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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数字化服装手段辅助虚拟服装设计,能在设计过程中直观感受到服装的整体效果,便于及时调整以提高

设计效率,最终达到理想的模拟状态。以藏族元素为灵感设计民族风格系列服装,将数字化服装设计软件CLO3D的虚

拟试衣技术应用于服装设计之中,实现服装虚拟展示,继而提升虚拟服装设计的可行性,推动民族元素服装设计的不断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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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计算机技术

的革新为服装行业孕育了数字化服装的发展空间和远

景,数字化服装也成为服装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CLO3D等数字化

软件具有的直观性、快捷性、准确性、易操作性能够帮

助设计师节省完成服装效果图及进行虚拟服装展示的

时间,将数字化服装技术运用于设计过程中能够提供

更生动精确的虚拟服装效果。

1 数字化服装及CLO3D平台简介

数字化服装的产生需要借助数字化设计软件,它
们可以满足从平面效果图到动态三维模拟效果图的实

现,通过数字手段和计算机技术创作具有空间美感的

效果图。这种全方位的立体三维效果给服装带来了现

代美感,带给设计师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原本

二维的服装转化为三维也能够更清晰地表达设计师的

设计思路。服装设计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也符合时代

的发展需求,数字化技术在服装行业中的应用是信息

化、数字化时代下对服装艺术表现手法的重要补充,将
抽象的、分散的流行趋势与具体的服装元素充分结合,
优化了服装设计的设计程序[1],越来越精确的模拟水

平能较好地还原面料颜色、肌理效果、挺括度与透明度

等,可省去原本制作样衣这一步骤,节约了服装制作成

本,提高了效率,为企业大规模生产带来便捷。

CLO3D软件功能丰富,操作便捷,模拟效果较真

实,其中的人体模特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参数设置,达到

模拟的准确性;二维纸样窗口与三维虚拟服装窗口相

对应,便于随时调整服装造型;褶锏、抽褶等功能可以

快速实现服装的立体造型;虚拟服装的悬垂性较好,面
料可通过属性设置减少差异性;通过动态走秀展示可

全方位观察服装的合体程度,反复调整版片,得到最理

想的虚拟服装效果。

2 藏族风格系列服装设计

《藏·蕴》系列服装,设计灵感来源于绚丽多彩的

藏族传统艺术唐卡,从其颜色和图案两个方面吸收灵

感进行设计。
传统服饰图案与色彩为数字化服装设计提供了很

好的素材,虚拟现实、数字技术等开始逐渐运用至服装

设计中,推动着少数民族服饰的转型发展[2]。唐卡作

品大都用色大胆且浓郁,提取其中富有活力的红、橙
色,搭配蓝色产生出对比效果,形成视觉冲击。唐卡神

像图案绘制精细,在设计时对图案采用变形、分割的手

法,服装应用上根据款式需要改变图案所占面积的比

重,协调疏密关系,呈现出充满民族风格的装饰效果。
在廓形设计上,服装大都以 H型为主,在较传统、

正式的款式基础上进行细节变化,融入荷叶边和织带

元素,来增强女性的柔美与曲线美,织带穿着时可随着

人体摆动产生动感。整个设计将服装的实穿性与美观

性相结合,让民族服装焕发出新的色彩(图1)。

3 虚拟服装设计与模拟实现

以《藏·蕴》系列服装中的一套为例,通过CLO3D
软件展示虚拟服装设计的整个过程,体现出数字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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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快捷、直观、易操作的优势,以及传统服装与现

