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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体构造及尺寸测量部位 
 

 

         

        黄金分割律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发现，

后来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将此称为黄金分割。这其实是一个数字

的比例关系，其数值比为1.618 : 1或1 : 0.618。0.618，以严格的比例

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 

        为什么人们对这样的比例，会本能地感到美的存在？ 

      据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体结构中有许多比例关系

接近0.618，从而使人体美在几十万年的历史积淀中固定下来。人

类最熟悉自己，势必将人体美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凡是与人体

相似的物体就喜欢它，就觉得美。 

        于是黄金分割律作为一种重要形式美法则，成为世代相传的

审美经典规律。 

1、人体美学中的黄金分割 



一、人体构造及尺寸测量部位 

2、我国成年男女人体比例一般为七个头长或七个半头长。不同的年龄段身体比例各不相同，
规律大至如下（图示）：158329371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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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体构造及尺寸测量部位 

3、人体的外形---主要部位构成
1583293729(1).jpg 

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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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部 

下肢部 

躯干部 

    我们的身体从外形上看分为：头、颈、 
 
躯干、四肢四部分。人体的左边和右边各部 
 
位不论大小、长短、粗细、颜色、形状而且 
 
位置都是一样的，即一一对称。所以说我们 
 
的身体是对称的，对称的身体能让我们在活 
 
动的时候更灵活，运动时保持平衡，另外对 
 
称的身体外形，看上去更有美感。 

1583293729(1).jpg


   

 

人体的外形是决定服装结构和形态的依据，测量人体有关部位的长度、宽度和围度的尺寸数据，是量体定制的直接依据。 
服装制图中的点、线、面是根据人体结构的点、线、面而定的。 

1、人体主要基准点的构成根据人体测量的需要，可对人体划分以下几点： 
       
 
1)颈椎点高：位于人体前中央颈、胸交界处，它是测量人体身长的起点，它是后颈窝定位的参考依据。 
2)颈椎点：  位于人体后中央颈、背交界处（即第七颈椎界）它是测量人体背长及上体长的起始点也是 
测量服装后衣长的起始点及服装领椎定位的参考依据。 
3)颈侧点：  位于人体颈部侧中央与肩部中央的交界处，它是测量人体前、后腰节长的起始点，也是测 
量服装前衣长的起始点及服装领肩点定位的参考依据。 
4)肩端点：  位于人体肩关节峰点处，它是测量人体总肩宽的基准点，也是测量臂长或服装袖长的起始点， 
及服装袖肩点定位的参考依据。 
5)胸高点：  位于人体胸部左右两边的最高处，它是确定女装胸省省尖的方向参考。 
6)背高点：  位于人体背部左右两边的最高处，它是确定女装后肩肩省省尖的方向参考 
7)前腋点：  位于人体前身的臂与胸的交界处，它是测量人体胸宽的基准点。 
8)后腋点：  位于人体后身的臂与胸的交界处，它是测量人体背宽的基准点。 
9)前肘点：  位于人体上装上肢肘关节前端处，它是服装前袖弯线凹势的参考点。 
10)肘点：  位于人体上装上肢肘关节后端处，它是确定服装后袖弯凸势及袖肘省省尖方向的参考点。 
11)前腰节点：位于人体前腰部正中央处，它是前左腰与前右腰的分界处。 
12)后腰节点：位于人体后腰部正中央处，它是后左腰与后右腰的分界处。 
13)腰侧点：  位于人体侧腰部位正中央，它是前腰与后腰的分界处，也是测量服装裤长或裙长的起始点。 
14)前臀中点：位于人体前臀正中央处，它是前左臀与前右臀的分界点。 
15)后臀中点：位于人体后臀正中央处，它是后左臀与后右臀的分界点。 
16)臀侧点：  位于人体侧臀正中央处，它是前臀和后臀的分界点。 
17)臀高点：  位于人体后臀左右两侧最高处，它是确定服装臀省省尖方参考点（或区域）。 
18)前手腕点：位于人体手腕的前端处，它是测量服装袖口大的基准点。 
19)后手腕点：位于人体手腕的后端处，它是测量人体臂长的终止点。 
20)会阴点：  位于人体两腿的交界处，它是测量人体肢下和腿长的起始点。 
21)膑骨点：  位于人体膝关节的外端处，它是测量确定服装衣长的参考点。 
22)踝骨点：  位于人体脚腕处侧中央，这是测量人体腿长的终止点，也是确定服装裤长的参考点。 

