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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礼服是在较正式场合穿着的服装，每个文明历程都产生过独特的礼服样式和文化，成

为一种文化标志。现代礼服在体现国际流行趋势的同时，依然继承传统样式和文化，展现

独特而深厚的礼服魅力
[1]
。礼服就像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越来越彰显出时尚、多姿、华

丽、诱人的艺术魅力。

本次毕业设计以女装礼服为研究对象，结合“裂变”的设计主题，利用雪纺、缎纹、

蕾丝等面料的不同特性，使用褶皱法、垂荡法、叠加法、撑垫法等不同的造型手法，采用

国际上流行的立体裁剪手法，根据礼服设计适体性、功能性、适用性、审美性、艺术性的

原则，设计并制作出符合审美规律的一系列礼服作品。在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化过程中，充

分体现出礼服多变的轮廓外形、丰富的造型技巧和多样的装饰手法等特点。

本次毕业设计，是一次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锻炼，也是一次将大学三年所学知识进

行综合运用的锻炼。通过此次设计实践，既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水平，也丰富了设计经验，

为今后的设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女装；礼服设计；造型；立体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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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效果图（见图 1）
图 1 “裂变”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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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说明
（一）灵感来源（见图 2）

远处蔚蓝天空下,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拂过脸庞时，预示着

又一个丰收的季节来临了。

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动人的庄稼。她好似一个婴儿，在风的摇篮中一天天地长大、

成熟，麦熟一晌，青麦在自然温暖的摇篮中变换着颜色，当麦子褪去青衣，碧浪变成了金

波，一波又一波裂变着……

麦田总会给我们无限的启示与灵感，漫天的麦浪，无边的田野……，给人一种开阔、

自由、奔放之感。每条麦穗总以那么饱满的状态诠释着自然无限的生命力，让人们感受到

了生命的力量。

那时的天是那么蓝，地是那么黄，周围一切静悄悄的，只有风儿在轻轻地诉说，只有

树叶在窃窃私语，只有白云在悠闲地飘来飘去，只有天、地和大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这里已然构成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图 2 “裂变”灵感来源

（二）设计构思

本系列礼服设计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在整个系列中采用了不同的造型手法，例如褶

皱法、垂荡法、叠加法、撑垫法等，为了提升服装的艺术效果，使面料本身的潜在美感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胸、腰等局部对面料进行了二次设计，通过流畅的线条和简洁的造

型强调了礼服的时尚性，同时，在设计中结合亮片、流珠等装饰手法，为整个系列礼服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效果达到了极致。

在色彩上，为了表现出“裂变”的效果，本系列礼服以金灿灿的小麦色为主，用不同

明度、纯度的黄色进行协调配比，诠释着色彩的魅力，整体协调、统一，有一定的视觉冲

击力。

在面料上，选用柔软的雪纺面料与弹力丁面料相互搭配，利用面料再造和重复手法，

赋予织物风貌和格调以新的感观，表达出精细、典雅、华贵的形象。同时，为了凸显礼服

的修形感，里料选用坚硬的缎类面料，起到支撑作用。

在结构上，主要以立体裁剪为主，利用分割、褶裥等手法，结合人体体型，使礼服达

到修形美和线条美，体现出女性温雅中不失个性，个性中不失性感，突显女性优美的身姿

和高雅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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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艺书
（一）款式一

1. 服装平面效果图（见图 3）
图 3 “裂变”款式一服装平面效果图

设计说明：

此款服装设计

所表现出来的创意

效果犹如一颗饱满

的麦穗，成熟而充

实，线条流畅，曲线

迷人，经典时尚。

版型上，用结合

人体工程学的立体

裁剪进行制作，比例

协调，形态优雅。

主题：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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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装白坯布试样过程
（1）服装白坯布试样说明
立体裁剪是服装设计效果实施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实际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由于其具有直观性、实用性、适应性、灵活性、易学性等特点，所以，无论是高

级定制还是普通裁制服装，立体裁剪已经成为制作服装样板的基本工艺之一，也是国

内外服装生产制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立体裁剪，是将面料覆合在人体或人台上，将面料通过分割、折叠、收省、抽缩、

