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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女装装袖袖山结构创意设计方法和立体裁剪技巧,总结了袖山设计创意方法和思路,用立体裁剪的方

法,制作并记录各种创意袖山造型结构的步骤和方法。为女装袖山造型设计和立体裁剪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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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子是上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袖山又是袖子的

最关键部位,袖山的结构造型变化直接对上装的廓型

变化和服装整体形象产生重要影响。袖子与衣身的结

构关系主要有三种:装袖、插肩袖、连身袖。本文研究

装袖袖山结构设计创意及立体裁剪方法。

1 袖山结构的影响因素

袖山是袖子臂根围以上的结构,形状似山。袖山

高即上臂围到袖山顶点的高度,它根据上肢内外长度

的差量而定,并根据袖子造型的立体程度发生变化。
袖型越立体合身,袖山越高;袖子越宽松平面,袖山越

低。袖型是指由于袖山高的改变,引起袖围的变化,从
而形成的袖子外形,袖山高对袖型是个很关键的制约

因素。袖笼是指服装在人体手臂沿肩部的切线,是衣

身与袖子的弧线相吻合的切线及部位。以肩凸点为肩

和袖连接的基准点,确立肩、胸背宽、胸围部位之间的

机构关系。肩凸点与胸凸点不同,属于动态凸点,上肢

下垂肩凸点为最大值,随着手臂伸展幅度增大,肩凸点

逐渐减小,肩凸点突起幅度与上肢动态幅度成反比。

2 袖山结构的设计原则

2.1 袖笼及肩袖结构适体性原则

袖山及袖笼是服装结构最复杂的部分,它的结构

设计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欧洲维多利亚时期服

装的袖子是和衣身分开的,穿着的时候再组合在一起,
所以要让袖笼部分的结构适合人体活动的需求,同时

又要满足审美的需求。

2.2 服装整体设计及风格原则

袖山结构及廓型直接对服装整体廓型和风格造成

重要影响,如T型、Y型、O型、X型等廓型和袖型及袖

山息息相关,在设计袖山和袖子造型的时候,一定要着

眼于服装整体廓型,再进一步进行袖山结构细节设计。

3 袖山结构创意设计方法

3.1 折叠、扭转创意设计

利用面料的特性和立裁手段,改变面料原有的平

面结构关系,通过折叠和扭转等方法,创造一个新的立

体的空间关系。这个创意方法的难点在于不仅需要创

造新的造型,在有限的袖山上进行结构创新和裁剪,还
需要让新造型适应复杂的袖笼结构,所以在设计制作

的过程中需要反复试验,直至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见
图1)。

3.2 褶皱、褶裥创意设计

通过层叠、抽褶、抽皱等方法可以获得比较大的空

间,这样能够创造出耸肩袖的效果,这种造型的袖口设

计可以配合袖山的造型,进行适当紧缩,以创造出上大

下小的整体袖型效果。如有必要,还可以在肩部垫上

垫肩或其他填充物,制作起来更加容易,袖山造型也会

更加饱满、立体(见图2)。

3.3 剪切、破缝结构创意设计

利用袖山由顶点到侧面以及到前后面的单个空间

的转折,在此建立空间分割和重建,把原本的一个空间

通过剪切后重新构造,建立袖山新的空间层次和造型。
此种方法可以以袖山为起点,延伸运用到整个袖身和

袖口(见图3)。

3.4 几何结构创意设计

利用几何结构的大刀阔斧,创造一个前卫、未来感的

袖山结构,比如用圆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等进行拼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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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袖山造型适合几何感的概念型服装设计(见图4)。

  (a)   (b)   (c)   (d)   (e)

图1 折叠、扭转袖山设计

(a)   (b)   (c)   (d)   (e)

图2 褶皱、褶裥袖山设计

(a)   (b)   (c)   (d)   (e)

图3 剪切、破缝袖山设计

(a)   (b)   (c)   (d)   (e)

