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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品牌商對快速反應的需求日增，為了節省製造商於開發樣衣的時

間，以及加速品牌商與製造商之間的溝通。促使 3D 的模擬系統廣被許

多研究者討論。3D 的模擬系統可以達到成品的預見以及縮短設計開發的

時間與降低設計製作的成本，但其服裝模擬系統之準確性及對企業開發

效能的提升就成為本研究探討的課題。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兩點：一、

探討 2D 實體製樣時間的長短與彈性拉伸率大小的相關性。二、探討完

成 2D 實體製樣與 3D 虛擬製樣時間的差異。本研究透過實驗法，挑選十

二彈性針織布料，設計 V 領背心、半門襟短袖及立領長袖三種款式進行

實驗。 研究結果顯示： 一、本研究三款實體樣衣的製作時間長短與採



用的彈性針織布經、緯向彈性拉伸率並無明顯相關。 二、實體樣衣穿著

於人枱與虛擬樣衣穿著於化身的誤差比例均不超出參考誤差率的範圍，

顯示其準確度尚於接受範圍。 三、3D 虛擬製樣比 2D 實體製樣的時間節

省 39%~70%，且款式愈複雜，節省的時間愈多。  

摘要

(英) 

Because the clothing retailers demand quick response of supply chain 

increasingly, it is vital to short the communication time between retailer and 

manufacturer in the product developing stage especially for sample making. 

Therefore, new technology such as 3D simulation fitting system has increased 

interests in the clothing industry. Although the 3D simulation fitting system could 

shorten the product developing time, decrease the sample making cost, and get the 

well-preview on the complete design finally. However, the accuracy and 

performance of this system applied to the clothing industry are still not very clea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ime 

differences of 2D sample making and the elastic extension rate of its used knitted 

fabric. Another aim was to find out the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2D concrete and 

3D virtual sample making.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12 

stretch knitted fabrics were chosen in order to make 3 types clothing which are V-

neck vest, short sleeve and long sleeve shirt respectively.  The first result of the 

study was that the time length of making concrete sample and the elastic extension 

rate of its used fabric was irrelevant. Secondly, the accuracy comparison of 

clothing appearance between wearing the concrete sample on the dummy and 

virtual fit through the simulation system were with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hich 

showed the result was acceptable. Finally, the time length of 3D virtual simulation 

to make the sample was decreased 39% to 70% faster than 2D concrete sampl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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