提拉等技术手法制成预先构思好的服装造型，再按服装结构线形状将面料或纸张剪切，

最后将剪切后的面料或纸张展平制成正式的服装纸样
[2]
。

在完成服装的过程中，往往依赖立体裁剪和平面裁剪的相互辅助来完成，在开始

准备坯布时，首先依据平面裁剪的经验完成大的框架结构，以控制材料的浪费，再进

一步通过人台来实现造型需要[3]。由于立体裁剪得到的版型达不到完美的结构制图所需

要的规范性，所以还需将其在平面状态下进行修整，以进一步完善。

立体裁剪的基本操作流程如下：

确定款式、款式分析；

选择人台，人台补正；

选择坯布，用布量取；

绘制基础布纹线，整烫用布；

初步造型；

造型确认，标点描线；

连点成线，平面整理；

假缝试样，造型补正；

扫描或拓印纸样。[4]

本次毕业设计即采用立体裁剪的方法来进行操作实践。

款式说明：此款礼服廓型属于陶瓶型裙，胸、腰合体，突出臀围，收紧膝围；前

身斜向分割，胸部为纵向叠褶装饰，下摆为不对称斜摆，从裙身分割线到下摆做褶边

装饰；后身为基本直裙结构，斜下摆，裙长至膝围以上。其设计重点除了造型上的特

色外，主要在前胸面料肌理上寻求变化。将面料进行有规律的反复折叠起褶，形成丰

富、舒展、连续不断的纹理状态，通过褶纹排列，为礼服增加了几份现代感，表现出

优美的体型，性感、干练，青春中混合成熟的韵味[5]。

操作步骤：

①裙前片：在人台上贴出款式造型线，由于是左右不对称裙，故需要将整个前片

整体立裁。先做基本裙，将裙前片的中心线、臀围线与人台对合，为使臀腰部合体，

腰部收省。根据款式造型，用粘带标出分割斜线，修剪多余面料，修顺裙摆；（见图 4-1，

4-2）

②裙后片：同样，将裙后片与人台对合，按照分割线修剪多余面料，修剪裙摆；（见

图 4-3）

③胸部叠褶装饰：考虑胸部整体效果，标记叠褶位置，将叠褶布按同样的大小折

叠，尽量保持纱向顺直，并熨烫平整。将熨烫好的叠褶布固定在右胸处，整理好叠褶

的形状，修剪叠褶上部的余料，使其略呈弧状；（见图 4-4）

④褶边装饰：做褶边的面料丝绺 45°正斜，留出适量坠褶，从裙下摆分割线处开

始别，直至裙摆底部；（见图 4-4）

⑤整体效果：将衣身缝份与叠褶布上端及左右的布边折净，重新固定在人台上，

观察整体效果，调整不合适之处，直至满意为止。（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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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装白坯布试样图（见图 4）
图 4 “裂变”款式一服装白坯布试样图

图 4-1款式一下摆白坯布试样图 图 4-2款式一侧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 4-3 款式一背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 4-4 款式一正面白坯布试样图

（3）服装坯布样
将坯布从人台上取下，连接各点影标记，展成平面。（见图 5-1）由于立体裁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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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视觉感知操作，不能达到完美的结构制图所需要的规范性，所以还需要将立体裁剪所

得的版型在平面状态下进行修整，即检查尺寸、把握拔开量及归缩量、对位记号等，圆

顺各曲线，留 1cm 缝份，熨烫整理，得到其坯布样。（见图 5-2）

图 5-1 连接各点影标记
[6]

图 5-2 “裂变”款式一服装坯布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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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装结构图（见图 6）
将坯布样以服装 CAD系统进行数字化读图，以获取准确的服装结构纸样。

图 6 “裂变”款式一服装结构图

规格设计：

L=86cm

B=90cm

W=68cm

版型上采用平

面和人体工程

学的立体裁剪

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制作，比

例协调，形态

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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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装工艺文件
（1）材料

