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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LO3D 的女性衬衣压力舒适性与美观性评价
陈紫菱，张

俊，江学为

(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在对消费者需求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认为衬衣在女性日常穿着中占比较大，衬衣松量不同导致的
人体着装后压力变化对服装舒适性有着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合体服装舒适性和美观性的需求，文
章分析了结构对衬衣压力的影响。以 160/84A 号型为例，运用 CLO3D 平台完成不同松量的衬衣样板制作、缝合，虚拟试
穿以及压力测量。[研究结果与结论]通过分析不同状态下人体胸背部各个测压点的压力值，发现人体上肢在运动过程
中，服装压力变化明显分布在上胸部和侧面。在松量分别为 8cm、10cm、12cm 的衬衣中，10cm 松量的衬衣兼具有美观性
和舒适性。该工作为开发具有压力舒适性的服装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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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ressure Comfort and Aesthetics of Female Shirts Based on CLO3D
CHEN Ziling, ZHANG Jun, JIANG Xuewei

(Wuhan Textile and Apparel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consumer demand, the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shirt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large percentage
of women's daily wear, and the pressure changes caused by different loose of shir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othing comfort.
In order to meet consumers' demands for comfort and aesthe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e on shirt pressure.
Taking 160/84A as an example,CLO3D is used to complete the production, stitching, virtual try-on and pressure measurement.
By analyzing the pressure values of various pressure points on the chest and back of the human bod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essure changes of the clothes are obviously distributed on the upper chest and the side during the move⁃
ment of the upper limbs. Among shirts with a loose values of 8cm, 10cm, and 12cm, a shirt with a loose of 10cm has both aesthet⁃
ics and comfort. This work provides a basis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which is comfort for human body.
Key words: clothing pressure; ease; casual shirt; data analysis; digital clothing design

服装压力是人体在穿着服装后，服装的形状、

弹力背心等服装对压力舒适性的主客观影响因素

重量、尺寸等各种因素对人体产生的制约。服装压

进行过研究，建立了一种人工神经网络 [1]。北京服

力产生于人着装后，服装的宽松量（或者面料的弹

装学院采用美国 TEKSCAN 开发的 ELF 压力测试系

性伸长）和皮肤的滑动量不能抵消时，服装变形，约

统对青年女性内衣压力进行了研究[2]。2009 年浙江

束人体，再加上服装自身的重量形成的垂直负荷，

理工大学进行了在人体不同姿态下的压力测试，运

两种力量的总和会使人体产生压迫感和束缚感。

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人体在不同动作状态下服装

国内外关于服装压力的讨论和研究也丰富了对服

压力的变化，再利用回归分析和人工神经网络进行

装压力的认知。西安工程大学曾经针对运动长裤、

压力值与主观感受的建模[2]。为了模拟人体以测量
接触压力，最近有人用柔软人体模型，尺寸设置为
女体下躯干[3]。此种方法主要根据服装对人体和模
型的压力相关性评价服装的压力舒适性。随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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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展，女性越来越注重服装的外观，服装造型
中常常以合体的造型来显示女性的身材。衬衫消
费市场中款式各异风格各异，如果购买到不适合自

技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江学为，博士，武汉

己的衬衫，人们在衬衫穿着中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

纺织大学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

良好的穿用体验，这与服装的某些功能和用途是相

硕士生导师。

悖的。目前关于压力舒适性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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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舒适的压力值，或者舒适性的主观性评价上，

