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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装款式标准化的男西服上衣结构设计
汪世奎， 谢

红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结合国家标准建立标准化人体，运用标准化人体建立标准化男西服款式，在修正的第三代男装标准基本纸样的基础
上，绘制了男西服上衣基础样板。 借助基础样板建立了照片、效果图、款式图和服装纸样。 从而验证了男西服上衣款
式图标准化的合理性，建立起了从服装款式到服装纸样的桥梁，也为其他服装款式的结构设计提供了思路。 文章为
数字化技术在服装产业的应用提供了实践，如服装 ＣＡＤ 技术、服装智能化、样板自动化生成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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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由造型、结构、工艺三部分组成，三者相

将绘图的图纸根据服装的特点进行网格化处理。 服装

互联系，也相互制约。 而服装结构设计是其中的难点，

款式标准化的结构设计中的网格是为服装样板师服务

直接影响着服装从业人员在结构设计上的创新。

的。 根据图纸上的网格，样板师可以较精确地确定服

随着我国服装品牌化进程的深化，品牌成衣异地

装的长短、松紧以及各服装部件的定位。 服装款式标

加工的形式将愈加普遍，准确、及时地按照效果图、款

准化的结构设计图纸中的网格所表示的大小是 １ ｍｍ

式图、照片制作样板是服装快速反应的组成部分，所以
服装款式标准化是当务之急。
本文论述的是男西服上衣款式的标准化，实现过
程从效果图、款式图、照片到平面样板，能实现异地工
作的服装设计部门和制作部门之间的标准化协作，能
减少由于设计表达所造成的识别误差，提高工作效率，
也为数字化技术在服装业的应用提供了基础，迎合了
当今服装业的发展趋势。

１

服装款式标准化

１．１

人体标准化

１．１．１

参照标准的设定

本课题研究的要点之一是尺寸标准化。 为确保服
装款式绘制的比例、尺寸及各服装部件定位的准确性，

的整倍数， 因为目前国内打板用的度量工具通 常 以
ｍｍ 为基准单位。 根据与实际操作的优化结合，运用
等比例缩放原理进行缩放以保持人体模型的比例，本
课题的缩放标准是 １ ∶１０。 把运用在服装款式标准化

的结构设计中的网格定义为 ５ ｍｍ，即单位网格的大小
为 ５ ｍｍ × ５ ｍｍ，又由于规定的 １ ∶１０ 的比例尺，所以反
映在实际样板中单位网格的大小为 ５ ｃｍ × ５ ｃｍ。 从而
服装样板师可以比较直观、精确地按照设计师绘制的
服装平面款式图进行制版，对服装及其部件部位、大
小、形状等控制都能有较好的把握。
１．１．２

标准化人体模型的设定

根据标准 ＧＢ ／ Ｔ １３３５．１—２００８ ［１］ 中标准人体体型

１７０ ／ ８８Ａ 以及男体体型与结构设计的关系 ［２］ ，可以得
到标准化的人体模型，以此作为服装款式标准化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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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基础。 ５·４、５·２Ａ 号型系列控制部位数值为：身高

１７０ ｃｍ，颈椎点高 １４５ ｃｍ，坐姿颈椎点高 ６６．５ ｃｍ，全臂
长 ５５． ５ ｃｍ， 腰 围 高 １０２． ５ ｃｍ， 胸 围 ８８ ｃｍ， 颈 围

３６．８ ｃｍ，总 肩 宽 ４３． ６ ｃｍ， 腰 围 ７２、 ７４、 ７６ ｃｍ， 臀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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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４、９０、９１．６ ｃｍ。 平面的人体模型是通过对三维人体

肩部则略向上与人体分离，这是由于一般男西服上衣

型。 服装款式标准化结构设计中的标准人体模型的人

上都有下摆，故比背面长。 最终结果见图 ２。

模型进行平视投影而得到的，是标准化的平面人体模
体身高为 １７０ ｃｍ。

都有垫肩；西服的一般衣长在 ７５ ｃｍ 左右，且正面理论

服装实物、服装照片或是服装效果图转化成服装

平面款式图都是以客观的人体为基础的。 本课题所设
定的服装平面款式图的绘制参考尺寸是 １７０ ／ ８８Ａ 男
性中间标准体，并且从始至终都遵循三大重要的纬度
线不变，即胸围线（ ＢＬ） 、腰围线（ ＷＬ） 和臀围线（ ＨＬ） 。
所以人体标准化是在人体基本线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 由于参照标准的网格是按 １ ∶１０ 进行缩放，故人体
的缩放比例也是 １ ∶１０。

