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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工艺类型角度出发对不同类型的服装工艺模板设计进行分析研究ꎬ形成了一整套服

装工艺模板设计方法理论ꎮ 为企业结合新技术开发出更高效和节约成本的工艺模板提供借

鉴ꎬ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解决了招工难、用工成本高、产品品质难保证等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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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服装工艺模板技术始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德国ꎬ最初

是用薄钢板作为原材料做成模板ꎬ但是由于钢板实用性差

等原因ꎬ该技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ꎮ 后来日本对制作

模板的材料进行了多元化的设计尝试ꎻ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有机玻璃材料被台湾的服装厂运用于服装模板制造ꎬ
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ꎻ随着 ＰＶＣ、ＰＥＴ等新型材料的出现ꎬ
模板技术得到更广泛的推广ꎮ 当下服装产业正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ꎬ例如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等ꎬ于是越来越多的新

科学、新技术被运用于服装产业ꎮ 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

已经成为服装产业的必然趋势ꎬ而昂贵的特种设备的使用

与维护迫使服装企业寻求一种更加低廉、高效的技术以达

到缝制设备自动化ꎬ由此服装工艺模板技术便得到全世界

的高度关注ꎬ相关工艺模板技术也得到了推广发展ꎮ

１　 服装工艺模板设计原则

虽然工艺模板设计方法各式各样ꎬ制作步骤也不尽相

同ꎬ但是在设计上有着相同的原则ꎮ 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

才能保证设计出的工艺模板更加合理、科学、高效ꎮ 服装

工艺模板设计需要遵循简单直观性、简化优化工序、准确

性、经济性等原则ꎮ 简单直观性原则保证文化水平不高的

员工也能快速学会操作ꎻ简化优化工序原则对工序进行简

化设计或优化设计ꎬ实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ꎻ准确性原

则是保证品质的第一竞争力ꎬ因此服装工艺模板的尺寸必

须精确、稳定ꎬ组合设计必须科学合理ꎻ经济性原则主要是

减低成本ꎬ在设计、制作服装工艺模板的时候要充分考虑

它的成本ꎬ从而降低生产成本ꎮ

２　 服装工艺模板设计流程

服装工艺模板技术的研发设计由设计准备、工艺模板

设计制作、实际生产应用 ３个阶段组成ꎮ 设计准备阶段主

要对需要开发模板的服装款式结构、面料、服装工艺信息、
生产设备等方面进行分析ꎻ设计制作工艺模板阶段先对工

艺操作难点分析ꎬ再重新设计工艺模板的工艺操作流程ꎬ
然后进行工艺模板的构件组合设计ꎬ再到输出组装工艺模

板ꎬ最后进行模板测试ꎻ生产应用阶段主要是把工艺模板

应用于生产ꎬ充分发挥其真正价值[１] ꎮ

３　 设计实践

工艺模板的组成构件如图 １ 所示ꎬ主要包含夹板、链
接件、吃势控制辅件、防滑条、辅助板、轨道、窗口、对位线

等[２] ꎮ 服装工艺模板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类:从工艺

角度可分为绗缝类、止口类、扣压缝类、挖袋类、拼接类等

５大类型ꎻ从使用设备角度可分为简易模板机和全自动模

板机ꎮ 每一种类型工艺模板的设计都具有各自的特点ꎬ以
下将从工艺角度逐一对不同类型的模板进行设计方法

分析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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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工艺模板构件

３.１　 绗缝类工艺模板设计

绗缝类工艺在棉服、羽绒服、睡袋等类型服装中用得最

多ꎮ 为了使外层面料与内层填充物固定不移动ꎬ用直线、曲线

或花式线进行缝合ꎬ在满足实用性功能的同时增添装饰性ꎮ
绗缝类工艺操作难点分析:绗缝工艺最大的特点是线

迹单调、重复性高ꎬ质量要求稳定ꎮ 员工在操作时很容易

疲劳而情绪不稳定ꎬ质量就会受影响ꎮ 此种工艺便非常适

合运用工艺模板ꎮ 此类工艺模板设计相对简单ꎬ只需基础

构件ꎬ无论是品质还是效率都获得了企业的信赖ꎮ
以绗缝线迹工艺模板为例ꎬ重新设计工艺模板操作流

程(表 １)ꎬ只需 ３ 步就可以缝制完成ꎮ 设计方案(图 ２):
模板由面夹板和底夹板组成ꎬ在夹板上刻上对位线ꎬ再由

链接件组合面、底夹板ꎮ 目前在模板 ＣＡＤ 里做纸样的开

槽方法非常方便ꎬ但是对线迹开槽却比较麻烦ꎬ推荐使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或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等绘图软件ꎬ绘制规则曲线、
直线、花式线迹很容易ꎬ也有相应的辅助工具对其线迹进

