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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提出不可展曲面展開法，用電腦輔助設計三維服飾並結合專家經驗自動產生版型。

該法導入服飾設計專家的經驗與知識，提供版型展開拘束條件，利用網格排列靠攏以自動產生

基本版型，以初步降低二維衣版與所設計曲面面積差異量，提高服飾的合身度並創造優美的穿

著曲線。另一方面，也利用專家知識經驗改進腰褶產生公式與流程，並研發肩褶、袖襱褶、脇

邊褶等斜向開褶。藉由局部網格的靠攏，將網格裂縫累積集中至一處，用以模擬傳統版型之開

褶。利用不同開褶位置減少實際輸出衣版與原始設計曲面的差異量，並進行分析以求證各種因

素對版型結果之影響。最後並可輸出至一般二維編修軟體，進行細部編修後，輸出實際的衣版，

供縫製成服飾試穿。 

關鍵詞：版型，展開，褶子，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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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eport, we present a flattening method for developing basic two-dimensional (2D) 

patterns from three-dimensional (3D) designed garments. This method incorporates professional 

pattern development skills for the purpose of automating them. The aim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improve the fittingness of clothing and to produce pleasing figures. For developing darts within a 

pattern, a method simulated by mesh alignment and a reduction in breaks among meshes is also 

introduced. Moreover, methods for developing shoulder, arm-scye, and side darts, based on advanced 

expertise in pattern design, are presented. In such circumstances, darts in those positions can further 

dramatically reduce the global are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D designs and the develope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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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example presented in this report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ttern from several 

aspects. Finally, the digital patterns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can be outputted into commercial 

pattern-editing software to generate actual garments cut/sewn manually from our designs. 

Key Words: garment patterns, flattening method, darts, customized automation 

 

一、前言 

  近年來，隨著個人收入逐漸增加以及生活水準的提高，

現代人對於穿著的要求已不再僅有蔽體與保暖的目的，更需

展現多樣化、獨特性與呈現個人風格，才能滿足現代人的需

求，彰顯曼妙身段或掩飾身材缺失的目標。而隨著電腦的普

及和性能的提升，於服飾設計方面已有發展許多的研究與軟

體，用以加快設計步驟、減少開發成本與展現具體之設計概

念，滿足現代人的種種需求。 

  然而市面上一般成衣通常無法滿足現代化服飾的多樣

化要求，若由使用者自行動手設計，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由

於並未受過服飾設計專業訓練，無法輕易地設計出其心目中

的理想服飾。況且傳統服飾設計上一般是需依據服裝設計師

的設計概念，再搭配打版師與裁縫師的經驗，集結多方面的

知識與經驗，才能將設計的構想實現。 

  另一方面，三維成品的製造，往往來自於平面的材料，

如薄金屬片、皮革、紡織物等等。常見於服裝、鞋業、船舶、

航空等傳統製造業中，從平面的原料出發，切割所需料量與

版型，經擠壓熱處理或拉伸扭曲等變形處理後，建構出最終

的成品。然而日常生活所接觸到的，多是不規則三維曲面，

無法完整的展開至平面；換而言之，若要將不規則曲面展開

至平面上，其中必定會有裂開或重疊的部份產生。曲面展開

可以應用於多個領域，也會面臨到各式各樣不同的不規則曲

面，可能為可展（高斯曲率為零），也可能為不可展（高斯

曲率不為零）。  

  綜合以上所述，為了縮短服飾開發所耗費的時間、人力

成本，以追求服裝的高合身度與展現優美體態目的，本研究

結合了立體剪裁觀念，彙整傳統平面打版經驗數據，導入專

家打版專業知識經驗，融合各方法的長處應用於本研究所開

發之立體服飾自動打版軟體。期許以跨領域整合各種專業知

識，成就客製化服飾設計製作的目標。則使用者即使不具專

業打版師長年的工作經驗，也可將三維的款式設計轉換為二

維的衣版，加以剪裁與縫製以供試穿。可大幅降低生產開發

成本，減少設計試誤時間，提高產品開發或設計的多樣性。

本研究對於任何平面均可進行展開，並且採用開褶來進階處

理其基本展開結果。開褶的方式會依不同演算法或不同的公

式而有不同的位置、份量與長度，本研究開發腰褶的自動產

生公式與流程，並研發肩褶、袖襱褶、脇邊褶等斜向開褶。 

 