集中在服装的侧面，受面料力学性能影响较小 [5]。

而很少关注服装本身的美观性。本文结合市场调

因此测量虚拟压力时，较 少 测 压 点 在 人 体 侧 面 。

研，讨论不同松量的几件衬衣在虚拟人体活动过程

在对塑身衣的研究中得出，压力舒适性主要受 5

中的压力值变化，使松量设计适合国内青年女性身

个人体部位的影响，分别为腰腹部、背部、后腰和

材，也能够体现女性身材曲线。

侧缝。由于衬衫的腰部松量很大，在测压点的选取

1 服装压力与服装压力的测量
1.1 服装压力的产生与影响

上，在腰腹部所设置的点较少。衬衫松量的设置主

服装压力产生于人体-服装-环境之间的相互

要为胸围的松量，因此测压点主要分布在胸部、肩
部和背部（图 2）。

作用之中。是服装舒适性能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一般分为重量压、
束缚压和面压三种性质的压力。
服装压力对人体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对服装压
力的利用尤为重要。例如过度的服装压力会导致
腹部内脏脱垂位移、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人体骨
骼变形以及呼吸受限等[3]。有利的影响体现在烧伤
和静脉曲张上的辅助治疗以及运动服装的防护作
用[4]。其中松量比较直接地决定了服装的压力与舒
适度。松量不足时，服装会束缚人体。

1.2

服装压力的测量
在服装的设计和制作中，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

用能够为服装的开发设计提供诸多便利，同时也节

图 2 测量点
Fig.2 Measure points

2 合体衬衣的设计
2.1 问卷调查设计与结果分析
问卷的设计主要围绕女士衬衫的市场调查，主

省了制作成本，包括原材料的成本和试错成本等。

要问题有“穿衬衫的季节、场合”
“对面料款式等的

CLO3D 技术通过建立虚拟人体，以控制部位创建三

偏好”
“购买衬衫时在尺码上遇到的问题”等。发

全方位展示。通过动态和静态的方式来展示服装

（1）在此次调研中大部分女性青年会在工作或

维人体。在软件中可以旋转虚拟模特对服装进行
与人体之间的缝隙和服装压力，评测服装的合体程
度和舒适程度。
本论文讨论服装压力值，与传统方式不同之处
在于没有试穿者的参与，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实
验的时间成本。其测压数据不具有与舒适程度相
关的真实参考价值且不具有重复性，反映的是压力
数据的变化。
测量压力时要考虑测压点和运动姿势。CLO
3D 平台中有不同的运动姿势（图 1）。图中三个动作

上肢运动幅度较大，
适用于研究衬衣的压力值变化。

放有效问卷 130 份。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
者学习休假的场合

穿 着 衬 衫（图 3、图
4）。对于各种风格
的衬衫选择，喜欢休
闲衬衫这种风格的
人数占比最多。多
数人在购买衬衫时
注重面料是否吸湿
透气和平滑细腻。 图 3 人们在工作学习场合穿着衬衫
的意愿度
（2）多数人对于 Fig.3 People's willingness to wear
shirts in work and study
衬衫的品牌在乎程
度不如对衬衫的面

料和款式的在意程
度。对于适体程度
的在乎程度更高。
44.6%的人都选择了
图 1 软件中的人体动作
Fig.1 Poses in the software

为了减少压力变化类似的点，在实验中选取测
压点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同动作下人体变化较大的
部位。对于胸围截面，人体与服装的松量变化主要

非常在乎衬衫的适
体性，37.7%的人选

择了很在乎衬衫的

图4 人们在节假日穿着衬衫的意愿度
People's willingness to wear
shirts on holidays

适体性。调查中高 Fig.4
达 79% 的 人 都 在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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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华中地区青年女性体型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body shape of young women in central China
统计值

均值

偏度峰度

身高

颈椎点高

全臂长

腰围线高

胸围

颈围

腰围

臀围

统计量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极小值

145.6

121.2

53

85.3

68.1

27.8

58.6

82.7

极大值

173.8

148.4

79.5

104.2

100.8

34.6

82.1

106.3

统计量

160.95

135.90

71.805

94.399

84.452

30.782

67.892

92.938

标准误

0.3900

0.3653

0.2558

0.269

0.473

0.106

0.398

0.3340

标准差

5.2331

4.900

3.431

3.164

6.354

1.432

5.342

4.482

方差

27.385

24.017

11.774

13.068

40.380

2.050

28.543

20.084

统计量

0.107

0.234

-0.784

0.063

0.294

0.356

0.395

0.053

标准误

0.181

0.181

0.181

0.181

0.181

0.181

0.181

0.181

统计量

0.016

0.027

4.337

-0.363

-0.186

-0.354

-0.318

-0.552

标准误

0.360

0.360

0.360

0.360

0.360

0.360

0.360

0.360

衬衫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尺码问题。大部分人
的问题是感觉衬衫偏宽松。79.3%的人有过购买均
码衬衫的经历，购买的均码衬衫在尺寸上感觉偏宽
松的人数比偏紧身的人数更多。

