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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紧体鱼尾裙最佳合体美感与人体下肢行走的最小尺度存在着关联性,根据鱼尾裙鱼尾展开处位置的

不同,通过对鱼尾展开处人体的部位进行测量分析来确定鱼尾展开处围度大小的范围值,以确保穿着者既满足基本的行

走又达到穿着合体性,显示出女体曼妙身材曲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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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尾裙是指裙体呈鱼尾状的裙子。收腰包臀的紧

体设计勾勒出女性圆润臀部到修长大腿曼妙优雅曲

线,往下逐步展开成鱼尾。上半身的合体部分展现女

性独有的S优美曲线身材,下半身的裙摆犹如美人鱼

般婀娜多姿,使纤细的腰肢与撑起的胯部形成对比[1]。
鱼尾裙比任何一款裙子都彰显女人的优雅、性感、凹凸

有致的魔鬼身材。近几年,随着女性对穿着服装的合

体性要求越来越高,高级定制日益盛行起来。紧体的

鱼尾裙因为有提升臀部轮廓的效果,不仅在婚纱和礼

服中受到很多女性的青睐,在日常装也倍受小仙女们

的追捧。

1 紧体鱼尾裙的结构特点

紧体鱼尾裙结构上的特点是要保证“鱼肚”的三围

合体,即腰部、臀部及大腿中部三个围度呈合体造型。
因鱼尾展开处的位置不同,鱼尾展开处的围度也会不

同。我们都知道紧体型鱼尾裙穿起来身材很好看,但
它不同于别的裙子那样行走方便自如,腿部也不能做

大幅运动。紧体鱼尾裙上半身合体部分跟西服裙差不

多,但鱼尾裙不能像西服裙那样通过在裙摆开衩和收

褶的方式来改善人体运动行走的舒适度。
对于鱼尾展开处位置和鱼尾展开的围度尺寸大小

既要先满足人体穿着行走舒适度的最小尺度,又要满

足鱼尾展开处围度值要小于臀围的数据,才能突显腰

部到鱼尾展开处这段身材部位的曲线。在高级定制

中,因为鱼尾裙上体完全贴合的设计,通常要对顾客的

曲线和身体各部位尺寸进行精准测量。针对紧体鱼尾

裙的鱼尾展开处的围度值大小,制板师往往都是依靠

经验和测出的数据先进行裁剪试作,通过反复多次试

穿调整修改,最后达到客户穿着最佳版型效果[2]。试

穿修改的次数决定于制板师经验的多少,试穿修改次

数的增加不仅给客户带来麻烦的感受也会让她们质疑

师傅们的技术。

2 紧体鱼尾裙结构的影响因素

在鱼尾裙的设计中要符合“既实用又美观”的原

则,既要满足人体运动行走又要合理设置展开鱼尾处

的围度数据,主要有几个因素的影响。

2.1 步幅

步幅是行人步行时的主要特征。步幅为一步的距

离,以脚的中心算,如图1所示。根据人体工程学原

理,人在自然行走时,两腿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夹角a。
夹角的大小一般在30°左右,成人正常行走步幅大约在

64cm左右;夹角a 的值越大,步幅也就越大[3]。

2.2 鱼尾展开处围度大小与步幅的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人体呈自然状态下的走姿,裙摆

宽松,穿着舒适。这时下摆的裙摆围会大于臀围,呈A
字型裙型。由于紧体型鱼尾裙上半部的贴合设计会让

腰围至臀围再到鱼尾展开处紧体贴体,鱼尾展开处的

围度值必须要小于臀围才能满足紧体鱼尾裙结构造型

特点,但人体行走时就会受到阻碍。鱼尾展开处越合

体,围度值会越小,行走就会越不方便,行走的步幅随

之变小[4]。

2.3 鱼尾展开处位置变化与展开处围度变化关系

如图2所示,紧体鱼尾裙鱼尾展开处位置一般设

计在臀围 HL 线以下至膝围KL 线之间,不会超过膝

围线。从图3中可以看出人体臀围到膝围之间的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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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越来越小。鱼尾展开处离臀围越近,展开处的围