二、相關文獻 

  目前發展攤平的研究已經約有將近二十多年的歷史

了，目標為得到曲面展開後的平面樣本（pattern），便於裁

剪後製成最後成品。 

  Redont [13] 的研究提出可展曲面的表示法與變形，而

Farin [6] 與 Rogers 與 Adams [14] 則證明了，任何可展曲面

必須滿足高斯曲率為零的條件。但可展曲面僅限於圓錐與圓

柱等規則的曲面（ruled surface），應用有限，無法推演至

不可展曲面。 

  Aono 等人 [1] 的研究是將一塊布料緊密的貼合到三維

曲面上，如果布料經過曲面分析，得到其高斯曲率有不為零

之處，必定無法剛好貼合三維曲面本身。若高斯曲率大於

零，展開後會有多餘布料產生重疊的現象，便可以褶子

（darts）來解決；若高斯曲率小於零，展開後則會有布料不

足的狀況發生，需要加填布料。開褶步驟首先先將所有的質

點用四角網格型態（mesh）表示，作者假設布料無法伸縮，

則受力時質點之間的距離保持不變，唯有質點間兩兩連線的

夾角會有所改變。Aono 等人提供了同一位置不同的開褶方

式來找出最佳結果，並利用視覺化方法來表現曲面上曲率、

夾角、變形量的差異，對分析研究的成果有所助益。 

  Azariadis 和 Asprathos [2] 的研究先將曲面三角網格

化，決定展開的方向，之後應用展開演算法，在保持三角形

三邊長下，將三角形依序移動至平面上，產生出初始攤開圖

案，再藉由靠攏法則將相鄰的兩列（行）網格之間的距離最

小化。並可實際應用於甜甜圈與鞋楦等三角網格曲面。

Azariadis 和 Asprathos [3] 則採用了保持測地曲率的展開方

法，視網格長度變化為能量，亦採用迭代最佳化法則，找出

符合該能量模型之展開最小能量結果。 

  世界各地亦有不少研究單位將曲面展開與開褶應用於

服飾設計產業上，將立體服飾攤平求取版型，僅列舉經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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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或國際會議的發表的單位介紹如下。 