一、人体构造及尺寸测量部位 

4、人体主要测量部位 



   

 4、人体主要测量部位 

2、人体主要基准线的构成 

根据人体体表的起伏交界，人体前后分界及人体对称性等基本特征，可对人体外表设置以下几条基准线： 
1）颈围线：颈部围围线，前经喉结下口2cm处，后经颈椎点，它是测量人体颈围长度的基准线，也是服装领口定位的参考依据。 
2）颈根围线：颈根底部围圆线，前经颈高点，侧经颈侧点，后经颈椎点，它是测量人体颈根围长度的基准线，也是服装领围线定位的参考依据，又是服装中衣身与衣领分界的参考依据。 
3）胸围线：前经胸高点的胸部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人体胸围长度的基准线，又是服装胸围定位的参考依据。 
4）腰围线：腰部最细处的水平围圆线，前经前腰中点，侧经腰侧点，后经后腰中点，它是测量人体腰围长度及臀长的基准线，也是服装臀围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5）臀围线：臀部最丰满处的水平围圆线，前经前臀中点，后经后臀中点，侧经侧臀点，它是测量人体臀围长度及臀长的基准线，也是服装臀围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6）中臀围线：腰至臀平分部位的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人体中臀围长度的基准线。 
7）臂根围线：臂根底部的围圆线，前经前腋点，后经后腋点，上经肩端点，它是测量人体臂根围度的基准线，也是服装中衣身与衣袖分界与服装袖窿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8）臂围线：腋点下上臂最丰满部位的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人体臂围长度的基准线，也是服装袖围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9）肘围线：经前、后肘点的上肢部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上臂长度的终止线，也是服装袖肘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0）手腕围线：经前、后手腕点的手腕部的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人体手腕围度的基准线及臂长的终止线，也是服装长袖袖口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1）腿围线：会阴点下最丰满的水平围线，它是测量人体腿围长度的基准线，也是服装横裆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2）膝围线：经膑骨点的下肢膝部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大腿长度的终止线，也是服装中袖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3）脚腕围线：经最细处的脚腕部水平围圆线，它是测量脚腕围长度的基准线及脚腿长的参考线，也是服装长裤脚口定位的参考依据。 
14）肩中线：由颈肩点至肩端点的肩部中央线，它是人体前、后肩的分界线，也是服装前、后衣身上部分界和服装肩缝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5）前中心线：由颈窝点经前腰中点，前臀中点至会阴点的前身对称线，它是人体左右胸，前左右腰，左右腹的分界线，也是服装前左右衣身（或裤身）分界及服装前中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6）后中心线：由颈椎点，经后腰中点，后臀中点顺直而下的后身对称线，它是人体左右背后，左右腰后，左右臀的分界线，也是服装后左右衣身（或裤身）分界及服装背中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7）胸高纵线：通过胸高点，膑骨点的人体前纵向顺直线，它是服装结构中一条重要的参考线，也是服装后公主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8）背高纵线：通过胸高的，膑骨点的人体前纵向顺直线，它是服装结构中的一条重要的参考线，也是服装后公主线定位的参考依据。 
19）前肘弯线：由前腋点经前肘点至前手腕点的手臂纵向顺直线，它是服装前袖弯线的定位的参考依据。 
20）后肘弯线：由后腋点经后肘点至后手腕点的手臂后纵向顺直线，它是服装后袖弯线的定位的参考依据。 
21）侧缝：通过腰侧线，臀侧点，足踝骨点的人体侧身中央线，它是人体胸，腰，臀及腿部前后的人界线，也是服装前、后衣身（或侧缝）定位的参考依据。 

3、人体基准面 
人体测量基准面的定位是由三个互为垂直的轴（铅垂轴，纵轴和横轴）来决定的。 
1）矢状面 ：通过铅垂轴和纵轴的平面及与其平行的所有平面都称为矢状面。 
2）正中矢状面： 在矢状面中，把通过人体正中线的矢状面称为正中矢状面。正中矢状面将人体分成左右对称的两部分。 
3）冠状面： 通过铅垂轴和横轴的平面及与其平行的所有平面都称为冠状面。冠状面将人体分成前、后两部分。 
4）水平面 ：与矢状面及冠状面同时垂直的所有平面都称为水平面。水平面将人体分成上、下两部分。 
5）眼耳平面 ：通过左、右耳屏点及眼眶下点的水平面称为眼耳平面或法兰克福平面。  

