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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袖山立体造型到平面图形的展开,对袖山上部线型形态进行纵横剖面解析,找到决定袖山上部线型的纵

横尺寸,并根据面料厚度、缝份倒向构成袖山上部线型的变化;诠释了袖山上部线型长度的构成关系,论证了与袖笼吻合

点间长度差即袖山吃势不是一个定值;该尺寸与诸多因素有关,当某一因素变化时袖山吃势的大小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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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山线型的确定是服装结构技术中的一个难点,
而现有国内外袖山线型的画法不少于百种,有很多画

法中把袖笼弧线当作袖山线型长的依据,并经验式设

定长度的差即袖山吃势。在服装不要求造型尺寸很精

确的前提下,该方法可在某一尺寸范围内应用,而应用

至个性化服装定制中且有更多因素在变化时,就会出

现袖子甚至牵制衣身不平衡。所以在当今这个服装即

将迎来个性化定制的时代,有必要认淸袖山吃势的构

成关系,从而提高服装纸样工作的效率。

1 袖山吃势概念

袖山吃势是袖山与袖笼缝合中,某两点间袖山弧

线与袖笼弧线的长度差运用缩缝处理的量。
设袖笼弧线的长为衣身缝制后袖笼眼的实长,设

袖山与袖笼弧线均为仅除缝份以外的轮廓边线。
图1为衣身袖笼结构示意图。S前、S后 分别为前后

肩端点,C前、C后 分别为前后侧缝点。设袖笼弧线上

P1、P2 分别为袖笼眼高1/2处的位置点。
图2为袖山线型的结构示意图。S 为肩端点,

C前'、C后'分别为袖山底点,为衣身前后侧缝点的对应

点;P1'、P2'分别为袖山眼高1/2的位置点,与衣身前

后袖笼眼高1/2处的位置点相吻合。

SP1'弧线与S后P1弧线的长度差为后袖山袖笼眼

高1/2以上的吃势。SP2'弧线与S前P2弧线的长度差

为前袖山袖笼眼高1/2以上的吃势。P1'C后'弧线与

P1C后 弧线的长度差为后袖山袖笼眼高1/2以下的吃

势。P2'C前'弧线与P2C前 弧线的长度差为前袖山袖笼

眼高1/2以下的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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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衣身袖笼结构示意图

S

CC后′

P1′ P2′

C前′

图2 袖山线型的结构示意图

2 袖山吃势的构成因素

袖山吃势与袖山弧线和袖笼弧线有关[1]。
设定前后衣身的前后袖笼深、前后袖笼宽、前后袖

笼底部线型凹势、前后冲肩、胸宽线、背宽线高度位置

一定的前提下,即衣身的袖笼弧线长、袖笼眼宽、袖笼

眼高、袖笼眼线型一定的前提下,针对袖山眼高1/2以

上线型的构成关系,论述袖山眼1/2以上袖山吃势的

构成因素。袖笼弧线的长为衣身缝制后袖笼眼的实

长,袖笼弧线与袖山弧线均为仅除缝份以外的轮廓边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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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山弧线与袖山线型相吻合。袖山线型是立体袖

山眼的展开,从立体上运用平行线展开法则可得到实

际尺寸。袖山眼的造型一方面与袖笼眼有关,袖山眼

的立体宽与袖笼眼的立体宽相吻合,袖山眼线型与袖

笼眼线型相吻合,袖山眼曲面形态的形成离不开袖笼

眼的曲面形态;另一方面与服装款式、活动量有关。袖

山造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袖山上部造型的变化,袖山

上部造型的不同则影响袖山上部线型的不同。
袖山上部纵剖面线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袖山顶部

纵向尺寸的变化。袖山顶部尺寸源于袖山顶部造型。
袖山上部横剖面线型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位点的变