因为人体身高 １７０ ｃｍ，故在参照标准 － 网格中占

３４ 格；颈 椎 点 高 １４５ ｃｍ， 占 ２９ 格， 从 而 确 定 颈 椎 点
（ ＢＮＰ） ； 背 长 ４２． ５ ｃｍ， 占 ８． ５ 格， 故 确 定 了 腰 围 线
（ ＷＬ） ；坐姿颈椎点高 ６６．５ ｃｍ，是指人坐在椅子上，颈
椎点垂直到椅面的距离，而实际颈椎点到臀围线（ ＨＬ）

的距离是 ６２．５ ｃｍ，占 １２．５ 格，确定了臀围线（ ＨＬ） ；在
第三代 男 装 标 准 基 本 纸 样 中 规 定 颈 椎 点 到 胸 围 线
（ ＢＬ） 的距离为 Ｂ ／ ６ ＋ ９ ｃｍ，大约 ２３．７ ｃｍ，占 ４．７ 格，从

２
２．１

图２

服装款式图标准化的正视图、侧视图、背视图

基础样板的建立
原型的修正
原型根据标准人体制成，第一、第二代男装标准基

本纸样经过多年的使用和教学实践，但随着生活方式
和审美习惯的改变，使得基本纸样产生了或多或少的
不适应因素。 图 ３ 为基础纸样的肩部，从中不难看出
第三代男装标准基本纸样 ［３］ 做成样衣的肩部出现了
向后扭的现象，故需要对肩线进行修正，见图 ４。

而确定了胸围线（ ＢＬ） 。 最终的标准化人体模型，见图

１。

图３

基础纸样的肩部

图４

修正的肩线

具体做法是对前后落肩差做微调，以改善肩背的
造型和舒适性，前肩点在原来基础上下落 ０．３ ｃｍ，后肩
１．２

图１

标准化人体的正面、侧面、背面

点向上抬高 ０．２ ｃｍ，并制作基础纸样，见图 ５。

男西服上衣款式图标准化
男西服上衣款式图的标准化则是在人体标准化的

基础上，保持人体重要结构线，即胸围线、腰围线、臀围
线始终不变，将男西服上衣款式图进行标准化、概念
化，故对款式图的结构设计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但是
通过实验与比较，结合服装的专业特点以及实际的可
行性，本课题的服装款式图设计的标准化的表达是从
正视图、侧视图、背视图出发的。

２．２

图５

修正后的基础纸样

男西服上衣基础样板的结构设计
根据图 １ 建立起的人体标准化，保持人体基本结

在标准化过程中，由于面料的悬垂性以及人体体

构线不变，绘制男西服上衣基础样板，规格如下：衣长

型的特殊形态，导致服装穿在人体上后，衣服的胸围线

７５ ｃｍ，胸围 １０８ ｃｍ，总肩宽 ４４．５ ｃｍ，袖长 ６０ ｃｍ，袖口

略在人体胸围线的下面，在图中用 ｂｌ 表示；在人体的

１５ ｃｍ，领大 ４０ ｃｍ，结构图见图 ６。 由于袖子是常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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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两片袖结构，故在此不再赘述。

３７

纸样结构的绘制
本款西服在基础样板的基础上并未做很大的修

改， 衣身依然是四开身，做了一粒扣戗驳领的设计；袖
子是常规的两片袖结构，在此不再赘述，规格如下：衣
长 ７５ ｃｍ，胸围 １０８ ｃｍ，总肩宽 ４４．５ ｃｍ，袖长 ６０ ｃｍ，袖
口 １５ ｃｍ，领大 ４０ ｃｍ。 最终结果见图 ９。

图６

３

男西服上衣基础样板

服装款式标准化的应用
服装款式标准化的应用主要是从照片、款式图和

效果图到平面样板，三者原理相同，所以本文只对西服
款式图的应用进行叙述。 由于男西服的正面和背面足
以看出西服款式，故只对西服款式的正面和背面进行
标准化，并在建立起的基础样板的基础上，对标准化的

４

款式进行结构设计。
３．１

图９

结

戗驳领西服款式纸样

语

男西服款式标准化为西服纸样的绘制提供了便

款式标准化

利，建立起了从服装款式到服装纸样的桥梁，同时也为

戗驳领男西服上衣款式图见图 ７。 在建立的人体

其他服装款式的结构设计提供了思路。 但是本课题的

标准化的基础上，保持人体的基本结构线不变，建立款

服装款式标准化、概念化的结构设计过程中，还存在很

式标准化，结果见图 ８。

多的不足和缺陷。 如在人体标准化的过程中，查阅了
男子国家标准，但是其中缺乏人体的一些详细尺寸。
还有，在西服基础样板以及服装款式标准化的应用中，
对一些服装规格、松量等是明确控制的。 因此，在没有
约束的条件下运用服装款式标准化的原理进行服装结
构设计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图７

戗驳领西服款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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