  首先介紹香港科技大學的 Yuen 教授所指導的研究團

隊，Zhang 和 Yuen [19] 利用人體掃描機取得人體資料雲

點，並利用特徵搜尋建立特徵圍線，然後套用服裝樣板來建

立服裝。其採用多層次的網格點來展現了快速模擬服飾方

法，將模擬過程分成好幾個階段，但僅僅套用傳統的成衣衣

版來展現穿著效果。其後，Wang 等人 [17] 利用最小的能

量法來計算最佳化的三維網格展開結果，盡量縮小展開前後

網格總面積的改變量以及網格長度的總變量，並將其表面展

開演算法應用在服飾設計與製造業的領域上。在 2004 年的

文獻中，Wang 等人 [18] 則先計算三角網格曲面上各點的

近似高斯曲率，若有節點（node）大於所設定的閥值時，代

表該點處需要開褶，再於該點計算裂縫至曲面邊界，由三角

網格邊緣所組成的最短路徑，然後依照此路徑剪開並展開至

二維平面上。 

  英國皇后大學團隊也在此領域研究多年，McCartney 等

人 [10] 年提出多個的曲面近似三角網格展開成為二維的

版型的方法，並考慮若服飾採用褶子和墊料會產生的改變，

建立出能源模型，以便探討三角網格展開時，需保持其邊緣

所需之應變能（strain energy）。McCarney 等人 [11] 注意

到那時研究的主題大多集中在發展互動性系統，缺少衣版在

軟體中展現外形的研究，衣版常會因褶子、縫份、邊界等因

素而改變外型，因此在虛擬人台上，將左前半身的軀幹當作

是左前片的衣身，將左前半身三角網格化，並設定初始無袖

上衣樣式，之後將其展開並加入褶子模擬其垂墜效果，使系

統能提供生產用的衣版。同年 McCarney 等人 [12] 提出特

定三維曲面展開成最佳二維版型的方法，利用最佳化演算

法，求取三維曲面展開成平面版型所需要的最小能量。在進

行計算時，特別考慮特定曲面脫離非可展曲面的維度，由編

織所造成的各方向拉伸應變（tensile strain）以及剪力應變

（shear strain）以及預測編織物的能量分佈。 

  南韓漢城國際大學團隊的 Kang 和 Kim [7] 利用標示在

人臺上的格線作為衣服上的網格，使用幾何的限制去調整衣

身曲面形狀，將包含前後半身的無袖上衣曲面分割成數十個

網格，考慮非等向性材質展開為衣版，各區域間產生類似傳

統衣版褶子的外形，並可依照開褶後實際裂開量的大小，決

定是否開褶並控制開褶的數目。三年後，兩位作者又延續之

前研究，發表新的研究成果 [8]，歸納整理打版師的經驗，

建構出一套完整的衣版產生系統，以每一網格作為運算基

礎，並可以依照預測各網格所受剪力的大小，決定是否在該

處開褶或是使網格變形以符合衣版外型的完整性。之後 Sul

和 Kang [15] 仿效立體剪裁的概念，並依照自己發展的網格

裁切演算法，發展出一套虛擬的立體剪裁系統。在虛擬環境

場中，將布料披於數位人臺上，建立布料懸垂時所產生的褶

皺，以投影裁切的方式將多餘的布料剪去，並提供立體剪裁

在身體表面的編修功能，用來實現虛擬立體剪裁，但該法並

無法檢測版型縫製後是否可穿。 

  從以上文獻可以發現，各個研究團隊的目標大致相同，

均為「服飾設計的自動化」，本團隊進行的研究與多數團隊

最大不同處，在於使用實體真人掃描建立數位真人模特兒，

據此個人化設計資訊產生衣版，並由同一人試穿，同時本研

究更加入服飾打版專家的知識與經驗，訂定各種版型之基礎

拘束條件，以提高製造自動化可行性。研究總方向如圖 1

所示，本研究可承接先前研究：數位真人模特兒 [16] 與

NURBS-based 的三維款式設計 [4]，亦可另輸入服飾曲面，

兩種不同資料來源均可經由本研究展開成為平面版型。而本

研究之成果亦可輸出至市售打版軟體，以分別建立真人試穿

與虛擬試穿管道，真人試穿可驗證本研究結果是否合理，亦

可回饋給設計師，修正服裝款式設計。虛擬試穿可供消費者

預覽著裝效果，亦作為動態服裝秀的基礎。 

 

 
 

圖 1. 三維服飾設計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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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架構 

  本研究目標是發展一套服飾設計自動版型產生與自動

開褶軟體，將電腦輔助三維設計軟體所設計出來的服飾 [4] 

加以展開至平面上，並進一步將平面網格分區局部靠攏，以

減少網格彼此的間距，縮短版型輸出和設計上的差異，作為

服飾設計至實際輸出縫製成衣的中繼橋樑。 

  自動版型產生流程如圖 2 所示，由三維服飾設計軟體

Design3D [4] 所設計的衣身曲面，經網格化產生衣身曲面網

格後，再配合結構化人體資料點 [9]，透過內定預設值與拘

束條件，自動產生初始版型，其間種種預設與拘束條件均參

考來自服裝打版專家所提供的建議與經驗。 

  自動產生初始版型時，先決條件是網格展開過程不得重

疊，盡可能減少網格和網格之間的裂縫，以保持最緊靠程

度。並依照不同的版型目標需求，來決定是否要對衣版進行

開褶以及在何處開褶。利用不同褶子搭配組合（腰褶、腰褶

搭配脇邊褶、腰褶搭配袖襱褶、腰褶搭配肩褶或單開脇邊褶）

進一步減少網格裂縫。 

  所產生的版型加以編排花案位置，以使前後版型圖案連

貫，可用來預視三維服飾上之圖案；或可加上縫份、版型邊

界平滑化等後處理，輸出成衣版供裁切與縫製；亦可輸入至

市售商業二維版型設計軟體進行細部編修。 

 

四、專家知識彙整 

  本研究定義基本版型為衣長過腰且長及臀圍以下之版

型，若缺少臀圍尺寸則常造成小腹圍或臀圍份量不足無法實

際穿著，本研究提出的基本版包含了衣身前後片，為了美觀

與縫製，打版經驗上要求有五： 

1. 中心線保持直線，或中心線與腰線保持直線且直交； 

 
 

圖 2. 自動版型產生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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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領圍線與肩線的交點處近直角； 

3. 肩線與袖襱線的交點處近直角； 

4. 袖襱線與脇邊線的交點處近直角； 

5. 領圍線與後中心線的交點處近直角。 

  說明如圖 3(a) 所示。本研究採用第一項經驗作為版型

展開的基本要求，其餘經驗將由軟體在展開靠攏過程中，自

行產生。 

  在傳統服飾訂作流程中，欲取得繪製平面衣版各部位的

尺寸，需用皮尺或布尺等量測工具，取得人體各部位特徵之

圍長或距離，才能依其尺寸繪製平面衣版。而電腦化立體服

飾設計，則直接利用三維掃瞄機掃瞄人體後，經特徵搜尋處

理取得人體結構 [16]，其所有特徵長度均能忠實唯一的取

得，但在衣版製作上，除了人體具備的特徵之外，服裝也有

其特徵點或特徵圍線，如頸圍線、胸圍線、腰圍線、臀圍線

等…，著裝時這些特徴是否相對符合人體特徵所在？相對圍

線長度能否相匹配？均會影響服裝在穿著時的合身度，在平 

 

 
(a) 腰褶 

 

(b) 肩褶加腰褶 (c) 袖襱褶加腰褶 (d) 脇邊褶加腰褶

 