一、人体构造及尺寸测量部位 



二、量体师职业操守和素养的要求 

   

 

观察能力 

量体能力 

熟知版型工艺的能力 

 

沟通能力 

具备观察能力 
掌握体型特征观察、着装习惯等信息。体型观察从前面、后面、侧面三个方向，再从斜
侧面进行观察。体型从纵向看，根据颈、肩、胸、腹、腰、臀等部皮下脂肪的多少，很
快就能分辨出是瘦身体型、标准体型还是肥胖体型。 

熟知版型工艺 

一名合格的量体师必须精通制版、工艺，了解工厂尺寸及尺寸公差范围，且针对特殊体

形有深入的理解及处理方法。 

具备娴熟的量体手法 

准确测量出人体各部位数据是量体定制的依据，掌握正确的量体方法是能否做出合体美观 

服装的关键所在。 

善于表达、言语沟通 

在整个定制过程中，所有信息获取和讨论基本都在与量体师的沟通中进行。更多的客户可 

能不善言辞，表达也不会很专业，量体师如果不主动去做沟通、去提问，再对客户的穿 

着和习好没有判断力的话，最终定制效果可想而知。 

所以量体师必须积极主动的与客户沟通交流，掌握客户的穿衣习惯、工作场所等信息。 



     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1、量体的目的及范围 

2、测量时注意事项 

3、量体常用的几种方法 

4、如何量体及加放标准 

二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1、量体目的及范围 

      1）目的：了解客户身体各部位尺寸，掌握客户的体型、穿衣习惯，并对缺陷部位进行修正，从而达到穿着的美观、舒适。 

      2）范围：适用于衬衫量体定制工作中量体工序。 

2、测量时注意事项 

      1）测量者立正站直、姿势自然、端正、呼吸正常、腰带放松，目测被测量者确定体形特征，然后测量各部位尺寸并记录。 

      2）量体时，量体师应站在顾客侧面进行测量。 

      3）测量时，尽量采取有序的方法，一般先测量围度再测量长度。按顺序进行，以免漏量。 

      4）测量时要注意尺具的使用：横平竖直、松紧适宜。 

            A：横平：主要指测量围度时，尺子要保持水平无打拧。测量腰围时，应放松腰带。 

            B：竖直：主要指测量长度时，尺子要保持垂直状态。 

            C：松紧适宜：原则是测量时尺子在顾客身上既能转动也不错位。 

      5）测量时，仔细观察客户体型特征并积极与顾客进行沟通： 

           A：观察客户体型，体型不同有不同要求，体胖者尺寸不宜过肥或过瘦，体瘦者尺寸要适当宽裕一些，对特殊体型部位

进行详细记录。 

           B：了解客户穿衣习惯，听取客户意见，尽量满足顾客需求。如果客户的要求无法实现，应给予合理的解释后婉言拒绝。 

     6）夏季或冬季量体时，应根据客户穿衣要求适当缩小或放大尺寸。 

1、量体目的及范围 

2、测量时注意事项 



   

 

      服装裁剪是服装制作的基础，而“量体裁衣”则是服装裁剪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一个时装款式，由于量体、裁剪的好坏不同，都将

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对于学习量体裁衣的人来说，是否掌握了量体裁衣的基础知识，这对做出质量上乘、合体美观的服装，至关重要。

（量体裁衣是一个汉语成语，本义是按照净体尺寸裁剪衣服。适用于合体度较高的服装，并有专业量体师测量出各部位所需尺寸。量体裁衣又称为服装定制或私人订

制，服装定制即形象定制，定制的本质不单是改变外在形象，而是通过内在的心理特质分析，再结合外在的个人喜好和生理特征的信息传递，最终形成“【个人风

格】”的完美呈现与表达……） 

 

     成语故事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中有位裁缝名气很响，他裁制的衣服，长短肥瘦，无不合体。一次，御史大夫请他去裁制一件朝服。裁缝量