代科技相融合后的时尚感与观赏趣味性。

图1 《藏·蕴》系列服装效果图

3.1 建立人体模型

人体模型是虚拟着装的主体,要根据服装款式、材
料等元素的需要建立与之对应的人体模型,其尺寸、姿
势和体态在服装虚拟展示中显得尤其重要[3]。选择一

款系统中自带的女性虚拟人体模特,在虚拟模特编辑

器中根据需要选择模特的体型,调整模特的肩宽、胸
围、腰围、臀围等尺寸数据,得到符合要求的女性模特。
为使静态时能呈现出最好的服装效果,将模特调整为

手臂张开的动作,以展示服装手臂处织带的悬垂性。
最后依据期望的效果为模特选择合适的皮肤、发型和

鞋子,完成人体模型建立步骤(图2)。

图2 建立人体模型

3.2 服装版样制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平台二维纸样设

计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在智尊宝纺CAD数字

平台上进行服装的二维纸样设计,绘制好服装款式结

构线、省道线、褶皱线等内容后,导出为CLO3D虚拟

服装平台可以读取的 DXF格式文件。将二维纸样

DXF文件导入在CLO3D软件后,版片出现在与虚拟

模特对应的二维纸样窗口,同时也可直接在二维纸样

窗口上对导入的板片进行调整或直接绘制新的板片,
省去了再回到CAD平台修改的过程。

不同于平面结构绘制的褶裥,利用CLO3D软件提

供的褶裥处理的命令,可以快捷地实现褶裥的立体造

型。利于褶裥设计效率的提高[4],使用翻折褶锏工具

对上衣进行处理,形成风琴褶的效果。使用线段缝纫

褶皱工具,在板片抽褶处标记(图3)。

图3 导入板片

3.3 虚拟服装的缝纫

在二维纸样窗口中,将裁片拖动到与三维模特对

应的人像投影处,选择自由缝纫工具依次缝纫板片的

省道、前后片、侧缝、肩带条、装饰条、衣片裙片下摆等

部分。选择调整板片工具,框选需要重复的板片,单击

右键选择复制,复制已缝纫好的板片可以避免再次缝

纫而产生错误,再单击右键选择镜像粘贴,得到需要的

另一部分板片,完善两组板片的缝纫并检查缝纫线的

对应顺序是否正确。
在三维模特所在的虚拟化窗口处点击重置2D安

排位置,让板片置于人体前方,点击显示安排点工具,
可以根据服装对应的人体位置安排好板片。用选择、
移动工具选择板片,点击虚拟模特身体上对应的安排

点进行3D安排,板片安排完成后可显示3D缝纫线来

观察有无缝纫或安排错误。在仔细检查无误后点击模

拟工具进行三维服装试穿,可用抓手拖动服装进行调

整(图4)。

3.4 虚拟服装的面料选择

将需要的面料添加到物体窗口,调节纹理、颜色、
透明度等基础属性,再调节其强度、张力、密度、悬垂性

等物理属性,反复试验模拟出面料的真实感,以达到逼

真的立体效果(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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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拟服装

图5 设置面料属性

图6 设置图案属性

现代服装的独特性更多的是依赖面料和图案的创

新,本系列服装的重点是对唐卡神像图案的创新应用,
汲取民族元素并应用于现代服装之中,打破服装原本

的单调乏味,增添更丰富的民族色彩。除了CLO3D
平台上自带的一些基础面料图案,还可以使用贴图工

具按照需要添加图案来装饰服装面料。在设置之前需

先用Photoshop工具将所需要的图片抠出来,并保存

为PNG格式[5],使用贴图(2D板片)工具在板片内部

贴上面料图案,再通过调整贴图工具调整它的大小、角
度和位置,得到理想的图案效果(图7、图8)。

图7 单套服装模拟效果图

图8 系列服装模拟效果图

3.5 虚拟服装展示

虚拟服装设计完成后选择合适的动作进行动态模

拟,借助CLO3Dshowplayer可进行动态服装展示,其
中照明、视角、服装、舞台等可根据服装展示效果的需

求进行交互调整[6],这种三维T台服装秀真实地模拟

了服装展示效果,可以及时发现并调整服装在面料质

感、色泽、悬垂性上存在的问题,体现设计者的设计思

路和意图,发挥服装的创造性和融合性,将服装的款

式、颜色、图案等亮点充分展现(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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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动态展示图

4 结语

基于CLO3D对藏族风格系列服装进行虚拟服装

设计,介绍了从建立人体模型、板片制作、虚拟缝纫、虚
拟面料设置到虚拟服装展示的数字化服装制作过程,
最终呈现的动态虚拟服装展示效果生动且立体,凸显

出三维服装设计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自由设定、按需

调整、立体效果、动态展示等优势。藏族唐卡元素与虚

拟服装设计相结合是民族风格服装的一次创新,传统

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为传统服饰注入了新鲜血液,
提升了时尚感和现代感,更易被大众所接受,也为后续

的服装制作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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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DisplayofTibetanStyleClothingBasedonCLO3D
CHENYue,ZHOULi*

(SchoolofTextileandClothing,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useofdigitalclothingtoassistvirtualclothingdesigncouldintuitivelyfeeltheoveralleffectoftheclothinginthe

designprocess,facilitatetimelyadjustmenttoimprovedesignefficiency,andfinallyachievetheidealsimulationstate.InspiredbyTi-

betanelements,theethnicstyleclothingwasdesigned.ThevirtualfittingtechnologyofdigitalclothingdesignsoftwareCLO3Dwas

appliedtotheclothingdesigntorealizethevirtualdisplayofclothing.Thefeasibilityofvirtualclothingdesignwasenhanced.Thecon-

stantinnovationofethnicstyleclothingdesignwaspromoted.

Keywords:CLO3D;virtualclothing;3Dsimulation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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