圖 3. 基本版型圖示 

面衣版的製作上同樣也需要優先考慮這些特徵的表現。 

  平面衣版製作時，首先取得衣身的三維曲面資料及身體

相對特徵位置資訊，產生曲面近似網格攤平後展開排列，進

行靠攏建立基本版型。考量到衣版縫製以及合身曲線需求，

需根據打版專家的經驗，訂定不同的拘束條件建立版型。以

下僅以 1/2 上衣前後片來說明引入專家知識的拘束設定，以

及衣版展開時的特徵點、特徵線相對於三維衣身上的位置。

本研究之衣著專有名詞及其在平面衣版與立體穿著上之相

對位置，如圖 4 與 5 所示。 

1. 1/2 前片基本版：1/2 衣身前片曲面展開時，規定中心線

與腰線直交且均為直線，據此剩餘網格往中心線與腰線

依序排列靠攏。由數位人體特徵點計算最接近衣身曲面

點，可得衣身的乳尖點（bust point）、前片腰褶起終點、

前腰線，供褶子產生用，其相對位置資訊標示於圖 4。 

2. 1/2 後片基本版：同樣的 1/2 衣身後片初始展開時，保持

中心線與腰線直交且均為直線，作為靠攏之拘束條件，

據此剩餘網格往中心線與腰線依序排列靠攏。根據數位

人體特徵點，計算最接近衣身曲面點，可得衣身的後腰

褶起終點、後腰線，供褶子產生用，其相對位置資訊標

示於圖 5。 

  除基本版型外，本研究在開褶方面亦彙整出腰褶

（waist-fitting dart）（圖 3(a)）、基本上衣肩褶加腰褶      

（圖 3(b)）、袖襱褶加腰褶（圖 3(c)）、脇邊褶加腰褶       

（圖 3(d)）等開褶組合，供使用者選擇。不論是腰褶、袖襱 

 

 
 

圖 4. 左前半身衣身前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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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左後半身衣身前片展開 

 

褶、肩褶或是脇邊褶，為了美觀考量避免實際穿著時造成尖

點，其褶子終點一般均距離乳尖點約 2 cm，且各褶裂開邊

緣均為直線，以方便縫製。 

  如圖 3(a) 所示，連身衣前片之腰褶起點與終點分別在

臀圍至腰圍長的 1/3 高度再往上 2 cm 和乳尖點往下約     

2 cm，而後片腰褶起點為臀圍至腰圍長的 1/3 高度，後片腰

褶終點則為肩胛點以下 2 cm。 

  袖襱褶、肩褶或是脇邊褶等褶其轉移方向如圖 3 所示，

均以乳尖點為中心，將部分的布料沿著遠離中心線的方向旋

轉，可由開褶的部位區分為肩褶（圖 3(b)）、袖襱褶       

（圖 3(c)）、脇邊褶（圖 3(d)）。 

 

五、研究方法 

  圖 6 展示兩個結構化數位人體，分別是由一位 40 歲的

中年婦人（Model 1）和一位 22 歲年輕女性（Model 2）之

掃描資料建構而成，其人體外型輪廓可參照圖 6(a)、圖 6(b)、

6(c)、圖 6(f)、圖 6(g) 與圖 6(h)。由圖 6(b) 可看出 Model 1

相較於 Model 2，其小腹較為突出，且前半身較缺乏曲線變

化。而兩位 Model 三圍則如表 1 所示，圖 6(d)、圖 6(e)、     

圖 6(i) 與圖 6(j) 則是經由三維服飾設計軟體Design3D所設

計出來的服飾，為本次研究分析之對象。 

  以下小節依照整體流程（圖 2），依次介紹本研究之展

開原則、腰褶產生方法，與袖襱褶、肩褶、脇邊褶產生之方

法。 

 

 

  
 

  

Model 1 

(a)人體正視圖 (b)人體側視圖 (c)人體斜視圖 (d)服飾前方 (e)服飾背面 

Model 2 

     
 (f)人體正視圖 (g)人體側視圖 (h)人體斜視圖 (i)服飾前方 (j)服飾背面 

 

圖 6. 數位人體與服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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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數位人體三圍資料表 

 胸圍 腰圍 臀圍 

Model 1 87.8 cm 70.3 cm  92.1 cm 

Model 2 88.1 cm 72.1 cm 100.4 cm 
 

（一）展開原則 

  本研究探討將立體服飾曲面的近似網格展開成平面，處

理獨立網格進行靠攏堆砌建構衣版。因此，在展開或是靠攏

時均需考慮在衣版製作上的目標，除了要盡可能減少網格和

網格之間的縫隙之外，還需要確保近似曲面的所有網格總面

積不變。本研究提出以不變形網格的二維碰撞檢測法，避免

網格展開過程產生重疊，更保持最緊靠程度。換言之，目的

在實際輸出縫製展開後的衣版時，不致出現因網格重疊而導

致版型總面積較衣身曲面表面積小，造成實際著裝的困難，

於是根據此原則將會產生網格間的間隙，使得二維衣版較三

維設計要更為寬鬆。 

  本文提出不變形網格的二維碰撞檢測法，除了容易掌控

網格的移動和建立彼此座標關係外，亦可以應用在後續的貼

圖，方便取得材質座標，以建立貼圖不變形法則 [5]。 

  本研究所發展的展開方法是以網格做為展開的基本元

素，而且展開的對象為已參數化的網格曲面 Puv，令網格曲

面上的各個頂點為 Puv，則展開時以曲面上相鄰的四個頂點

Puv、Pu+1,v、Pu,v+1、Pu+1,v+1在 u-v 平面上構成一個二維的四

邊形網格，如圖 7 所示。展開的步驟分為網格攤平、排列與

靠攏三部份，說明如下。 

  平面網格的攤平過程確保每個三角網格全等於近似網

格曲面上對應的網格。本研究直接計算原始網格的幾何特

徵，再直接在平面上重建出全等的網格，不需經由旋轉矩陣

的運算，求得的幾何特徵在往後網格的位置調整與誤差分析

時可重覆使用。 

 