好了他的身腰尺寸，又问：“请教老爷，您当官当了多少年了？”御史大夫很奇怪：“你量体裁衣就够了，还要问这些干什么？”裁缝

回答说：“年青相公初任高职，意高气盛，走路时挺胸凸肚，裁衣要后短前长；做官有了一定年资，意气微平，衣服应前后一般长短；

当官年久而将迁退，则内心悒郁不振，走路时低头弯腰，做的衣服就应前短后长。所以，我如果不问明做官的年资，怎么能裁出称心合

体的衣服来呢？” 

       御史大夫认为这个裁缝高明之处，在于善于观察，把握对方特点，从中悟出"短长之理"，做出适合自己的服装。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3、量体常用的几种方法 

1）、量体裁衣 



   

 

A：套号 

       一般根据制作方提供的服装尺码表，如：175/92A、175/100B，对照已测量并加放后的尺寸统一归码制

作。（适用于团装订单） 

B:  量体试穿 

      根据制作方提供的尺码表制作号衣，根据测量者的身高、体重，推荐合适样衣进行试穿，如果哪个部位

肥了瘦了单独记录加减多少，如：180/96A    胸围+3，这种方法虽然前期准备比较麻烦（需要提前制作尺码

较全的套号衣），但准确率较高，切适用于批量大的订单制作。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3、量体常用的几种方法 

2）、套号测量 

3）、成衣测量 
 
（成衣测量方法见图示） 



   

 

1、领围测量： 
 
衬衫衣领平铺，从衣领一端的纽扣中心量至另一端的锁眼中心的尺寸。 

衬衫成衣测量方法（男装）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2、胸围测量： 
 
    将衬衫纽扣系上，前片朝上， 
后片有后背折的打开，平铺于桌 
面，自腋下（袖十字）1cm处，左侧侧缝 
量至右侧侧缝的距离。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3、腰围测量： 
 
      衬衫平铺，自腰部最细处从左边量 
至右边的距离。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4、臀围测量： 
 
     衬衫平铺，自底边（臀围）最 
下处，从左到右测量处臀围（底边） 
的尺寸。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5、肩宽测量： 
 
     从左肩与袖子缝合的最高点，量 
至右肩与袖子缝合的最高点的 
尺寸。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6、长袖长测量： 
 
    将袖子袖缝对齐，平铺于桌面， 
自袖口边缘量至过肩与袖子接缝处 
的尺寸。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7、后身长测量： 
 
    将衬衫后身面朝上，从颈后中心垂直 
测量到下摆（底边）之间的尺寸。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8、袖肥测量： 
 
     袖子平铺，测量袖十字至袖中缝边的垂直距离。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9、袖头长测量： 
 
  将袖头展开，测量袖头边到边的长度。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10、短袖长测量： 
 
     将袖子袖缝对齐， 
平铺于桌面，自短 
袖口边缘量至过肩 
与袖子接缝处的尺
寸。 
短袖口，测量袖口
边到边的距离。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4、如何量体及加放标准（男装） 

1、领围 
颈部围量一周（一般在喉结下2CM），测量 
时被测量者放松并保持自然呼吸，尺子不能 
太紧或太松。(一手指） 
测量后为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不同，需要加放。 

2、胸围 
被测量处于自如状态，保持身体放松、直立，尽量单穿薄一
点的衣服；将皮尺经过腋窝在测量者胸部最丰满处水平围量
一周，尽量与地面保持平衡。（两手指） 
测量后为胸围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不同，需要加放量。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3、腰围 
如图，请被测量者保持自然呼吸状态，身体直立，在胯骨上
端与肋骨下缘之间，自然腰际线水平围量一周。特殊体型需
要测量特殊部位，如：凸肚需要测量肚围，即最丰满处围量
一周。（两手指） 
测量后为腰围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不同，需要加放。 
 
 
 
 