化,横剖面上对位点的不同会引起纵剖面上线型的曲

率不同。在一定高度上,曲率不同则线型长短不同,即
袖山吃势也不同。

现从袖山上部线型的纵剖面和横剖面,对袖山上

部分线型进行制图尺寸与制版尺寸的解剖。

2.1 袖山上部纵向尺寸的构成因素

袖山上部纵剖面线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袖山顶部

纵向尺寸的变化[2]。袖山顶部线型尺寸与顶部造型有

关,顶部造型的构成与袖笼眼高、袖笼眼上部形态、垫
肩种类、垫肩距肩端的距离、顶部缝份倒向、顶部缝份

宽度、材料的硬度、袖侧纵向轮廓线型形态、袖山顶部

拼缝的隐蔽尺寸及面料转折的蓬松量有关。当其中的

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顶部尺寸的变化。顶部

尺寸在变化,主要体现在袖侧纵剖面线型的变化;纵向

尺寸在变化,袖山线型与袖笼弧线的长度差也在变化,
即袖山吃势也在变化。

2.1.1 制图尺寸

服装制图为服装造型表面的区域平面图形的组

合。平面制版包括制图尺寸和制版尺寸[3]。制图尺寸

为区域平面图形组合的必需尺寸。袖山顶部线型的制

图尺寸与袖笼眼高、袖笼眼上部形态、有无垫肩、垫肩

的种类、垫肩距肩端的距离、顶部缝份的宽度、材料的

硬度、袖侧纵向轮廓线型形态有关。
垫肩的种类不同,袖山顶部线型所需尺寸不同,设

无垫肩、弧形垫肩、方形垫肩在同一袖笼眼上,垫肩垫

出来的量为Δ,即为袖山顶部尺寸,且袖侧角度一定。
当没有垫肩时,如图3中袖侧纵向轮廓线为L1,袖山

顶部尺寸为0;当垫肩为弧形垫肩时,如图4中袖侧纵

向轮廓线为L2,袖与衣身转折交界处线型较平缓,袖
山顶部尺寸为Δ/2;当垫肩为方形垫肩时,如图5中袖

侧纵向轮廓线为L3,袖与衣身转折交界处线型较尖

锐,袖山顶部尺寸为Δ。 可以看出袖侧纵向轮廓线

L1、L2、L3 的线型长度各不相同,L3>L2>L1,当其

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则方形垫肩的袖山吃势大于弧

形垫肩的袖山吃势,弧形垫肩的袖山吃势大于无垫肩

的袖山吃势。

袖侧角度线

L1立体肩丝

立体袖笼线

△

图3 无垫肩袖山上部纵剖面图

袖侧角度线

L2

立体肩丝

立体袖笼线

△

图4 弧型垫肩袖山上部纵剖面图

袖侧角度线

L3
立体肩丝

立体袖笼线

△

图5 方型垫肩袖山上部纵剖面图

材质的硬度对袖山顶部造型的塑造至关重要。材

质硬,塑形程度强,可以支撑肩距袖中线间的宽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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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山顶部线型纵向尺寸大,即袖侧纵向轮廓线型长;材
质软,塑形程度弱,可以支撑肩距袖中线间的宽份小,
袖山顶部线型纵向尺寸小即袖侧纵剖面线型越小。