行开槽设置ꎬ形成激光切割机可识别文件ꎬ进行切割开槽ꎬ
上、下两层模板一样ꎬ两夹板之间用胶带链接[３] ꎮ

表 １　 绗缝工艺模板操作流程

序号 操作流程 品质要求 操作难度

１ 打开夹板ꎬ将裁片面布朝上
放在对位线上ꎬ合上夹板

布边齐ꎬ丝绺顺
直ꎬ面里平整

容易

２ 模板缝纫机延轨道车缝ꎬ首
位返针

线迹均匀ꎬ规格
准确

容易

３ 取出裁片 整体平整ꎬ干净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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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绗缝类工艺模板

３.２　 止口类工艺模板设计

止口类的工艺有袋盖的缝制、翻领的缝制等ꎮ 止

口类工艺特点:面部平整ꎬ里层在缝制时需拉紧ꎬ尤其

是在转角处ꎬ这样可以形成窝势ꎬ使整体看起来不外翻

且美观ꎮ
以袋盖工艺模板为例ꎬ袋盖的工艺操作难点为:在

转角处要形成窝势ꎬ同时还要保证面部平整ꎬ里料不外

吐ꎮ 重新设计袋盖工艺模板操作流程(表 ２) ꎬ共需要 ４
步缝制完成ꎮ 设计方案(图 ３) :该工艺模板需 ３ 层板ꎬ
面、底夹板和中间 １ 层辅助板ꎬ以袋盖的净样形状开

槽ꎬ中间辅助板用于固定海绵ꎬ通过海绵厚度使得面布

自然收缩ꎬ其厚度与需要的吃缝量对应ꎻ为了保证 ３ 层

板的合拢吻合ꎬ需要将底夹板上与海绵片对应的区域

去除ꎬ形成窗口 [４] ꎮ

表 ２　 袋盖工艺模板操作流程

序号 操作流程 品质要求 操作难度

１
打开底夹板ꎬ将袋盖里正
面朝上放在对位线上ꎬ合
上夹板

布边齐ꎬ丝绺顺
直ꎬ面里平整

容易

２ 将袋盖面布正面朝上放
在对位线上ꎬ合上夹板

袋盖前端丝绺
顺直ꎬ吃势准确

容易

３ 模板缝纫机延轨道车缝ꎬ
首位返针

线迹均匀ꎬ吃势
适量ꎬ规格准确

容易

４ 取出袋盖ꎬ修剪缝份
缝份修剪圆顺
平整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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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袋盖工艺模板

３.３　 贴缝类工艺模板设计

贴缝类工艺主要特征是把单层、多层式的部件固定于

衣片上ꎬ常见的有扣压缝式和挖袋式ꎮ 扣压缝式工艺如贴

袋、图案贴布等ꎮ 传统工艺里需要对扣压缝的边先进行熨

烫定型再进行缝制ꎬ有弧形或是转角的地方熨烫难度很

大ꎬ抽缩难以均匀ꎮ
以贴袋工艺模板为例ꎬ重新设计贴袋工艺模板缝制操

作流程(表 ３)ꎬ共分为 ５个操作步骤ꎮ 根据新工艺操作流

程采用不同厚度的 ＰＶＣ 板构成部件共有 ９ 块ꎬ对工艺模

板进行组合设计(图 ４):面夹板为 ３ 层ꎬ为了给推板留出

活动空间ꎬ面夹板中间层的厚度应与推板厚度一致ꎮ 推板

的存在可免去熨烫缝份的工序ꎬ抽板的作用是在推板进行

推扣缝份时保证尺寸准确ꎬ海绵条的作用是使扣压的缝份

不易移位ꎮ 该工艺模板操作运用抽板与推板ꎬ比传统的操

作流程省去了熨烫工序ꎬ既节约了生产时间ꎬ又保证了产

品质量ꎬ提高了生产效率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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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贴袋工艺模板操作流程

序号 操作流程 品质要求 操作难度

１
打开面夹板ꎬ将扣烫缝好
袋口的贴袋里朝上放在
对位线上ꎬ放入抽板

布边齐ꎬ丝绺
顺直ꎬ面里平整

容易

２
推动左右两块推板ꎬ把扣
烫缝份推至固定位置ꎬ把
衣片面朝上放置对位线上

扣压缝份平顺、
准确

容易

３ 合上夹板ꎬ抽出抽板
扣压缝不跑位ꎬ
规格准确

容易

４ 模板缝纫机延轨道车缝ꎬ
首位返针

线迹均匀ꎬ规格
准确

容易

５ 取出衣片 整体平整、光洁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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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贴袋工艺模板