 
 

圖 7. 網格展開示意圖 

 

  重繪平面上每個網格後，產生出 M×N 個平面網格，由

於在原始曲面上已記錄了各個網格之間的鄰域關係，因此展

開後的網格可以藉由原有的鄰域關係進行初步的排列，排列

後的網格間保持彼此不重疊。 

  網格的靠攏可以更進一步減少網格間的間隙，在不產生

重疊的前提下將網格依特定的方向移動靠攏。靠攏的動作包

含對網格平移與旋轉，可分為行基準靠攏與列基準靠攏兩

種，前者是以特定行做為限制條件，網格依序向該行靠攏，

後者則是以特定列做為限制條件，網格依序向該列靠攏。 

（二）腰褶產生 

  為了要減少腰圍部分的網格間距，本研究開發一套類似

傳統衣版開腰褶的步驟來達其目的。在逐步介紹網格靠攏來

產生腰褶之前，為了解說上的方便，先以衣身前片為例，定

義衣身特徵上的符號所代表之意義（參照圖 8(a)）。 

  根據前一節所提供的打版經驗設定前片腰褶起點與終

點，且維持起點、終點以及乳尖點網格屬於同一行網格。後

片則因無肩胛點存在，則以前片乳尖點的對應網格視為肩胛

點，並維持起點和終點以及肩胛點網格在同一行網格。依照

上列定義，可將前片網格分為四個子區域，如圖 8(b) 數字

標示所示。區域 1 為腰褶終點所在列網格以上，所有網格所

構成的子集合，區域 2 則是腰褶起點、終點所在列和中心線

所圍成的網格子集合，區域 3 由腰褶起點、終點所在列和脇

邊線所圍成的網格子集合所構成，除了以上所述的區域，剩

下的網格子集合便是區域 4。 

 

 
(a) 連身衣前片特徵示意圖    (b) 網格群分區示意圖 

 

圖 8. 連身衣前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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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應用各區域網格靠攏的拘束條件，以達到自動產

生腰褶的目的。靠攏順序及其拘束說明如下。 

1. 保持中心線鉛垂，進行區域 2 靠攏。 

2. 保持中心線與區域 4 上緣網格直交為拘束條件，進行區

域 4 靠攏。 

3. 區域 3 網格進行旋轉、平移、靠攏，以產生腰褶，此部

份將詳述於後。 

4. 最後分別以腰褶起點和終點所在列以及中心線為靠攏雙

拘束條件執行區域 1 和 4 靠攏。 

  為了詳述區域 3 產生腰褶的過程，在此對傳統衣版的開

腰褶方式進行簡單的敘述，開完腰褶後理想的圖形如圖 9

所示。其中 L1 與 L2、L3 和 L4 原本為同一條線，故理想中的

腰褶為兩個等腰三角形所構成。而打褶的份量 D1 的求取，

為了服飾穿著上美觀的考量，經過將服裝設計與打版專家的

知識經驗匯整後，可得到一簡單的公式，即是腰褶份量 D1

等於開完腰褶後胸腰之水平間距 D2'，亦或是等於腰臀水平

間距 D3'。故腰褶的產生份量亦可說是將開腰褶前的胸腰之

水平間距D2或是腰臀水平間距D3平均分配給區域 3的左右

兩側。換句話說，腰褶的產生的目的便是將前半身胸圍和前

半身腰圍或是前半身腰圍和前半身臀圍的差距平均分配給

區域 3 的左右兩側。而將上列敘述用數學式表示如下： 

 

}{
2
1' ........21 GWFHGBFH DDDD −==  （1） 

 
或是 

 

}{
2
1' ........31 GWFHGBFH DDDD −==  （2） 

 
  其中，DH.F.B.G. 為左前片之胸圍長，DH.F.W.G. 是左前片

之腰圍長，DH.F.H.G. 則是左前片之臀圍長。 

  區域 3 的靠攏流程如下： 

1. 在衣版初始展開版型後，選取 Ω1 和 Ω2 的網格區域子集

合。 

2. 將脇邊線網格拉直為一鉛直線，再以拉直的網格為基

準，對 Ω1和 Ω2的網格區域子集合進行靠攏。 

3. 依照公式（1）或（2），計算出 D1 數值大小，對 Ω1 的

網格區域子集合旋轉 θ1角。 

 

 
 

圖 9. 腰褶理想份量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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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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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過旋轉之後的 Ω1網格子集合，可能會和下方的區域 4

網格子集合產生重疊或裂縫的現象，為了 Ω1和區域 4 網

格之間不會有重疊並減少兩者之間的縫隙，故對 Ω1和區

域 4 網格再進行靠攏一次，靠攏時會保持脇邊線為一直

線。 

5. 對 Ω2的網格區域子集合全部網格旋轉 θ2角，再用類似步

驟 4 的方式，對 Ω2的網格區域子集合進行靠攏。 

 