图4 几何结构袖山设计

4 袖山结构创意立体裁剪

4.1 折叠、扭转袖山结构立体裁剪之一

款样见图1(b)。准备一块坯布75cm×90cm(直
纹),在1/2宽度上画线(袖中缝线)并标注直纹,在距

离上布边25cm处画出一条水平线(上臂围线)。
(1)把坯布放在人台手臂处,袖片中线对准人台手

臂侧中线,袖片上臂围线对准手臂上围线,用针固定肩

侧点,见图5(a)。
(2)整理并固定前袖山第一个褶皱,位置在袖中线

的前方,调整褶皱的大小和宽度到最佳状态,注意留出

褶皱起始端的空间并使其适应人体和袖笼弧度的转

折,见图5(b)。
(3)整理并固定前袖山第二个褶皱,与第一个褶皱

呈并列并最终交叉于袖中缝,调整两个褶皱大小和造

型,使前袖山位置的空间和弧度自然顺滑。剪切两个

褶皱的末端,开口约3cm,见图5(c)。
(4)整理并固定后袖山第一个褶皱,使其和前袖山

对应,褶皱起始端顺滑自然,空间感饱满,转折过渡自

然。
(5)整理并固定后袖山第二个褶皱,并调整两个褶

皱的造型、大小和角度。
(6)调整四个褶皱之间的造型和关系,使其饱满、

顺滑,并适应袖笼弧度和转折见图5(d)、(e)。
(7)修剪袖山上半段多余坯布缝份,立裁袖山下半

段,修剪余量,倒扣逢份别合袖山和袖笼。
(8)别合袖底缝,查看袖肥,确认后修剪多余量并

用划粉在前后袖片标注袖底缝位置和对位点,把整个

袖子缝份倒扣别合好后检查并调整,确定袖长位置,见
图5(f)。

(9)把衣片和袖子取下,别合腋下十字交叉位,见
图5(g)。

(10)用划粉标注袖片净线,取下袖片修正版型,并
放缝修剪余量。重新别合衣片和袖片并检查,见图6
(a)、(b)、(c)、(d)。

4.2 折叠、扭转袖山结构立体裁剪之二

款样见图1(d),准备一块坯布80cm×55cm(直
纹),在1/2宽度上画线(袖中缝线)并标注直纹,在距

离上布边25cm处画出一条水平线(上臂围线)。从底

部沿袖中线剪开到上臂围线下5cm处。
(1)把坯布放在人台手臂处,袖片中线对准人台手

臂侧中线,袖片上臂围线对准手臂上围线,用针固定肩

侧点,沿袖中线从底部开始剪开,剪到第一个折叠褶皱

的位置,见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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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袖片对准手臂      (b)立裁第一个褶

(c)立裁第二个褶      (d)立裁第三、第四个褶

(e)调整褶皱         (f)立裁袖底缝

(g)别合腋下缝

图5 折叠、扭转袖山之一立裁步骤

(2)折叠出第一、二个交叉省,整理肩点处袖山造

型和弧度,用针固定,见图7(b)。
(3)剪切刀口,折叠并整理固定第三个交叉省,见

图7(c)。
(4)重复步骤(2)、(3),立裁出剩下三个交叉省,调

整省的造型和间距,以及袖山空间和饱满度,修剪袖山

余量,别合袖中缝,见图7(d)。
(5)立裁袖山下半段,修剪余量,倒扣缝份别合袖

山和袖笼。别合袖底缝,修剪余量,标注袖底缝线,倒
扣并别和袖底缝,确定袖长,检查袖型。

(6)把衣片和袖子取下,别合腋下十字交叉位。
(7)用划粉标注袖片净线,取下袖片修正版型,并

放缝修剪余量。重新别合衣片和袖片并检查,见图8
(a)、(b)、(c)、(d)。

(a)完成图正面        (b)完成图侧背面

(c)完成图背面        (d)平面展开图   
图6 折叠、扭转袖山之一立裁效果

4.3 褶皱、褶裥袖山结构立体裁剪

款样见图2(b),准备坯布90cm×45cm(斜纹),
并在1/2宽度上画双排线标注布纹为斜纹。

(1)坯布放在人台手臂处,将坯布斜纹线对准人台

手臂外中缝,坯布上缘高出肩侧点约10cm。用针固

定坯布上部和左上、右上,并留出适当吃量,见图9(a)。
(2)左右手同时提起袖片位于前胸宽和后背宽位

置,并整理出袖山部位第一个褶皱,并用针固定,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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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a)打开剪刀口      (b)立裁前两个交叉省