因面料有一定的厚度,顶部缝份的宽度在人体的

肩部起到支点的作用,缝份的宽度不同,对袖山顶部造

型的支撑作用也不同[4]。顶部缝份的宽度越大,支撑

作用越强,顶部纵剖面线型越长,即袖侧纵向轮廓线型

长;反之,顶部缝份的宽度越小,顶部纵剖面线型越短,
即袖侧纵向轮廓线型短。因面料的厚度有限,该理论

在1cm的范围之类成立。故面料的厚度不同,则袖侧

纵剖面线型越长度不同。
当袖侧角度一定时,如韩版女装因服装造型的需

要,袖山顶部造型越靠近人体,如图6所示L4、L5、L6,
因造型需要靠近人体的程度不一样,线型L4、L5、L6的

长度则不一样,袖侧纵剖面线型也长短不一样。

袖
侧
角
度
线

L4

立体肩丝

立体袖笼线

L5

L6

△

图6 袖山上部同角度不同造型纵剖面图

2.1.2 制版尺寸

拼缝中的隐蔽尺寸、止囗尺寸、转折、曲面、角落、
泡份、归拔、辑线、拉伸、收缩等因素构成尺寸的变化,
都是制版阶段要考虑的。在制版尺寸中,袖山上部拼

缝的隐蔽尺寸与面料转折的蓬松量有关,虽然其值很

小,但却足以构成袖侧纵剖面线型尺寸即袖山吃势的

变化,应当引起重视。
拼缝的方法不一样时,因面料的厚度造成的隐蔽

尺寸则不一样[5]。
坐倒缝是两层面料平缝后,毛缝单边倒。在坐倒

缝纵剖面的线型图中,设面料厚度为●,垫肩距肩端的

距离为▲。图7所示当衣身面倒向袖山面时,袖山侧

面的隐蔽尺寸为7×●+▲;图8所示当袖山面倒向衣

身面时,袖山侧面的隐蔽尺寸为●。

袖笼眼高基准线

拼缝线

袖侧线

图7 坐倒缝衣身倒向袖山纵剖面简易图

袖笼眼高基准线

拼缝线

袖侧线

图8 坐倒缝袖山倒向衣身纵剖面简易图

图9所示分开缝是在两层面料缝合后,毛边向两

边分开。在分开缝的纵剖面的线型图中,袖山侧面的

隐蔽尺寸为4×●+▲。

袖笼眼高基准线
拼缝线

袖侧线

图9 分开缝纵剖面简易图

拼缝的方式不同,袖山顶部因造型的需要,面料在

转折处不能用熨斗进行熨烫[6],因而就有了面料转折

处的蓬松量。面料转折的蓬松量虽然值很小,但不容

忽视。如图10中坐倒缝衣身面倒向袖山面和图11中

的分开缝,袖侧线蓬松量在面料转折处均产生了,一般

蓬松量在0.2cm左右,但在图12中坐倒缝袖山面倒

向衣身面时,则袖侧面的线型没有产生蓬松量。因此,
拼缝方式不同,袖侧线型的蓬松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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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笼眼高基准线 拼缝线

袖侧线

图10 坐倒缝衣身倒向袖山纵剖面图

袖笼眼高基准线

拼缝线

袖侧线

图11 分开缝纵剖面图

袖笼眼高基准线

拼缝线

袖侧线

图12 坐倒缝袖山倒向衣身纵剖面图

因此,在袖山顶部纵剖面的制图尺寸和制版尺寸

中,袖山顶部的造型不同,拼缝方式不同,都会造成袖

侧纵剖面线型的变化,即袖山吃势也在变化。袖山吃

势是随袖山造型变化的一个量。

2.2 袖山上部横向尺寸的构成因素

袖山前后上部线型的横向尺寸,与横剖面线型的

立体宽度包括袖笼眼宽、袖笼眼上部形态,立体厚度包

括立体冲肩、垫肩距肩端的距离、垫肩的造型、袖侧角

度、款式对厚度的设计,线型曲率包括饱满、清秀、严谨

等风格及活动量有关,此外还与拼缝的隐蔽尺寸、面料

转折的蓬松量有关。袖山上部横剖面线型尺寸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对位点的变化,袖山上部横剖面线型尺寸

不一样即横剖面上对位点不同,这会引起纵剖面上线

型的曲率不同,在一定高度上,曲率不同则线型长短不

同[7],即袖山吃势也不同。

2.2.1 制图尺寸

袖笼眼宽、袖笼眼高、立体冲肩、袖侧角度、垫肩造

型均因服装造型而不同。袖山眼宽与袖笼眼宽相吻

合,袖山眼线型与袖笼眼线型相吻合。依据袖山线型

的来源,袖山眼宽由立体袖笼眼宽,袖侧角度及垫肩距

肩端的距离构成,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

会引起袖山眼宽的变化,并与之成正比关系[8]。
在图13中,袖侧角度β<β1,β1 <β2,β、β1、β2 则

对应的袖侧角度线为L7、L8、L9,由直角三角形的对应

关系可得L7>L8>L9,在垫肩距肩端的距离、立体冲

肩一定的条件下,袖侧角度线L7、L8、L9对应的立体厚

为L12、L11、L10,如图可得L10<L11<L12。故袖侧角

度与袖山眼宽成正比关系,同理可得立体袖笼眼宽、垫
肩距肩端的距离与之成正比关系,即袖侧角度在变化

时,立体袖山眼宽也在变化,即袖山上部线型横向尺寸

在变化。

L7

立体肩线

立体袖笼线

L8

L9

β
β1

β2

L10

L11

L12

△

图13 袖山上部不同角度纵剖面图

袖山上部造型的变化,在横剖面上还反应在袖山

顶部线型的曲率上。在袖山立体宽度一定的前提下,
在袖山顶部做一任意的横剖面,如图14所示袖山三条

横剖面线L1、L2、L3,袖山顶部造型饱满时如L3,袖山

顶部造型清秀时如L2,袖山顶部造型严谨如L1,三条

横剖面线线型曲率L3 >L2 >L1,线型曲率越大,线
型越长,则袖山顶部造型饱满时,所需的横向尺寸则越

大,反之则越小。

L1

C

L2

L3

D

图14 袖山上部横剖面图

在制图尺寸中,袖山上部线型的横向尺寸在变化,
则在袖山上部对位点也不同,二者成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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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制版尺寸