)
)()'(
)()'((tan

43

431
2 PyPy

PxPx
−
−

= −θ  

 

6. 最後對區域 1 的網格進行靠攏，減少區域 1 的網格和 Ω2

的網格區域子集合間的空隙或是避免兩者間重疊的現

象，至此便完成腰褶。 

（三）袖襱褶、肩褶、脇邊褶產生 

  袖襱褶、肩褶、脇邊褶可減少衣身在肩部與袖襱附近的

網格裂縫長度，根據專家知識經驗，以乳尖點為中心，如同

腰褶般產生近似等腰三角形的褶子，縫製後可產生凸型曲

面。本研究所探討的曲面網格排列靠攏，除了像腰褶般可進

行同一行或同一列網格的區域靠攏外，亦提供選擇區域網格

集中靠攏功能。被選取的區域網格靠攏後，將累積各單一網

格間的縫隙，使得間隙集中至被選取的區域和未選取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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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產生傳統衣版上的褶子。 

 

六、實驗結果 

  本節評估自動版型與自動開褶產生的結果，提出以面積

大小及縫合線長度進行評估，並展示從衣版到製作試穿過

程。 

（一）基本版型展開 

  首先網格經行基準展開後可得圖 10(a)，中心線取直後

得如圖 10(b)，再尋找三維網格上邊長總和中最長的一列

（longest row），以該列為準，所有網格對其進行旋轉，如

圖 10(c)，再將所有網格以該列以及中心線該行進行拘束條

件不動之列基準靠攏，如圖 10(d)，最後計算外邊界內包的

總面積，與原始三維曲面近似網格表面積做比較，設定相差

若超過總近似面積的 5%，則必須進一步處理使之小於 5%

之規定。 

  進階處理的方法有建立褶子或是採取區域靠攏方法，來

減少網格間的縫隙，對最長列以上的網格子集合進行區域靠

攏，分別以乳尖點所在行為基準取乳尖點右上方區域內的網

格逐一旋轉，如圖 10(e)，再以中心線與最長列為基準，將

該區域內的網格進行行基準靠攏，便可得到如圖 10(f) 自動

產生的前片版型。 

  若只以中心線為基準行靠攏，可得圖 11(a) 的結果，若

同時以腰線與中心線為基準行列，並保持該兩線為直交的直

線，則可以得到圖 11(b)。而由表 2總面積差異量可知圖 11(b)

以中心線為基準行的靠攏結果較佳，同時保持兩種限制條

件，可以有效的降低總面積差異量至 3% 左右。若要進一步

減少總面積的差異量，則必須要採用開褶的方式，將網格分

區靠攏，此一部份將詳述於之後。 

  除了面積差異可供分析版型結果之外，另一方面也須考

慮實際輸出成衣版時的縫合問題，分屬前後片的肩線與脇邊

線理應等長，才能縫製提供試穿。從表 2 可得知，在三維設

計上，Model 1 在前後片的肩線長度差就約有 2 mm；而

Model 2 在三維設計上，幾乎肩線沒有差距（小於 1 mm），

則其展開結果之前後片肩線亦幾乎沒差異。平均而言，前後 

 

 
圖 10. 衣身前片產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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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中心線為基準 (b) 同時以腰線與中心線為基準

 

圖 11. 衣版前片兩種版型展示 

 

表 2. 1/2 衣身前後片不同版型版型面積（單位：mm2） 

 1/2 衣身 近似網格面積 中心線和腰線直交

前片 147183.66 151115.73 

差異百分比 0% 2.67% 

後片 1532.7597 157360.23 
Model 1 

差異百分比 0% 2.66% 

前片 166389.27 174785.16 

差異百分比 0% 5.05% 

後片 156252.36 160159.30 
Model 2 

差異百分比 0% 2.50% 
 

片肩線的差距均在 2 cm 左右，有待改進。同理，前後片之

脇邊線也須等長，可由表 3 發現，前後片的脇邊線長亦是約

有 2 cm 的差距，可能導致縫合上的困難。 

  該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是原始設計的衣身幾何曲面是

NURBS 的不可展曲面，展開攤平排列成二維網格時，在網

格不重疊前提下，不可能完全沒有裂縫，所以裂縫較大的版

型，其縫合線亦較長；此外，前後片衣身曲面的平坦程度不

同，產生版型的拘束條件亦不同，以中心線或以腰線為基 

 