３.４　 挖袋类工艺模板设计

挖袋式工艺有双嵌线口袋、单嵌线口袋等ꎮ 设计这类

工艺的模板首先需要对工序进行拆解ꎬ然后重新编排工

序ꎮ 针对层数多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中间辅助板的层数ꎬ
对其进行合理地切割ꎬ保证各裁片间的固定位置准确ꎮ 这

类工艺通常会提前扣烫某些裁片ꎬ然后进行工艺模板缝

制ꎻ也可设计成免烫功能的工艺模板ꎬ在工艺模板加入中

间抽板即可实现ꎮ
以双嵌线的挖袋为例ꎬ重新设计挖袋工艺模板操作流

程(表 ４)ꎬ共有 ５个操作步骤ꎮ 设计方案(图 ５):该工艺模

板共 ３层ꎬ面、底夹板以袋口的长度和宽度开槽ꎻ面夹板上

加固定针ꎬ用于固定嵌条ꎻ中间层用双面胶贴合于面夹板ꎬ
主要起到定位抽板的作用ꎻ加入抽板ꎬ便于扣折嵌线ꎬ省去

扣烫工序ꎻ底夹板上贴海绵条固定嵌条ꎬ再加裁片定位线ꎬ
如有袋盖可以再加 １层模板ꎬ中间的各层板都用薄板[５]ꎮ

表 ４　 双嵌线工艺模板操作流程

序号 操作流程 品质要求 操作难度

１
打开面夹板ꎬ将嵌条背面
朝上放置规定位置ꎬ边缘
放入固定针

布边齐ꎬ丝绺顺
直ꎬ平整

容易

２ 把抽板放置规定位置ꎬ翻
折嵌条用固定针定位

扣压嵌条平整ꎬ
准确

容易

３
将衣片正面朝上摆放至
规定位置ꎬ合上夹板ꎬ抽
取抽板

扣压嵌条不跑
位ꎬ规格准确

容易

４ 模板缝纫机延轨道车缝ꎬ
首位返针

线迹均匀ꎬ规格
准确

容易

５ 取出衣片 整体平整、光洁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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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双嵌线工艺模板

３.５　 拼接类工艺模板设计

拼接类工艺主要特征为延直线或曲线缝合多层裁片ꎮ
所对应的工艺模板从结构线的角度可分为直线型和曲线

型两种ꎮ
１) 直线型

直线型的工艺要求是将两层或多层裁片在自然状态

下铺平ꎬ进行均匀缝制ꎮ 此类型工艺模板设计比较简单ꎬ
只需确认开槽的宽度以及前端、末端留出的回针数ꎮ

以小便西的合肩缝工艺为例ꎬ工艺模板操作流程为:
打开模板ꎬ后片裁片正面朝上摆放至定位线ꎬ前衣片背面

朝上摆放至规定位置ꎻ合上模板缝制ꎻ打开模板取出缝制

好的裁片ꎮ 工艺模板设计方案(图 ６):模板由两层板组

成ꎬ面夹板有两条肩缝轨道ꎬ轨道周围贴防滑砂纸条ꎻ底夹

板在面夹板的基础上刻上对位线ꎬ用以保证裁片的位置摆

放准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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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肩斜线工艺模板

２)曲线型

曲线型工艺模板有两种类型:曲率一致型和曲率不一

致型ꎬ工艺模板从两个类型分别进行设计分析ꎮ
曲率一致型的工艺特点:两层裁片自然状态下铺平ꎬ

均匀缝制ꎬ达到平整不起皱的效果ꎮ 以翻领为例ꎬ此翻领

工艺操作难点:吃势难控制ꎬ弧形缝份不容易缝制均匀ꎮ
重新设计翻领工艺模板操作流程(表 ５)ꎬ共有 ４个操作步

骤ꎮ 设计方案(图 ７):该工艺模板有 ３ 层ꎬ中间层为辅助

板ꎬ用于贴海绵片ꎬ增加一定厚度ꎬ起到使面布大于底布的

作用ꎬ形成一定窝势ꎬ底布不外吐ꎮ 面夹板需空出中层辅

助板贴海绵片的位置窗口ꎬ以保正吃势准确以及模板合上

后平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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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翻领工艺模板操作流程

