纱、
亮钻等时尚面料。不同面
料拥有不同的面料垂坠感、
光感性能、
纹理以及色彩
语言。旗袍定制企业通过面料扫描仪建立旗袍面料
库，可以为后续工作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从面料
库直接调取 3D 高清纹理面料，
实时体现虚拟试穿的
效果，
客户得以更快确定最终面料方案；
另外三维试

a.建模一字盘扣
Fig.5

b.合成蝴蝶盘扣

图 5 盘扣不同方法展示效果
Display effect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disc
buckle

运用建模软件建造盘扣，此种途径下的盘扣立体效

衣系统自带的面料属性库可从经纬向密度、
克重、
厚
度、悬垂性、弹性等方面调整，获得不同外观肌理的
面料模拟效果。通过属性编辑栏中，
“类型”和纹理
的同步设置，
可得到不同面料属性和图案的旗袍，
以
下呈现的是丝绒、织锦缎两种面料与酒红与深蓝两

果好但需具备建模相关专业知识且盘扣
造型复杂情况下需耗费相对较长的时间
（图 5a）；二是通过贴图，先利用 PS 对盘
扣实物进行精准抠图，运用“贴图”工具
载入盘扣，调整至合适大小和位置。此
方法相对快捷但盘扣立体效果欠佳；三
是直接将 3D 服装导出，在 PS 里进行合
成盘扣与服装，此种方法适合面料图案
丰富、内部分割多且盘扣造型复杂的款
式，该方法可快速实现盘扣与旗袍的搭

Fig.6

图 6 旗袍款式变化
Style changes of cheong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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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压迫感越强（图 8a），在 2d 窗口通过【编辑版
片】工具调整衣身袖窿处松量，模拟后红色区域变
小 变 淡 绿 色 区 域 变 大 ，从 而 达 到 提 升 舒 适 度 目
的；绿色代表穿着舒适，面料拉伸弱，基本无需调
整 [11]。通过应力图颜色显示，目前本旗袍虚拟试穿
下压力图网格显示为绿色，说明穿着舒适无需过多
调整（图 8b）。

6 多维展示与动态演绎
在三维场景下，模特通过走台、转身、造型等肢
体语言，将面料垂坠效果、工艺装饰效果、人物着装
立体效果体系化展现，定制客户可多角度观看旗袍
效果，从而获取到更全面的信息，提升定制客户对
Fig.7

图 7 不同性质面料与色彩虚拟效果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fabrics and color virtual effects

种色彩的旗袍试穿效果（图 7）。

（3）服装舒适度测试与调节。旗袍合体度较
高，但贴体不代表失去必要的舒适度，旗袍为人所
穿着就必须满足基础的运动、呼吸等需求。传统定
制模式中主要通过制作样衣来反馈旗袍松紧状况
然后调版，在三维虚拟仿真系统可提前通过压力图
的网格颜色分布情况得知旗袍松紧，在线调整版型
后满足舒适感的版可共享给制版师。压力图由红、
黄、绿三种不同的颜色来显示服装与人体接触面的
受力情况，红色的面积越大表明该区域人体与服装
之间受力大、面料拉伸强度大，穿着者在穿着时受

服装的认知 [12]。完整的虚拟动态展示需要综合考
虑 T 台、镜头、模特、动作、服装五大因素。本文通
过 CLIO3D 实现虚拟旗袍的动态展示。详细操作
如下：
1）在走秀前，为避免干扰因素保证走秀正常录
制，需将盘扣先移除；继而主面料的摩擦系数调至
最大；执行保存“项目”文件；选择 Motion，选择 Femal A，
双击加载动作二，执行另存为“服装”文件。
2）新建空白窗口，双击【Stage】，选 DAE 格式的
T 台右键单击选择“添加到工作区”，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勾选“读取场景和道具”。
3）切换为动画模式“ANIMATION”。选择显示
→环境→显示镜头，执行文件导入 FBX，选

择 jingtou one（该镜头文件独立于 CLO 系统，
提前备好）；
“场景”中，设置 Camera1 为主镜
头。
4）双击【Avatar】，导入第一步中对应的
模特，右键单击选择“增加到工作区”。导入
后发现模特眼睛和头发不正常，需要调整镜
头：选择“场景”，对 Default camera 执行保存
a. 压力图红色网格下版型调整

命令并命名为“默认镜头”，对 Cameral1 执行
“打开”命令并选择“默认镜头”文件，就解决
了模特不正常问题。
5）双击【Motion】，找到对应模特动作文
件夹里的动作二，双击加载动作；双击【Garment】选中旗袍服装，单击右键，选择“增加到
工作区”。
6）点击录制，
当服装和动作栏进度条一样
长后代表录制完毕；
选择文件→视频抓取→视
频（注意此前要装好录制视频插件，否则无

b. 舒适度合适显示效果
图 8 舒适度调节
Fig.8 Comfort adjustment

效），将模特走秀速度调整 1/2X 后点击录制，
在弹出的对话款设置：
1280*720，
横向，
执行录
制；
录制完成，
单击保存，
虚拟走秀完成（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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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走秀效果
Fig.9 Catwalk effect

7 虚拟仿真技术优势

虚拟仿真技术在旗袍个性化定制中的应用可
总结如下：①通过三维人体与面料扫描仪，为旗袍

个性化定制前期人体数据与面料信息采集工作打
下基石。②在旗袍款式、色彩、面料设计等更改上，
能交互修改与可视化。③通过应力图反馈情况，在
二维区域可对纸样进行同步调整。④通过走秀场
景与 T 台等打造，
可进行旗袍虚拟动态走秀。
相比于传统的定制模式，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三
个优势：①提高了个性化定制效率。前期高效获取
人体数据与面料信息，设计过程中旗袍面料、色彩

乃至款式均可快速调整，并实时、直观呈现立体设
计效果。②降低了物力财力的投入。虚拟仿真技
术下，可联动修改版型直至满意，版型同步修改可
直接投入实物制作环节，为企业节省一定投入。③
提升客户个性化定制满意度。设计效果的可视化
与动态展示，加强了客户对设计的认同感，大大降
低了设计效果与实际成品的差异。

8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人民审美水平的提升，服装个

性化定制已成为服装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为实现
企业个性化定制的高效率、帮助定制客户摆脱“试
穿效果靠猜测，最终效果靠想象”的境地，作者团队
结合理论与实践，以一款经典旗袍为实际案列，依
托虚拟仿真技术，综合考虑旗袍在设计、纸样调整、
穿着舒适性、虚拟试穿及动态展示中的问题；辅以
三维人体、面料扫描仪，为个性化定制提供人体数
据与面料信息。通过分析传统与数字化两种定制
模式的不足和优势所在，得出后者在定制中更有优
势。我们相信，伴随“科技赋能时尚”的潮流，后续
虚拟仿真以及服装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将会更大层
面推动旗袍个性化定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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