由立体裁剪得到样板后，在缝制礼服时，换用最终黄色雪纺和弹力丁面料进行裁

剪、缝纫。

黄色雪纺 0.7 米、弹力丁 1 米、软衬 0.6 米、衬 1米，亮珠 50 克、拉链一条。

（2）用具

人台、大头针、服装剪、电动缝纫机、手缝针、单边压脚、熨斗、服装剪。

（3）规格（见表 1）

部位 衣长 胸围 腰围 臀围

尺寸 86 90 68 92

表 1 “裂变”款式一主要部位规格表 单位：cm

（4）说明

该款服装为无领无袖纵向分割礼服，整体造型贴身合体。胸口排列有序的褶皱造

型为整件衣服增加了亮点，再配以发散型的银色亮珠，放眼看去，好似一只粘满露珠

的贝壳。在夸张的造型中同时也注重了结构设计，利用结构分割，突出了女性的线条

美。结构设计中多采用小幅度的曲线造型，不仅可以完美地进行形体塑造，还会带来

艺术风格上特有的魅力[7]，这在前片中的表现特别明显。在夸张造型的右侧还有小片的

缝珠，采用菱形缝珠法，形成一条条笔直的线条，将之与曲线形成对比，当这种对比

比例适度，相互融合、和谐时，则体现出统一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有统一。同时，

在色彩上，大面积的黄色中露出一丝银色，也为整件衣服平添了一丝新奇。

（5）缝制工艺

① 衣身的制作

A、根据立体裁剪得到的样板裁剪各布片，并检查各零部件的裁配是否齐全准确；

B、熨烫面料，并将其止口扣烫，缭缝；

C、将前后片合辑，并将缝份扣烫至一边；将裙摆止口扣烫，要注意在制作面料

过程中不能拉伸，因为弹力丁面料容易变形，在后中线上留出要缝合拉链的长度；

D、裙里缝制：合侧缝、缭止口、和后缝；

E、取一根约长 14cm 的鱼骨，在里料经过 BP 点的缝头处固定好，翻转缝头，使

鱼骨包在缝头里面，辑两道明线；

F、将缝好的里料和面料正面相对，在领口处缝合，将胸垫夹在里料和面料之间，

固定；

G、平缝机换上专用压脚，将后片正面相对，在后中处缝合拉链，注意要紧贴拉

链缝合，不要留出缝隙；

H、在里料的底摆处向外烫出 1cm 的缝头，面料先向里熨烫 1cm，再往里折叠 3cm

熨烫，用面料包住里料，沿下摆辑一道明线即可；

I、熨烫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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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衣身装饰物的制作

A、裁一块 20cm×40cm 的长方形面料，根据面料裁好硬衬，里料和面料正面相对

缝合，留出一个小口，翻出正面，熨烫，用明线辑合小口；

B、在人台上直接做褶，要细致，在美观的同时注意胸部结构，边熨烫，边抓褶，

边修剪，成形后，取下褶皱，用衣身托底，再正面相对缝合；

C、熨烫定型。

③ 配饰的制作与固定

亮珠采用单珠固定法固定[8]

A、装饰物上的亮珠从最低点开始缝起，将绣线穿至面料正面，串入第一颗珠子；

B、将针穿入原出线孔偏左一点至反面，将珠固定；

C、平行向右走针约 1cm 至面料正面，串入第二颗珠子，将针离出线孔偏左一点

穿入继续；

在亮珠固定的过程中，注意珠子由紧密逐渐稀疏，形成发散型的效果，不能露出

线迹，否则影响美观；由于珠子的密度较高，相对较厚重，因此缝纫时应注重牢靠性。

“裂变”款式一服装工序流程图(见图 7)

图 7 “裂变”款式一服装工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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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装细节图(见图 8)

图 8 “裂变”款式一服装细节图

图 8 “裂变”款式一服装细节图

胸前叠褶造型 下摆波浪造型

胸前亮片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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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装成品图（见图 9）
图 9 “裂变”款式一服装成品图

款式一服装成品图正面 款式一服装成品图背面 款式一服装成品图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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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式二
1、服装平面效果图（见图 10）

图 10 “裂变”款式二服装平面效果图

设计说明：

此款服装采用不

对称设计，廓形大

胆，构思新颖。飘逸

的拖裙伴随步伐若

隐若现，犹如麦田中

的麦芒，在微风中翩

翩起舞一般。

夸张中体现精

致，柔美中体现细

腻。

主题：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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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装白坯布试样过程
（1）服装白坯布试样说明
款式说明：此款礼服属于拖尾型裙，取消了裙撑的制约，通过立体裁剪达到如行