4、臀围 
臀围即衬衫底边的大小，
如图：用皮尺在臀部最丰
满部位水平围量一周。记
得将口袋中物品取出，穿
的裤子也应该尽量薄一些，
以免影响测量准确性。
（两手指） 
测量后为臀围净体尺寸，
与成衣尺寸不同，需要加
放。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5、肩宽 
如图，挺胸直立，平时前方，手臂自然下垂，保持自然呼吸。
从左肩端点量至右肩端点，让皮尺呈弧形自然贴在肩部。肩端
点为大臂和肩部交汇的点，是肩部到大臂转角点。 
按一下肩的末端能摸到骨骼（肩端点），此点当做卷尺的始点
和末点即可。对于较难找到肩端点的客户，把卷尺放在肩的末
点和手臂始点的交点。根据穿衣喜爱适当扩大或缩小一些数据。 
肩宽的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是一致的。 

6、袖长 
如图，保持自然直立，平视前方，从肩点量至所需要的长度，一般衬
衫袖长量至虎口上2cm。测量短袖长，手臂需弯曲90度，从肩点测量
至手肘上部合适的位置。 
袖长的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是一致的。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7、袖肥（大臂围） 
 
被测量者手臂自然下垂，在腋窝下部上臂最粗处，
水平围量一周。（一手指） 
袖肥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不同，需加放松量。 
 
 
 
 

8、短袖口肥 
 
被测量者手臂自然下垂，在短
袖长度位置，水平围量一周。
（一手指） 
短袖口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不
同，需加放松量。 
 
 

9、小臂围 
 
被测量者手臂自然
下垂，在小臂最粗
的位置，水平围量
一周。（一手指） 
小臂围净体尺寸与
成衣尺寸不同，需
加放松量。 

10、腕围（袖口、袖头长） 
 
被测量者手臂自然下垂，在腕部以
尺骨为测点，水平围量一周。如果
被测者喜爱戴手表、饰品等，徐根
据情况加放。（一手指） 
袖口净体尺寸与成衣尺寸不同，需
加放松量。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11、后身长 
 
从后领中位置（第七
颈椎点）颈椎后面中
间骨头突出的部分量
至臀部被测量者合适
位置，一般量至臀部
大腿根部（即臀部与
大腿的相交点）。 
衣长的净体尺寸与成
衣尺寸是一致的，长
度可以根据喜好加长
或减短。 

12、前衣长 
 
如图，从颈部和肩部的交点
（即肩颈点）开始测量，经
前胸最丰满处量至大腿根部，
尺子要垂直地面，量到被测
量者所需长度。或量至大拇
指指尖处。一般可以盖过裤
子门襟底部的位置+1.5cm. 
每个公司衣长测量各不相同，
正常情况下前衣长会比后衣
长略长一些，一般衣长提供
一个即可。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各部位参考放松量（男装） 

衬衫
宽松度 

领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袖肥 腕围 
短袖

口 

紧身 1.5-2 8-10 6-8 4-6 6-8 6-7 5-7 

修身 1.5-2 10-12 8-10 6-8 8-10 6-7 7-8 

合身 1.5-2 12-14 10-12 8-10 8-10 6-7 8-10 

宽松 1.5-2.5 14-18 12-14 8-12 
10-

13 
6-7 8-12 

1、围度放松量                                                                                   单位：cm  

2、后衣长（以身高为依据）                                                               单位：cm  

衬衫宽松度 158-162 163-167 168-172 173-177 178-182 183-187 188-192 

紧身 66-69 68-71 70-73 72-75 74-77 76-79 78-81 

修身 67-69 69-71 71-73 73-75 75-77 77-79 79-81 

合身 68-70 70-72 72-74 74-76 76-78 78-80 80-82 

宽松 69-71 71-73 73-75 75-77 77-79 79-81 81-83 

备注：净胸围大
于等于100cm时，
衣长加长1cm;净

胸围大于等于
116cm时，衣长
加长2cm。从视

觉上看有修长的
感觉。加放后的
成衣尺寸（无省）
胸腰差、腰臀差
不能大于14cm。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扣好纽扣、前后放平，袖十字1cm
处横量（周圈计算） 

扣好纽扣、前后放平，围度最
窄处横量（周圈计算） 

底边最底部（最宽处）横
量（周圈计算） 

领子铺平 
扣子中间到锁眼中间的距离 

过肩两端,后领窝向下2cm-2.5cm
处为定点，水平测量 

后领窝中间，垂直量
至底边 

前后身放平，肩部折
线至底边的垂直距离。 

袖山最高点至袖
口边的距离 

袖十字最肥处垂直至袖
中缝的距离 

袖头对着横量（周圈计
算），也可展开 平量。 

衬衫成衣测量方法（女装） 

胸围 腰围 臀围 领围 

肩宽 后衣长 前衣长 袖长 

袖肥 

袖头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4、如何量体及加放标准（女装） 

从腋下经胸部最丰满处
水平围量一周（两手指） 

 