2.2

纸样设计
问卷的发放主要针对华中地区的青年女性。

华中地区青年女性身高的均值、中值、众数分别为
160.95cm、160.6cm、164.1cm（表 1）。华中地区青年

女 性 的 腰 围 平 均 数 为 67.892cm，胸 围 平 均 数 为
84.452cm[6]。再由调查问卷中得出的结论，采用胸
围和腰围差在 14～18cm 范围内的体型，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服装型号 女子》1997-11-13
批准 1998-06-01 实施的女装号型标准中的 160/
84A。

3 松量对服装压力的影响
3.1 适体性评估
由于衬衫的号型为 160/84A，在服装生产过程

中，
不同的体型要求服装与之相适应，
以达到合体化
[7]
和个性化的需求 。因此应该选取身高在 160cm，
腰
围和胸围差在 14～18cm 的虚拟模特。为了测试结
果准确，能够得出相对客观的虚拟压力，采用变换
虚拟模特的方式测同一个测压点，以此来模拟不同
的受试者。把胸围控制在 82cm～85cm，胸围和腰
围差分别取 15cm、16cm 及 17cm。由此一共有 12 名

虚拟的受试者。在编辑模特具体尺寸时，其他部位
的细微处尺寸会随着控制部位尺寸的变化而产生
变化。可以更好地模拟人体的体型。
面料设置为纯棉府绸。府绸是一种质地细

衬衫设计面向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

密、柔软，平滑而有光泽的平纹棉织品。这些特性

女性群体。因此选用标准女装基本纸样。标准女

符合问卷调查中大部分人对衬衫面料的要求。而

装基本纸样很少运用测量尺寸和定寸，采用比例
推算的方法，由此最大限度降低测量的误差和定
寸的非适应性，提高基本纸样的可靠性和理想化
程度。
衬衣的版型风格多变，且论文研究对象主要为

且府绸悬垂感好，手感细密，视觉效果丰富，如图 6
所示。

胸部松量 8cm 和胸部松量为 10cm 的衬衣在同

一尺寸的虚拟模特试穿下的效果如图 7 所示。将

面料透明度调低时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服装和人

松量变化引起的压力变化，为了使松量较为直观，

体的贴合程度。如两种不同松量的服装在侧腰部

只在原型的基础上做出细微改动（图 5）。

分分布的松量区别不大。

图 5 衬衫版型
Fig.5 Pattern of shirt

图 6 松量 8cm 的衬衫效果图
Fig.6 Renderings of shirts with loose value of 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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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点差异没有之前两组对比出的差异明显，并且
在 B5 和 S 两个测压点上，松量小的样衣压力值反
而更小。

表 2 不同松量的服装各个点压力值的差异性（单位：
kpa）
Tab.2 Difference of pressure values at various points of clothing
with different looseness (unit: kPa)
测压点