云流水般顺畅的效果，同时，在拖尾的设计中，利用纱在斜纱方向的悬垂性，形成一

种自然垂荡的效果，风格自然、典雅。抹胸式上衣和装饰性斜向褶皱与裙子的垂褶在

位置上、硬挺程度上、量态上形成对比，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操作步骤：

①裙前片：在人台上贴出款式造型线。先做基本裙，将前裙片的中心线、臀围线

与人台对合，为使臀腰部合体，腰部收省。根据款式造型，用粘带标出分割线，修剪

多余面料，腰部镂空，修顺裙摆；（见图 11-1）

②裙后片：同样，将裙后片与人台对合，按照分割线修剪多余面料，修剪裙摆；（见

图 11-2）

③前胸斜褶造型：考虑胸部整体效果，标记斜褶位置，从腰部均匀斜向捏褶，褶

尖至左肩处自然消失，并熨烫平整。将熨烫好的叠褶布固定在左肩处，整理好斜褶的

形状，修剪斜褶上部的余料，使其合体；（见图 11-1）

④裙摆垂褶：做褶边的面料丝绺 45°正斜，正斜对准右侧缝线，布片上端水平内

折 5cm，在侧缝两侧用大头针固定；继续做第二层垂褶，两边褶裥量一致，保持 45°

正斜对准侧缝线，继续做第三层垂褶，直至达到造型效果为止；（见图 11-1,11-2）

⑤整体效果：将衣身缝份与褶裥边缘布边折净，重新固定在人台上，观察整体效

果，调整不合适之处，直至满意为止。

（2）服装白坯布试样图（见图 11）
图 11 “裂变”款式二服装白坯布试样图

图11-1款式二正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11-2款式二背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11-3款式二侧面白坯布试样图

（3）服装坯布样（见图 12）
将坯布从人台上取下，连接各点影标记，展成平面。由于立体裁剪是通过视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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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操作，不能达到完美的结构制图所需要的规范性，所以还需要将立体裁剪所得的版

型在平面状态下进行修整，即检查尺寸、把握拔开量及归缩量、对位记号等，圆顺各

曲线，留 1cm 缝份，熨烫整理，得到其坯布样。

图 12 “裂变”款式二服装坯布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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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装结构图（见图 13）
将坯布样以服装 CAD系统进行数字化读图，以获取准确的服装结构纸样。

图 13 “裂变”款式二服装结构图

规格设计：

L=73cm

B=102cm

W=88cm

本款以修身裙

为基础，在上

身及下摆处运

用多层褶皱凸

显层次感，以

增加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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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装工艺文件
由立体裁剪得到样板后，在缝制礼服时，换用最终黄色雪纺和弹力丁面料进行裁

剪、缝纫。

（1）材料

黄色雪纺 3 米、弹力丁 1 米、缎布 0.5 米、软衬 0.5 米、硬衬 1.2 米、蕾丝 0.5

米，亮珠 90 克、拉链一条。

（2）用具

模特、大头针、手缝针、卷边压脚、电动缝纫机、单边压脚、服装剪。

（3）规格（见表 2）

部位 衣长 腰围 胸围 臀围 裙长

尺寸 73 88 102 104 152

表 2 “裂变”款式二主要部位规格表 单位：cm

（4）说明

此款服装的重点在于不对称设计及上下两处的褶皱，廓形大胆，构思新颖。珍珠

项链既可以用来固定上半身的胸前装饰片，又可以提升女性的气质美。胸前装饰片采用

斜向褶皱，配以花状的亮片，自上而下，由密至疏，由大至小，整体渐变强烈，柔美中

体现韵律感。衣身下摆的一侧是大片的雪纺形成的包臀形的褶皱效果，突出了女性的柔

美；而另一侧则采用白纱蒙上黄色雪纺，配以蕾丝花形，再点缀亮片和珠子，形成花瓣，

夸张中体现精致，柔美中体现细腻。衣身的侧面采用了镂空的手法，利用蕾丝的半透明

质感，使得整件服装性感中透出一丝甜美。飘逸的拖裙伴随步伐若隐若现，犹如麦田中

的麦芒，在微风中翩翩起舞一般，正好突出“裂变”这一主题。

（5）缝制工艺

① 衣身的制作

A、根据立体裁剪得到的样板裁剪各布片，并检查各零部件的裁配是否齐全准确；

B、熨烫面料，并将其止口扣烫，缭缝；

C、将前后片合辑，并将缝份扣烫一边，暗缝线迹；

D、取鱼骨，在里料经过 BP 点的缝头处固定好，翻转缝头，使鱼骨包在缝头里面，

辑明线；

E、和衣里衣面，绷缝固定；

F、整型熨烫。

② 胸前装饰片制作

A、在立裁制作的基布上，用雪纺做褶，在美观的同时注意胸部结构，边熨烫，

边做褶，边修剪，车缝固定。

B、熨烫定型。

③ 裙摆垂褶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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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立体裁剪，将雪纺固定在衣身上；