表 3. 1/2 衣身前後片不同版型之肩線長度（單位：mm） 

Model Model 1 Model 2 

1/2 衣身 前片 後片 前片 後片 

三維近似網格邊線 106.23 103.90 94.30 94.61 

中心線和腰線直交 120.89 101.30 100.82 100.44 
 

準，如此導致逐漸累積的網格間距造成距拘束條件最遠端的

網格堆疊零散造成邊線長短不等的現象，故而發生前後片的

縫合線長度不一的情形。 

  而觀察表 2 與表 3，可分析不同版型拘束條件產生的結

果。其中可發現，以亞洲女性模特兒為基礎，建構出的結構

化人體模型，所產生的基本衣身，因不同拘束條件導致產生

的前後片縫合線長度並不一致，縫合上可能有困難。其原因

可能來自兩位 Model 身材比例的不同，導致三維衣身曲面

平坦程度有所差異。而版型展開時，衣身各部位之拉伸程度

並不一致，故縫合線長度也有所差異。由此可推論不同身材

之 Model 適用於不同版型的服飾，需依個人體型選擇版型

拘束條件，才能造出個別最接近原始曲面面積的服飾版型。 

  衣身後片也可依照前片版型產生的方式，藉由選擇取直

中心線或是同時取直中心線和腰線來產生出兩種版型，如  

圖 12 所示。 

（二）腰褶產生之實驗分析 

  圖 13 展示實際開腰褶前後之網格接點間隙分佈圖，如

色尺所示，白色表示網格接點間隙 0 mm，黑色則為 5 mm

灰色漸層則介於其間。網格分區靠攏前後的效果可見表 4。

由衣版面積的數據上來看，初始展開後，前片外包面積較原

始曲面大了 2.99%，而後片則大了 3.51%。開腰褶後，前片

升至 3.47%，後片降至 2.91%，由圖 13 與圖 14 可以發現， 

 

  
(a) 以中心線為基準 (b) 同時以腰線與中心線為基準 

 

圖 12. 衣版後片兩種版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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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衣身前片腰褶產生前後網格裂縫分佈 

 

 

 

 
 

圖 14. 衣身後片腰褶產生前後網格裂縫分佈 

 

在腰部並未能有太大的裂縫堆積，導致開腰褶後，整體網格

總面積不降反升。而從圖 6(b) 可以發現，在所設計之人體

在前半身，由於小腹較為突出，故前半身較為接近圓柱面，

不甚合適於開腰褶。反觀後半身，由於後腰部有明顯的凹

陷，使得衣身後片在展開時，腰部有大量的裂縫堆積於腰部

上下（見圖 14），以致於開腰褶後有明顯的改善。由此可

知，若腰部曲面較為平坦，則不甚合適於開腰褶，若具有相

當之起伏，則開腰褶後可以減少版型外包面積和原始三維網

格總面積的差異。 

（三）褶子搭配之實驗分析 

  前節已經分析證明了褶子的產生對衣版的裂縫總和以

及面積差異量有降低的趨勢，故本節採用各式褶子的搭配來

探討其成效。 

  藉由服飾打版專家的經驗可得知，褶子基本搭配可有以

下四種： 

1. 腰褶搭配脇邊褶； 

2. 腰褶搭配袖襱褶； 

3. 腰褶搭配肩褶； 

4. 只開脇邊褶。 

  圖 15 為上述四種褶子搭配在連身衣的結果，而詳細數

據如同表 5 所示。從上節的數據資料延續，使用本研究方法

加開腰褶後，版型外包面積有稍稍提升，若加上本節的各種

褶子配合，由數據可發現腰褶加上脇邊褶之效果最佳，將面

積誤差由 3.47% 降至 2.38%，從此一數據以及觀察       

圖 15(a)，可以推論脇邊褶可以有效降低在脇邊與袖襱部位 

 

     
(a) 腰褶加脇邊褶 (b) 腰褶加袖襱褶 (c) 腰褶加肩褶 (d) 單開脇邊褶  

 

圖 15. 衣身前片 



 

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 第六卷 第三期 民國九十九年 

                                                        

 

52 

表 5. 1/2 連身衣前片各種褶子比較表 

 面積(mm2) 差距百分比 

近似三維網格總面積 177996.86 0% 

展開後外包面積 183324.02 2.99% 

開腰褶後面積 184168.50 3.47% 

腰褶+肩褶 183214.17 2.93% 

腰褶+袖襱褶 183584.72 3.14% 

腰褶+脇邊褶 182240.09 2.38% 

脇邊褶 181391.14 1.91% 
 

的誤差；相較於開脇邊褶，腰褶加肩褶或是腰褶加袖襱褶之

結果，均能較只開腰褶的版型面積誤差來的小，將面積誤差

降至約 3% 左右。最後一組數據是只開一個脇邊褶，由數據 

上來看，此一方式為最佳的選擇，可以將版型的誤差降至

1.99%。延續上一節的推論，由版型來看，初始版型誤差多

累積於袖襱與脇邊一帶，若不開腰褶，只開脇邊褶，正好是

對症下藥，將版型面積誤差減至最低。 

 

