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省道服装多种实践方法的综述分析

段春芳,乔 洪*

(四川师范大学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610010)

摘 要:基于面料发展趋于多元化、个性化的大背景下,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花纹的完整性和其他条(格)的不可破

坏性等因素,要求在服装设计时进行无省、无分割线的处理。通过文献研究与梳理了无省道服装的发端及发展,整理出斜

裁、十字型结构、省道转移与消化、面料归拔与整烫、模压一片式这5种途径,实践验证无省道服装多种实践方法的可行

性,对其进行分类与探索,得出具体的结构制图与工艺处理,对无省道服装制作进行详细的整理,为无省道制作提供了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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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的无省道研究指服装未设置省道或服装的省

道进行处理从而使省道消化的研究。此次研究主要从

衣身无省道、无分割线的角度进行研究。目前少有具

体的文献对无省道研究多种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与归

纳,文中将无省道研究方法进行整理与收集,实践验证

方法的可行性,为无省道研究提供参考。

1 无省道服装结构研究的沿革

无省道研究目前学术界更多的是以旗袍作为载

体。利用面料的热塑性及延展性等特性进行研究。其

中国外较为常用的是斜裁的处理方式,而国内使用频

率较高的则为利用面料的热塑性进行归、拔的结构处

理方式。

1.1 国外无省道结构研究的沿革

国外关于无省道结构的研究源于1912年玛德莱

奴·威奥耐发明的斜裁法。斜纱在服装面料经纬纱

45°方向裁剪衣片,不仅具有伸缩性而且弹性强、悬垂

性好,展现了女性的线条美。另外,还有3D打印技术。

1984年,随着查尔斯·赫尔3D打印技术的研发,将

3D打印技术与服装结合应用。3D打印技术可通过扫

描人体结构,迅速成型得出符合人体各方面尺寸的立

体服装。与此相通的还有模压一片式技术,利用面料

的热塑性等特性,使服装一片成型。其次,日本结构大

师TomokoNakamichi的《PatternMagic》中,进行了

多次省道转移与合并的实践操作,可结合归、拔的工艺

实现省道的消除,从而进行无省道结构研究。综上所

述,国外关于无省道结构的研究主要有斜裁、模压一片

式以及省道的转移与消除3种方式,这些方式从结构

到面料对服装的无省道结构研究进行了阐述。

1.2 国内传统服装中的无省道结构研究沿革

国内最初的服装结构以“十字”型制版的方式呈

现,通过不断地演化、发展,以及在西方结构思想的影

响下,在侧缝进行收量,使腰部的松量减少,下摆再收

紧,整体廓形由原来的“十字型直线结构”转变为“十字

型曲线结构”。运用“十字型曲线结构”方式,再将袖片

进行有肩缝肩斜的演变设计,使得无省道结构设计更

为合体地呈现。在工艺方面,进行平裁古法旗袍时,在
进行结构制图之前,会对面料进行归、拔的工艺处理,
通过高温改变面料的经纬纱,从而满足人体的需求。
由此,国内关于无省道的研究主要从十字型结构以及

面料的工艺处理两方面进行。

2 无省道服装结构研究分类

随着人们个性化要求的提高,对于无省道服装的

要求越来越高,无省道的实现路径出现多元化发展。

2.1 从结构角度看无省道研究

2.1.1 传统十字型结构角度解析无省道结构研究

传统十字型结构方式对无省道研究主要有衣身合

体与宽松两种表现方式。宽松的十字型结构方式在学

术界又称为“十字型直线结构”,主要以喻双双、梁文倩

等学者的研究为主,从喻双双的“旗袍设计与剪裁”一
书中得知,20世纪20年代初期,传统时期的旗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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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暖袍”“马甲”和“倒大袖”三个阶段。这些服装虽有

合体的趋势但相对而言仍保持着平直宽大的风格,无
法显露出女性的曲线美[1]。从梁文倩、王燕、杨小明写

的“基于1926—1929年《良友》画报中旗袍的款式和设

计分析”一书中可得知,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旗袍多

采用前后衣身与袖片相连接的结构形式,没有设置结

构线,从腋下到下摆呈一条直线,服装款式较为宽

松[2]。“十字型曲线结构”主要以朱博伟、刘瑞璞等学

者的研究为主,其在“旗袍三个发展时期的结构断代考

据”中所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叶,从古典时

期到过渡时期,服装的结构从“十字型直线”结构转变

为“十字型曲线”结构,旗袍在侧缝进行收量,使腰部的

松量减少,下摆收紧,旗袍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3]。
刘咏梅、韩天琪、张向辉、吕芳澜研究的“无省旗袍的结