B、做出层层褶皱效果，熨烫，固定，注意褶皱的下摆不能熨烫过度。

④ 配件的制作与固定

亮片采用亮片钉珠法固定
[8]

A、反面入针，穿过亮片；

B、穿过珠粒，然后在亮片孔处穿入面料反面；

C、重复前两个步骤。

珍珠项链的制作：利用较细的松紧带，穿上珍珠，固定；

侧边手缝花：将事先剪好的蕾丝花用穿珠的方法固定，形成大大小小的花瓣，注

意线头不能外露，做工精细，避免瑕疵；

“裂变”款式二服装工序流程图(见图 14)

图 14 “裂变”款式二服装工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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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服装细节图 （见图 15）
图 15 “裂变”款式二服装细节图

胸前亮片细节图 腰间蕾丝细节图

侧面手缝花细节图 臀部褶皱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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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装成品图（见图 16）
图 16 “裂变”款式二服装成品图

款式二服装成品图正面 款式二服装成品图背面 款式二服装成品图侧面

（三）款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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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装平面效果图 （见图 17）
图 17 “裂变” 款式三服装平面效果图

设计说明：

此款服装修身、

飘逸，上身挂脖垂褶

与裙摆两侧的波浪

遥相呼应，绚丽而不

张扬，散发出清新梦

幻的感觉。

主题：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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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装白坯布试样过程
（1）服装白坯布试样说明
款式说明：此款礼服属于鱼尾裙型，造型唯美，凸显女性的完美曲线，并充满了

童话色彩，臀部以上适体剪裁，以体现女性体形，通过在臀部以下两侧分别加入波浪

插片，使裙摆呈小鱼尾状，无裙撑，整体效果婉约、柔美。上身的宽松的褶皱造型与

裙身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空间感，从而在造型上产生富有变革的创意形式。

操作步骤：

①衣片：在人台上贴出款式造型线，根据分割线，粗裁衣片，做出合适的廓型；

②裙片：在人台上贴出款式造型线，做出基本裙；

③前胸挂脖褶皱造型：考虑胸部整体效果，标记褶皱位置，自颈侧点向腰间做垂

直褶皱，直至肩端点结束，前中心两边的褶量均匀、对称，整理褶皱，熨烫、固定；（见

图 18-1）

④裙摆波浪褶：做褶边的面料丝绺 45°正斜，正斜对准左、右侧缝线，沿分割线

处开始做波浪，在第一个波浪处打剪口，固定，依次做第二个波浪，直至达到造型效

果为止；（见图 18-2，18-3）

⑤肩部耸肩造型：根据造型，在人台上粗裁样片，设计分割线，剪开后重叠搭别，

修剪造型，熨烫；（见图 18-3，18-4）

⑥整体效果：将衣身缝份与褶裥边缘布边折净，重新固定在人台上，观察整体效

果，调整不合适之处，直至满意为止。

（2）服装白坯布试样图（见图 18）
图 18 “裂变” 款式三服装白坯布试样图

图18-1款式三半成品白正面坯布试样图 图18-2款式三半成品侧面白坯布试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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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装坯布样（见图 19）
将坯布从人台上取下，连接各点影标记，展成平面。由于立体裁剪是通过视觉感

知操作，不能达到完美的结构制图所需要的规范性，所以还需要将立体裁剪所得的版

型在平面状态下进行修整，即检查尺寸、把握拔开量及归缩量、对位记号等，圆顺各

曲线，留 1cm 缝份，熨烫整理，得到其坯布样。

图 19 “裂变” 款式三服装坯布样

图 18-3 款式三正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 18-4 款式三背面白坯布试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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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装结构图 （见图 20）
将坯布样以服装 CAD系统进行数字化读图，以获取准确的服装结构纸样。