腰部最细处水平围量一
周，凸肚体肚子最丰满
处围量一周（两手指） 

被测量者直立，从臀部最丰满
处水平围量一周。 
（两手指） 

被测量者手臂自然下垂，
测量左右肩端点之间的
距离（水平弧长）。 

从肩端点经肘点量至虎
口以上2cm处，或所需
长度。 

手臂弯曲90°从
肩端点至手肘上
部合适位置 

手臂自然下垂，腋窝下
部上臂最粗处水平围量
一周。（一手指） 

在短袖长度位置，
水平围量一周 
（一手指） 

手臂自然下垂，腕部以尺骨
为测点水平围量一周，如有
配饰根据情况加放（一手指） 

胸围 腰围 臀围 肩宽 

袖长 短袖长 袖肥 短袖口 腕围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4、如何量体及加放标准（女装） 

从第七颈椎点量至臀部中间
位置或量至所需长度。 
 

由肩颈点经前胸最丰满
处量至虎口或所需长度。 
 

由肩颈点量至前胸最丰
满处。 
 

胸部最高点之间的距离。 
 
 

由颈部1/2位置经第
七颈椎点处的颈部围
量一周.(一手指） 

后衣长 前衣长 胸高 胸距 领围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各部位参考放松量（女装） 

1、短款围度放松量                                                                                          单位：cm  

备注： 

加放后的成衣尺寸（无省）胸
腰差、腰臀差不能大于14cm。 
 

同围度身材高的比矮的放松量
相对大，同身高身材胖的比瘦
的放松量相对小。 
 
参考衣长——短款165/84A后衣
长58cm；长款165/84A后衣长
62cm。 
身高在162及以下，净体胸腰
差在17-24之间，胸围加放可按

上表中前面的数值；腰围加放
可按上表中后面的数值，其他
的按中间值加放。 
身高在162以上，净体胸腰差
在17-24之间，胸围加放可按上
表中前面的数值加1；腰围加

放可按上表中前面的数值，其
他的按中间值加放。 
 

衬衫宽松度 领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袖肥 腕围 短袖口 

修身 2-2.5 5-7 6-8 2-4 4-8 6-7 4-8 

合身 2-2.5 7-10 8-10 4-6 6-8 6-7 6-8 

宽松 2.5-3 10-14 10-12 6-8 8-10 6-7 8-10 

衬衫宽松度 领围 胸围 腰围 臀围 袖肥 腕围 短袖口 

修身 2-2.5 6-8 6-8 4-6 4-8 6-7 4-8 

合身 2-2.5 8-10 8-10 6-8 6-8 6-7 6-8 

宽松 2.5-3 10-14 10-14 8-12 8-10 6-7 8-10 

2、长款围度放松量                                                                                          单位：cm  



   

 

二、量体方法及加放标准 

多量，多做对比： 
 
1、测量特体，看试穿效果 
 
2、找特体，测量净体与穿着合适的衣服 



      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三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领窝（领深）调整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溜肩、耸肩调整 

溜肩 平肩 

溜肩：溜肩又称为斜肩、美 
人肩，是指肩斜度偏大。≥20° 

耸肩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驼背调整 

驼背：是一种常见的脊柱变形， 
引起的形态改变。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胸型调整 

挺胸体：是指上半身稍向上挺，胸部较高，胸宽较大，前身较长的一种反身体型， 
其修正方法同驼背体型基本相反。 

袖笼深度调整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凸肚调整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常见特体问题图片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常见特体问题图片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常见特体问题图片 



   

 

三、特殊体型及补救方法 

常见特体问题图片 



            量体尺寸规号及标准 
            尺码表分析 

四 



   

 

紧身版尺码表 

四、量体尺寸规号及标准尺码表分析 

20个尺码、4个身型 

修身版尺码表 



   

 

四、量体尺寸规号及标准尺码表分析 

合身版尺码表 20个尺码、4个身型 

宽松版尺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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