图 7 不同松量衬衫穿着时的正面效果
Fig.7 Front-view of shirts with different commodious quantity

松量 8 与 10

松量 8 与 12

松量 10 与 12

t值

t值

t值

Sig

Sig

Sig

B1

13.966 0.000** 17.089 0.000** 6.649 0.000**

主要集中在人体后方。胸部松量为 10cm 的衬衫主

B2

-0.367 0.716

B3

6.790 0.000** 7.628 0.000** 0.881

大于前面的余量。胸部松量为 12cm 的衬衫松量

B4

10.640 0.000** 8.108 0.000** -0.529 0.600

面 积 在 人 体 躯 干 正 面 和 反 面 都 有 分 布 ，比 较 宽

B5

2.760 0.009** -1.118 0.271 -2.680 0.011*

松。对于这三件胸部松量不同的衬衫，在人体双

B6

3.173 0.003** 4.139 0.000** 0.283

臂打开，与身体呈 45°角的特定姿势下，都属于比

S

32.698 0.000** 17.841 0.000** 2.747 0.009**

较宽松休闲的服装类型，从合体和展现人体曲线

W

-4.788 0.000** -3.608 0.001** 0.872

的角度看，松量小的服装更具有美感，松量大的服

松量 10cm 和松量 12cm 的样衣的压力值变化

如图 8 所示，胸部松量为 8cm 的衬衫松量面积

要松量面积分布在躯体前方和后方，后面的余量

装会在人体前面或后背形成起翘或者褶皱，影响
服装的外观。

2.236

0.032*

3.872 0.000**
0.384

0.813

0.389

轨迹基本重合(图 9），与松量 8cm 的样衣测出的压

力值相比，差别较大。各个
点 的 压 力 值 中 ，胸 围 线 上
B1、B2、B4 三个点的平均压力
值普遍比 B3、B5、B6 高，说明

服装不合体时，对于上胸部
及胸围线侧面的影响较

3.2

图 8 不同松量衬衫穿着时的侧面效果
Fig.8 Side-view of shirts with different commodious quantity

大。人在活动时，不适感的
主要来源是这些部位。

不同松量对女士衬衣压力的影响

对三件松量不同的衬衣进行虚拟试穿测压后
得到的松量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注：
*表示显著水平 0.05 下呈现差异，**表示显著水平
0.01 下呈现差异）。可以分析出松量分别为 8cm 和

10cm 的衬衣试穿后测得八个点的压力值中有七个
测压点测出的压力值有显著差异。说明衬衣采用
这两种松量时，对测压部位的压力值影响较大。且
对于 B1、B3、B4、B5、B6 和 S 点的压力均值，松量 8cm 上

衣比松量 10cm 上衣要大。这可能是由于松量较小
时，服装对人体的压迫和束缚导致的。

胸部松量 8cm 和胸部松量 12cm 两件样衣试穿

图 9 不同松量时各个部位的压力均值比较
Fig.9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pressure of each part at different
commodious quantity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根据服装松量与压力之间存在的明显相

时测得的压力值中，除了 B5 点，其他点的压力值都

关的关系，分析了同一件服装在不同部位的压力值

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说明两种松量服装的试穿效果

随着动作变化而变化的规律以及不同松量的服装

差异较大。

在同一个部位的压力值比较。通过分析发现松量

在胸部松量 10cm 和胸部松量 12cm 的样衣试

不同会引起的压力值变化，可以为判断压力舒适性

为两种松量变化而出现明显的差异。其他四个测

效果上看，足够宽松且具有一定的美感，能展现女

穿后的压力值中，B1、B2、B5 和 S 这几个测压点会因

提供依据。其中，胸部松量为 10cm 的衬衣，从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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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材曲线。对于 10cm 松量，部分测压点的压力

[3]段彩玲. 合体女衬衫的压力舒适性研究[D]. 东华大学，2018.

为 10cm 时，其舒适性整体上高于其它松量。通过

[4]徐继红，张文斌，肖平. 影响人体与服装间面积松量的力学性

值甚至低于胸部松量为 12cm 的衬衣。因此，松量
综合比较不同松量下衬衣的舒适性与美观性，发现

衬衣的松量不是越大越好，在进行衬衣研发时更应
该综合考虑服装的外观的舒适度。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以后的研究中
将增加其它胸围松量，例如 7cm、9cm、11cm、13cm

的衬衣。同时考虑面料的力学性能对着装后人体
压力的影响，深入探究各个因素是怎样影响压力值
变化的。除此之外也可以观察分析不同体型的人
穿着同一件服装时的各部位压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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