设袖笼眼宽一定时,面料厚度为●,图15为坐倒

缝袖山面倒向衣身面时,袖山眼宽小于袖笼眼宽,在制

版尺寸中,衣身面的隐蔽尺寸为3×●,袖山面的隐蔽

尺寸为●;图16为坐倒逢衣身面倒向袖山面时,袖山

眼宽大于袖笼眼宽,衣身面的隐蔽尺寸为●,袖山面的

隐蔽尺寸为3×●;图17为分开缝时,袖山眼宽等于袖

笼眼宽,衣身面与袖山面的隐蔽尺寸同为●。在袖笼

眼宽一定时,缝份倒向不同,袖山眼宽与袖笼眼宽则不

相同,衣身与袖山所需加的横向尺寸也不相同,则袖山

上部线型横向尺寸不一样。
拼缝方式不一样,因拼缝构成的面料转折处的蓬

松量也不容忽视。在拼缝构成隐蔽尺寸的基础上,面
料转折处还要加上相应的蓬松量,则袖山上部线型横

向尺寸不一样。
袖笼眼宽

袖山眼宽

拼缝线

袖横剖面

衣身面

图15 坐倒缝袖山倒向衣身横剖面图

袖横剖面

衣身面

拼缝线

袖笼眼宽
袖山眼宽

图16 坐倒缝衣身倒向袖山横剖面图

袖横剖面

衣身面

拼缝线

袖笼眼宽(袖山眼宽)

图17 分开缝横剖面图

图18为袖山上部线型的1/2纵剖面图。设袖笼

眼宽一定,袖山立体宽度、立体厚度一定时,袖山眼与

袖笼眼的对位点为P,当坐倒缝袖山面倒向衣身面时,
袖山眼宽小于袖笼眼宽,则P 点向内设为P3;当坐倒

缝衣身面倒向袖山面时,袖山眼宽大于袖笼眼宽,则P
点向外设为P2,P2、P、P3所在的线型分别对应为L4、

L5、L6,L4、L5、L6 线型曲率不同,则长短也不同,即袖

山吃势也不同。
A

B P1PP3P2

L4

L5

L6

图18 袖山上部线型的1/2纵剖面图

因此,在袖山上部横剖面的制图尺寸和制版尺寸

中,袖山上部因造型的不同,引起了袖山上部横向尺寸

的变化,表现在袖山上部对位点发生了变化,则造成了

袖山吃势也随之变化[9],故袖山吃势是随袖山造型变

化的一个量。

3 结语

袖山线型是立体袖山眼的展开,袖山线型的形态、
长度与诸多因素有关,当某一因素变化时,袖山吃势的

大小也在变化。袖山眼造型中各因素是因,形成的袖

山吃势是果,不可颠倒。当然在某一面料下,袖山弧线

一定长度内可缩缝的量有限,当超过了限量,必须去调

整构成线型中的某些因素。在个性化服装定制时代的

今天,更加完善地了解袖山吃势的构成关系对于袖子

及衣身的平衡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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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价格被人们快速消费,但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多,要
想获得高销量更应该从产品自身出发。所以,企业利

用品牌代言人进行高效宣传时更应注重自身产品的质

量,而粉丝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进行理性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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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StarEffectonGarmentConsumption
WANGHai-hong,ZHOUJie

(SchoolofFashionandArtDesign,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roughtheTaobaonetworkshoppingplatform,thedatafromclothingproductsendorsedorusedbyastarandsimilar

productswithoutstarlabelwerecollected.Thekeywordsof“starsamestyle”weresearched.Basedonthesalesrank,theinfluenceof

thestareffectonclothingconsumptionwasanalyzedfromage,priceandsalesvolume.Theresultsshowedthatthestarsamestyle

clothesweresuitableforyoungpeople,buttheclothingfortheolderpeoplewasalmostnothing.Inthefrontofsalesrankofthesame

styleclothes,thereweremorewomenstyles,andmostofthemwereclothesandbags.Thefashionandoverallevaluationofthecon-

sumerwas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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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leeveCapEaseforSet-inSle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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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verticalandhorizontalprofilesoftheupperpartofthesleevecapwasanalyzedthroughtheunfoldingfromthe

three-dimensionalmoldingtotheplanefigure.Verticalandhorizontaldimensionsthatdeterminedtheupperlinetypeofthesleevecap
werefound.Accordingtothethicknessofthefabricandthereverseoftheseam,theupperlinetypeofthesleevecapcouldbe

changed.Therelationshipoftheupperlinelengthofthesleevecapwasinterpreted.Itwasdemonstratedthatsleevecapeasewasnot

fixedvalue.Thesizewasrelatedtomanyfactors.Thesleevecapeasewouldchangewiththechangeofcertain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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