序号 操作流程 品质要求 操作难度

１
打开夹板ꎬ将领面布正面
朝上摆放至对位线上ꎬ压
下中层板

规格准确ꎬ吃势量
准确

容易

２ 领底布背面朝上摆放至
对位线上ꎬ合上夹板

面布 平 整、 规 格
准确

容易

３ 模板缝纫机延轨道车缝ꎬ
首位返针

线迹 均 匀ꎬ 规 格
准确

容易

４ 取出翻领ꎬ修剪缝份
缝 份 修 剪 圆 顺
平整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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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翻领工艺模板

　 　 曲率不一致型以衬衫领的翻领与领座拼接工艺模板

设计为例ꎬ其工艺特点为缝合的两部分曲线曲率不一致ꎬ
在缝合上容易造成上、下层缝份不均匀ꎬ线迹不够圆顺ꎮ
重新设计工艺模板操作流程(表 ６)ꎬ共分为 ５个步骤ꎮ 设

计方案(图 ８):由于翻领与领座部分曲率不一样ꎬ不能同

时完全铺平ꎬ因此采取以领座曲率为准ꎬ平铺领座ꎬ把翻领

部分用固定针强行固定于模板上ꎬ实现缝制的曲线相一

致ꎬ完成缝制作业[６] ꎮ
表 ６　 衬衫领工艺模板操作流程

序号 操作流程 品质要求 操作难度

１ 打开夹板ꎬ将领座里布正
面朝上放在对位线上

布边 齐ꎬ 丝 绺 顺
直ꎬ面布平整

容易

２
将翻领正面朝上放在对
位线上ꎬ注意运用定位
针ꎬ保证位置准确

翻领缝制线周围
平整ꎬ规格准确

容易

３ 将领座面布背面朝上放
在对位线上

布边 齐ꎬ 丝 绺 顺
直ꎬ面布平整

容易

４ 模板缝纫机延轨道车缝ꎬ
首位返针

线迹 均 匀、 规 格
准确

容易

５ 取出领子ꎬ修剪缝份
缝 份 修 剪 圆 顺
平整

容易

	��� ���


��

���

���� �
��� �����c���

图 ８　 衬衫领工艺模板

４　 结语

通过对 ５种不同类型的服装工艺模板设计的分析ꎬ形
成了较完整的工艺模板设计方法理论ꎬ为企业在加工制造

产品的过程中灵活运用工艺模板提供了一定的借鉴ꎮ 模板

技术的运用使得流水线上的工人无需具备熟练的工艺操作

技能ꎬ只要借助这项技术就可以操作完成ꎬ提高了生产效

率ꎬ同时保证其产品质量ꎮ 对服装企业而言ꎬ其人才选拔难

度下降ꎬ人才培养周期大大缩短ꎬ企业特种设备的成本也大

大降低ꎮ 工艺模板设计及制造技术的进步对服装企业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ꎬ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立足点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ꎬ现已经可以将服装工

艺的运行规律和模式预先编排成控制程序ꎬ然后以人工智

能技术制定的原则进行全自动化生产ꎬ达到采用全自动机

器人来完成“无人化”的自动缝制工作[７] ꎮ 目前的服装工

艺模板都是平面模板ꎬ立体工艺模板还处于探索阶段ꎬ随
着服装生产设备朝着多轴作业方向发展ꎬ当实现多轴作业

时ꎬ立体工艺模板将给企业带来更多效益ꎮ

参考文献:
[１] 阳川ꎬ张序贵ꎬ青军ꎬ等. 模板技术在服装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与发展[Ｊ] . 纺织导报ꎬ２０１４(９): ７１￣７３.
[２] 孙玉芳ꎬ张昇平ꎬ俞能林. 服装工艺模板设计与制作[Ｊ] . 纺织

导报ꎬ ２０１４(７): １１９￣１２０.
[３] 刘锋ꎬ卢致文. 基于工艺特征的服装工艺模板设计与应用

[Ｊ] . 毛纺科技ꎬ ２０１７(１２): ５２￣５４.
[４] 张志斌. 服装工艺模板的技术特征及应用研究—以夹克口袋

工艺模板设计为例[Ｊ] .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５):
８９￣９２.

[５] 蔡红. 男西裤双嵌线口袋工艺模板的设计与应用研究[Ｊ] . 毛
纺科技ꎬ２０１５ꎬ４３(９): ６６￣６９.

[６] 朱聪聪. 服装工艺模板设计与应用[ Ｊ] . 纺织科技进展ꎬ２０１７
(８): ５１￣５４.

[７] 赵晓露ꎬ孔繁学ꎬ刘德亮ꎬ等. 服装模板缝制工艺与设备的发

展状况[Ｊ] . 毛纺科技ꎬ ２０１９(２): ４５￣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１０ ２２

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