七、討論 

  本研究乃是階段性成果，仍有部分問題待解決。綜合前

一節之實驗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初始展開的結果已將版型

面積和原始衣身面積誤差降至 5% 以內。進一步的採用開褶

方法，可將面積誤差降至 3% 左右。但各人體型不同，衣身

曲面凹凸程度也有所差異，導致開褶不一定能對症下藥，亦

有開不適當的褶子導致面積差異不降反升的情況。何種體型

該採用何種開褶組合，有待進一步分析衣身曲面曲率，與多

方嘗試更多不同人體模型進行歸納分析，建立出更詳細之開

褶規則，可作為未來相關性延伸性研究的探討。另一方面，

目前衣身各部位縫合線不一定等長，導致縫合時可能會有非

預期的皺褶產生，此問題須額外增加拘束條件，確保不同衣

片縫合邊等長。同時導入最佳化程序，視縫邊為彈簧，計算

整片衣片之拉伸與剪切能量，預期可消弭此一縫合線不等長

問題。 

  一般電腦輔助設計軟體對於展示具貼圖的三維幾何物

件容易產生變形失真，尤其在模型邊緣接縫處更為明顯  

（圖 16(a) 標示處），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建立物件貼圖不

變形的基礎，我們以展開後的網格獨立貼圖，可產生如    

圖 16(b) 的結果。此兩種貼圖結果相較之下，可發現一般傳

統材質貼圖時，多數僅能對一平面或是規則曲面進行貼圖，

若是應用在不規則曲面上，便會有如同圖 16(a) 的貼圖扭曲 

  

 
(a) 一般傳統材質貼圖之結果 

 

 
(b) 配合展開法貼圖的結果 

 

圖 16. 貼圖結果 

 

情況發生。圖 16(a) 前半身在中心線位置附近，較為接近平

面，故扭曲情況不嚴重，但隨著遠離中心線，漸漸往脇邊線

靠近時，曲面漸漸彎曲，貼圖的扭曲情況越是顯而易見，尤

其在脇邊線上最為明顯。但是若是經由本研究的展開法來進

行貼圖，便可如圖 16(b) 避免上述之扭曲情況發生。 

  從虛擬到實質面的考量上，本自動打版軟體提供HP-GL

格式與 DXF 格式之實際尺寸（full-size）輸出，以銜接工業

界電腦化製衣流程，圖 17 展示具腰褶之連身衣前後片，以

DXF 格式輸出至 AutoCAD 讀取的結果。圖 18 展示整體立

體服飾主要程序，將三維立體設計曲面（圖 18(a)），此一

設計為深 V 領之基本上衣，展開至平面上自動產生開褶版

型 （圖 18(b)），並可將其實際輸出版型縫製試穿（圖 18(c)），

可藉此實作探討本立體服飾專案在工業應用上之可行性。相

較於傳統版型公式所產生的服裝（圖 18(d)），本研究產生

的服裝較為寬鬆，領口在肩線挖開的位置及深 V 領在前中

心下降的份量與傳統手工打版相較，和三維立體設計圖的穿

著效果較接近較為正確；另因實際輸出版型縫製試穿時，斜

向與橫向褶子展開方式尚未完成，所以尚無袖襱褶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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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衣版以 DXF 格式輸出於 AutoCAD 中展現結果 

 

而導至前袖襱尺寸過大，若如圖 18(b) 照片所示抓一袖襱褶

會使成品較合身。目前本研究所產生的服裝之合身度尚未臻

完善，尚有改進空間。可將試穿結果經分析整理後，提供未

來設計與打版研究上持續改進之依據。 

 

 

 

八、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研究藉由展開 NURBS 曲面的三維服裝原型，開發一

套自動版型產生軟體，整合服裝設計專家打版的專業知識，

建立區域靠攏的拘束條件，不但避免網格重疊的不合理現

象，更藉此集中裂縫自動產生腰褶、肩褶、袖襱褶、脇邊褶，

並大幅減少原設計和產出衣版在面積上的差異。利用近似曲

面的網格群，建立展開與靠攏的機制與原則，開發一套自動

版型產生軟體，以迅速自動的產生可用的二維版型。 

  植基於本研究現階段的研究成果與執行流程，期望未來

可開發各種不同款式的三維設計服飾曲面，結合專家知識經

驗以自動產生客製化版型，達到可以直接輸出縫製試穿的目

標。 

  本研究仍有諸多未竟的工作尚待完成，包含改善網格靠

攏的演算法，建立最佳化靠攏評估方法，增加前後片縫合線

控制，提高穩健性。此外，加入領形、袖型、裙型、與褲型

的專家衣版的產生，達到可以直接輸出縫製試穿的目標。同

時並進引入 Trimmed NURBS Surface 的展開處理，使衣版

邊界有明確更佳的結果產生。由於本研究在設計衣身上採用

NUBRS 曲面，在袖襱和領圍附近的曲線均為圓弧狀近似曲

  
(a) 三維服飾設計軟體中設計服裝款式 (b) 利用本研究展開成版型 

  
(c) 展開版型實際試穿 (d) 傳統版型公式所產生之服裝試穿 

 
圖 18. 三維服飾電腦設計至輸出縫製後著裝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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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因此在實際應用上已有變形的情況發生，若改用

Trimmed NURBS Surface 則預期可減少該不合理的狀況發

生。另外，本研究尚有前後片縫合線不等長的狀況，若要解

決此一問題，須得將邊緣網格邊長設為拘束條件，確保其長

度等長，並將網格邊長視為彈簧，計算其拉伸與剪切能量，

最小化其能量，則可預期消弭縫合線不等長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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