(c)立裁第三个交叉省     (d)立裁剩余交叉省

图7 折叠、扭转袖山之二立裁步骤

(a)完成图正面        (b)完成图侧面

(c)完成图背面       (d)平面展开图  
图8 折叠、扭转袖山之二立裁效果

(3)重复步骤2并整理出第二层褶皱后固定,两个

褶皱之间的距离和空间以及褶皱的角度需要调整并把

控好。
(4)重复以上步骤并整理固定第三层褶皱,从多个

角度调整三个褶皱之间的距离和空间以及倾斜度,直
至从肩部到袖山造型完整、结构紧凑、比例合适,然后

修剪袖山周围多余坯布,见图9(d)。
(5)立裁袖山弧线并别合整个袖山和袖笼袖底缝,

查看并确定袖肥,用划粉标注袖底缝线位置,修剪多余

袖底缝份。
(6)别和袖底缝,并标注对位点,标注袖口线位

置,见图9(e)。

(a)对准基线       (b)立裁第一个褶

(c)第一个褶前面       (d)立裁其余褶

(e)立裁袖底

图9 褶皱、褶裥袖山立裁步骤

·44· 纺织科技进展            2018年第10期     




(7)把袖子和衣片取下并别合腋下十字交叉部位,
标记所有缝线,然后展开并修正袖片,修剪缝份。

(8)将修改好的袖片重新别合在衣片上并检查,见
图10(a)、(b)、(c)、(d)、(e)。

(a)完成图正面     (b)完成图侧面

(c)完成图背面     (d)后侧细节

(e)平面展开图

图10 褶皱、褶裥袖山立裁效果

4.4 剪切、破缝袖山结构立体裁剪

款式见图3(b),准备一块坯布80cm×60cm(直
纹),在1/2宽度上画一条垂线(袖中缝线)并标注直

纹,在距离上布边25cm 处画出一条水平线(上臂围

线)。
(1)把坯布垂直于地面放在人台手臂处,袖片中线

对准人台手臂侧中线,袖片上臂围线对准手臂上围线,
用针固定袖片左上和右上部分在人台后背和前胸处,
从顶部沿袖中缝剪开9cm,见图11(a)。

(2)立裁并固定袖山顶点。折叠前后袖山,在袖围

线位置固定折叠量;弯折袖山弧线处折叠量,折叠前后

袖山搭缝,调整袖山造型使其顺滑、饱满,见图11(b)、
(c)、(d)。

(3)修剪袖山处多余量,倒扣上半部分袖山弧线并

和袖笼线别合,立裁并别合下半段袖山弧线和袖笼线,
见图11(e)。

(a)上端打开剪刀口      (b)弯折后袖山

(c)折叠后袖山        (d)折叠前袖山

(e)别合袖笼线

图11 剪切、破缝袖山立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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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别合下半段前后袖折叠量。别和袖底缝,标注

袖底缝线并修剪余量,倒扣并别和袖底缝,确定袖长,
检查袖型。

(5)把衣片和袖子取下,别合腋下十字交叉位。
(6)用划粉标注袖片净线,取下袖片修正版型,并

放缝修剪余量。重新别合衣片和袖片并检查,见图12
(a)、(b)、(c)、(d)、(e)。

(a)完成图正面    (b)完成图侧面

(c)前侧面细节    (d)侧面细节    (e)平面展开图

图12 剪切、破缝袖山立裁效果

5 结语

通过对袖山结构造型的研究和立体裁剪的操作,
总结出:有些袖山造型更适合立体裁剪方法,这些结构

有很强的随机性,而且造型会根据丝纹的变化产生很

大变化,如果通过平面裁剪很难做出好的效果;有些袖

山的结构既适合立体裁剪也适合平面裁剪,可以利用

平面裁剪的原形法进行结构变化。在设计上,关键在

于打开思路,打破固有思维,多去寻找设计灵感,尝试

用立体裁的思维去寻找灵感和设计方法,有了好的创

意要及时用纸笔记录下来,并且尽快进行立裁尝试,第
一时间把想象的创意转变成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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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reativedesignmethodsanddrapingcuttingtechniquesofsleevecapstructureforwomen'swearwereintroduced.
Variouscreativedesignmethodsandthoughtofsleevecapweresummarized.Thestepandmethodsofvariouscreativesleeve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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