图 20 “裂变”款式三服装结构图

规格设计

B=88cm

W=72cm

H=90cm

本款礼服以包

臀鱼尾裙为基

础，通过结构

处理，丰富服

装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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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装工艺文件
由立体裁剪得到样板后，在缝制礼服时，换用最终黄色雪纺和弹力丁面料进行裁

剪、缝纫。

（1）材料

黄色雪纺 3米、弹力丁 2米、缎布 0.5 米、硬衬 0.5 米、软衬 1.5 米，亮珠 80 克、

拉链一条、安全扣一对。

（2）工具

服装剪、电动缝纫机、手缝针、大头针、缝纫线、卷边压脚。

（3）规格（见表 3）

部位 胸围 臀围 腰围 垫肩长 侧摆 裙身

尺寸 88 90 72 16 95 110

表 3 “裂变”款式三主要部位规格表 单位：cm

（4）说明

本款礼服为挂脖抹胸长裙，上身雪纺形成的褶皱相对蓬松，与腰间紧身褶皱肌理

形成对比，而裙摆合体的廓形和裙两侧的雪纺波浪也形成一种对比，通过面料质感、

褶皱肌理的不同，产生一种感官上的对比；同时，背后从颈部垂下的珠帘，也为此款

服装增添了一丝性感。

（5）缝制工艺

① 衣身的制作

A、根据立体裁剪得到的样板裁剪各布片，并检查各零部件的裁配是否齐全准确；

B、熨烫面料，并将其止口扣烫，缭缝；

C、将前后片合辑，并将缝份扣烫一边，暗缝线迹；

D、取鱼骨，在里料经过 BP 点的缝头处固定好，翻转缝头，使鱼骨包在缝头里面，

辑明线；

E、和衣里衣面，绷缝固定；

F、整型熨烫。

② 裙子的制作

A、将前后裙片止口扣烫，缭缝；侧缝合辑，并将缝份扣烫至一边；将裙摆止口扣

烫；

B、侧边的蕾丝与前后片缝合好后，利用卷边压脚卷边，边宽 0.5cm，注意圆边的

幅度不易太大，否则容易翻折在外，影响美感；

D、隐形拉链缝制：将后片正面相对，掀起上片拉链反面朝上与腰口平齐，从上至

下缉缝制拉链终点，线迹落入隐形拉链牙槽内；缝份均匀，缉线顺直，止点缉来回针，

将拉链拉上与后片上下对齐摆平，画出右片拉链与裙片位置标记，将另一端由下至上

缉缝制腰；

E、把腰头与裙身固定，采用面料与面料缝，里料与里料缝合的方法缝合好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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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整型熨烫。

③ 胸前装饰片和裙摆波浪的制作

A、在立裁制作的基布上，用雪纺做褶，在美观的同时注意胸部和臀部结构，边熨

烫，边做褶，边修剪，车缝固定。

B、熨烫定型。

④ 配件的制作与固定

绣珠采用多珠固定法[8]

A、绣线穿至面料正面，串入绣珠，固定；

B、将绣线从绣珠中间穿出至面料正面，平服固定；

C、继续重复前两个步骤，注意，珠粒的平整。

“裂变”款式三服装工序流程图（见图 21）
图 21 “裂变”款式三服装工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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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装细节图（见图 22）
图 22 “裂变”款式三服装细节图

胸前褶皱细节图 背面珠帘细节图

腰间褶皱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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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装成品图（见图 23）
图 23 “裂变”款式三服装成品图

款式三服装成品图正面 款式三服装成品图背面 款式三服装成品图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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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式四
1、服装平面效果图（见图 24）

图 24 “裂变”款式四服装平面效果图

设计说明：

此款服装为修身

短款，在修饰线条美

的同时也注重了结

构与造型的设计，平

凡间不失时尚。

主题：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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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装白坯布试样图（见图 25）
（1）服装白坯布试样说明
款式说明：此款礼服为塔型裙设计，自臀部下方塑造出夸张的裙摆造型，高雅时