度数据就会增大,步幅也随之增加,人体穿着行走就越

舒适;反之鱼尾展开处离膝围越近,展开处的围度数据

就会越小,步幅也随之变小,人体穿着行走就越来越不

方便。如果超过膝围线,而膝围以下的腿围越来越细,
鱼尾展开处的围度也会越来越小。紧体鱼尾裙在人体

站立不动姿势时不会有问题,但却无法行走运动。因

为人在行走时,会做屈膝的动作,膝围需要加一定运动

量。所以鱼尾展开处超过膝围线时鱼尾展开处的围度

会大于臀围的数据,只能做成宽松式A字型造型的鱼

尾裙。

步幅

a

图1 步幅

HL

KL

图2 鱼尾展开位置范围

ML

HL

TS-1

TS-2

KL

图3 鱼尾展开处围度变化

3 紧体鱼尾裙展开处位置和围度结构设计

3.1 紧体鱼尾裙的鱼尾位置设计

紧身鱼尾裙的鱼尾位置是根据设计需要而定的,
一般在臀围以下至膝围线之间。最常见的设计位置在

膝围线,这样会显得上半身修长。不管鱼尾展开处设

计在臀围以下至膝围线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要准

确地测量从人体的腰节至鱼尾展开处的长度数据来作

为结构制图的依据,如图4所示。鱼尾裙的鱼尾展开

处造型有水平的、斜的、不对称的、前短后长的等,都以

最短的鱼尾展开处为准。

3.2 鱼尾展开处围度结构设计

紧体鱼尾裙常用在婚纱和礼服高级定制中,对人

体的贴体性要求很高。很多制板师会根据鱼尾展开处

的位置,先在展开处测量人体并腿站立时的净腿围大

小,再根据经验在腿围大小上增加人体的运动量。制

板经验技术取决于成衣试做中修改调整的次数。根据

所给鱼尾展开处的位置,先让人体迈开较小步幅(即人

体行走运动静态姿势下),用皮尺在展开处围成一圈,
让人体在皮尺围着一圈的状态下进行行走,不断地调

整皮尺一圈的围度大小,让人体在不同围度下试行走

感受皮尺对腿部运动造成的阻碍,最后得到最终围度

数据,也是人体行走所需的最小极限步幅,如图5所

示。这样不管鱼尾展开处位置在哪,都可以通过这个

办法找到较佳的围度数据,从而减小调整修改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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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展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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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鱼尾展开的长度

图5 测量鱼尾展开处最小围度

3.3 片裙和节裙两种结构的紧体鱼尾裙成衣效果

实验数据:模特身高165cm,净腰围64cm,净臀

围88cm。鱼尾展开处设在人体的膝围线上。测试出

模特行走状态下能承受在膝围线上最小的围度数据70
cm,即鱼尾展开处的围度数据。再测量从腰节到鱼尾

展开处的长度是50cm。

3.3.1 紧身八片结构鱼尾裙设计

八片鱼尾裙结构制图如图6所示,用白坯布试作

后让模特穿着正面图效果如图7所示,模特穿着行走

的侧面效果图如图8所示。成衣在鱼尾展开处的围度

为70cm,如图9所示,跟一开始测量的围度一致,模特

穿着行走没有问题,鱼尾的三围贴合设计符合。

H/8

W/8

鱼尾展开处
围度/8

裙
长

-腰
宽

50
18
-2

0

图6 八片鱼尾裙结构

图7 八片鱼尾裙正面穿着效果

3.3.2 两片节裙式紧体鱼尾裙设计

两片节裙式紧体鱼尾裙上半部是两片式包裙结

构,鱼尾展开处是横向断开分割线,下面拼接扇形荷叶

边,如图10所示。节裙式鱼尾裙结构制图如图11所

示,模特穿着效果如图12所示,裙体的上半部分呈紧

身合体效果,模特可以较自如的穿着行走。

3.3.3 成衣效果对比分析

鱼尾裙一般常以片裙结构或节裙结构进行结构设

计。以上两个设计在数据不变情况下,结构制图方法

分别是片裙结构和节裙结构方式裁剪缝制,鱼尾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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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围度都是在模特膝围线上采用的最小极限围度。
两种结构裁剪出来的成衣穿着效果的舒适度差不多,
都不影响行走。唯一不同的是两片式节裙鱼尾裙只能

将鱼尾展开处围度与臀围的差值收到侧缝量。侧缝收

的量过大,侧缝线过斜,成衣会出问题。所以该两片节

裙结构不太适合臀围大,腿又细的人群做紧体鱼尾裙,
不过可以减少侧缝量,转变成宽松型鱼尾裙。而片裙

结构鱼尾裙可以将鱼尾展开处的围度与臀围的差值平

均收到每个纵向分割线上,片数越多,紧身鱼尾裙的人

体穿着的贴合效果越好。

图8 穿着行走的侧面效果图

图9 成衣中鱼尾展开处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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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展开处

图10 两片节裙式鱼尾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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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展开处围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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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两片式节裙鱼尾裙

图12 两片式节裙鱼尾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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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人体行走运动静态姿势下,根据鱼尾裙鱼尾展

开处的位置,用皮尺绕着两腿一圈测量鱼尾展开处围

度数据,通过缩小放大调整皮尺一圈数据,让人体试着

步行后可最终得到最小围度。因为紧体鱼尾裙对人体

穿着合体性要求很高,而人体下半身数据差异及每个

人对行步阻碍承受力的感受不同,使用该方法确定鱼

尾展开处的围度更适合高级定制。该方法可以方便简

捷地得到紧体鱼尾裙鱼尾展开处最佳围度,它以人为

本,因人而宜,大大减小了后期成衣调整修改的次数,

基本上一两次就可以达到最终效果,且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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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SettingofUnfoldingPosition
ofFishTailandCircumferenceforTightFishtailSkirt

ZE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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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connectionbetweenthebestfitfeelingoftightfishtailskirtandtheminimumstepofhumanwalk-

ing,accordingtothedifferentunfoldingpositionoffishtail,therangeofcircumferenceofthefishtailskirtwasdeterminedbymeas-

uringthehumansizeofunfoldingpositionoffishtail.Itcouldmeetbasicwalkingrequirementandensurethefitness.Thewonderful

bodycurveoffemalecouldbe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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