尚。此款礼服在视觉上呈踏实、稳定的效果，并且利用多层波浪做出层层叠叠的效果，

具有很强的立体创意性，超短的裙摆凸显出女性的高雅气质。

操作步骤：

①上身背心造型：在人台上贴出款式造型线，左右对称，适当留放松量，考虑胸

部整体效果，标记叠褶位置，将叠褶布按同样的大小折叠，并熨烫平整。将熨烫好的

叠褶布固定在基布上，整理好叠褶的形状，修剪叠褶上部的余料，使其略呈弧状；做

出合体造型；（见图 25-1）

②裙片：根据造型设计波浪处，每个波浪处打剪口，固定，将下方面料向下拉，

做出波浪造型；修剪多余面料，修顺裙摆；（见图 25-2）

③整体效果：将衣身缝份与叠褶布上端及左右的布边折净，重新固定在人台上，

观察整体效果，调整不合适之处，直至满意为止。（见图 25-3，25-4）

图 25 “裂变”款式四服装白坯布试样图

图 25-1款式四半成品正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 25-2款式四侧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 25-3 款式四正面白坯布试样图 图 25-4 款式四背面白坯布试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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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装坯布样（见图 26）
将坯布从人台上取下，连接各点影标记，展成平面。由于立体裁剪是通过视觉感知

操作，不能达到完美的结构制图所需要的规范性，所以还需要将立体裁剪所得的版型

在平面状态下进行修整，即检查尺寸、把握拔开量及归缩量、对位记号等，圆顺各曲

线，留 1cm 缝份，熨烫整理，得到其坯布样。

图 26 “裂变”款式四服装坯布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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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装结构图（见图 27）
将坯布样以服装 CAD系统进行数字化读图，以获取准确的服装结构纸样。

图 27 “裂变”款式四服装结构图

规格设计

B=96cm

W=68cm

本款礼服为短

款 圆 台 型 礼

服，服装层次

丰富，活泼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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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装工艺文件

由立体裁剪得到样板后，在缝制礼服时，换用最终黄色雪纺和弹力丁面料进行裁

剪、缝纫。

(1) 材料

黄色雪纺 2.5 米、弹力丁 2.5 米、雪纺 0.6 米、硬衬 2米，六副铆钉、亮钻 9 颗、

亮片珠子各 30 克。

（2）工具

珠针、白坯布、人台、电动缝纫机、手缝针、缝纫线。

（3）规格（见表 4）

表 4 “裂变”款式四主要部位规格表 单位：cm

（4）说明

本款礼服为超短款，衣身上半部采用斜向褶皱，在修饰线条美的同时，注重了结

构与造型的设计，平凡间不失时尚。裙身下摆利用硬衬形成夸张的蓬蓬裙，给人一种

精致之情，而腰间的亮钻装饰则是装饰重点，用圆形的亮片形成稳定的三角形结构，

有稳重感，侧旁的亮片采用斜缝手法，左右对称，既美观又稳重。

（5）缝制工艺

① 衣身的制作

A、根据立体裁剪得到的样板裁剪各布片，并检查各零部件的裁配是否齐全准确；

B、按照设计理念和要求，用雪纺在上身上做出褶皱造型；

C、熨烫面料，裁剪衣片面料、里料和纱，将其止口扣烫，缭缝；

D、用平缝机将前后片合辑，并将缝份扣烫至一边；

E、剪掉线头，熨烫定型。

② 裙子的制作

A、根据造型需要，裁剪原型面料，将面料与里料正面相对缝合，熨烫底摆；

B、做出褶皱造型，与腰带固定好后，嵌针，缝合，熨烫。

③ 配件的制作与固定

将亮钻缝好后，用亮片和珠子结合做斜纹缝纫，注意不要留出线迹，影响美观。

部位 胸围 腰围 裙前长 裙侧长 裙后长 裙腰围

尺寸 96 68 35 33 40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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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款式四服装工序流程图（见图 28）
图 28 “裂变”款式四服装工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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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装细节图(见图 29)
图 29 “裂变”款式四服装细节图

胸部褶皱细节图 腰间亮钻细节图 背面系带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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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装成品图（见图 30）
图 30 “裂变”款式四服装成品图

款式四服装成品图正面 款式四服装成品图侧面 款式四服装成品图背面

四、服装着装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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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裂变”服装着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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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面料小样（见图 32）
图 32 “裂变”面料小样

镶钻面料 亮片面料 镶花面料

钉珠面料 硬纱面料 雪纺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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