构设计方法”中可看出,无省道旗袍从原本的无肩缝向

有肩缝进化,有肩缝的结构,会以一定的斜度插入,使
得无胸省结构更合体,腋下的量更少[4]。无省道结构

研究由此进入到从宽松到合体的阶段。

2.1.2 斜裁角度解析无省道结构研究

斜裁无省道研究分为国外与国内两类,国内主要

采用平裁的方式,国外主要采用立裁的方式,例如丁锡

强、刘国伟的“服装斜裁技术的应用”一文中可得出服

装斜裁是立足于立体裁剪和平面裁剪之间的裁剪方

法。紧身型斜裁的基本操作多借助于平面裁剪的比例

法与原型法完成,斜裁的效果应穿在人体或人台上进

行观察调整,因此斜裁与立体裁剪息息相关。与国际

服装斜裁技术相比,我国的“斜裁”技术只能是属于改

良斜裁[5]。李雨虹、李杨、吴晶研究的“斜向分割线在

现代旗袍结构中的应用”中可知,服装在斜向45°分割

线所呈现的效果更为舒适自然[6]。由此可知,从结构

上来讲,斜裁来制作无省道结构有立裁与平裁两种研

究方法。

2.1.3 省道转移与消化角度解析无省道研究

女装原型的胸省进行多方位的转移与消化,再结

合工艺处理,同样能够达到平面到立体的转变。姚怡、
孙洁、吴志明研究的“省的位置与分解使用对合体女上

装胸部造型的影响”中,通过不同的省道结合进行对比

分析,得出省道的位置对于胸部立体效果具有一定影

响,省道分解使用所形成的效果最好[7]。彭灵研究的

“合体无省女西服结构设计难点研究”中,在做合体无

省女西服结构中,通过立体裁剪的方式,把原有的省道

合并再通过省道转移到腋下,撇胸、弧形翻驳领线断缝

设计等一系列操作,结合归拔的工艺,从而达成合体的

女西装的效果[8]。通过将转省与合并而出现的无胸省

结构原型用于无省道结构中,可将原有的省道量均匀

分配给各部位,再采用归拔的工艺进行制作,从而达到

无省又合体的目标。

2.2 从面料处理角度看无省道研究

2.2.1 面料的归拔与整烫角度解析无省道研究

归拔工艺是服装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是利用服

装面料的伸缩性适当改变面料的经纱纬纱,或归或拔,
从而使得面料由平面改为立体,满足人们对人体体型

的要求。关于归拔与整烫技术的有力论证在很多服装

工艺方面的书籍上都有详细记载,以韩耀潜,徐秀清等

主编的《服装工艺》中写道,在对服装材料进行整烫时,
对材料加温,使温度上升到纤维的玻璃化温度以上,纤
维出现高弹性具有变形能力。利用面料的热塑性用于

服装的加工与整烫中[9]。刘建萍、张毅荆、妙蕾在“无
省合体旗袍塑型方法的探索与分析”中提出:通过控制

纤维的变量影响曲线,对在外力多重影响作用下归拔

的温度、湿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及对水的增塑作用的结

果分析,验证了在归拔与整烫作用下无省塑型方法操

作的可行性和保型性[10]。通常情况下,面料裁剪都是

将面料缩水后,直接画图进行裁剪,而对于无省道合体

旗袍来说却是先将面料进行归拔整烫处理,而后再画

图进行裁剪,使之达到合体性。

2.2.2 模压一片式角度解析无省道设计

罗晓菊在“一体成型技术在服装中的应用与发展”
中,对于服装打印技术回顾了4种主要的一体成型技

术,归纳总结服装生产中的应用与发展历程,以及初见

端倪的3D打印服装技术[11]。陈常娟研究的“3D打印

技术在纺织服装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中通过3D打印机

一步步走向成熟,将3D打印技术与纤维织物、组织结

构、单元体设计、材质特性以及智能材料结合,使得3D
打印更快融入到现代服装面料的设计中[12]。模压一

片式结构在很多方面与整烫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
前者是为了方便大规模生产,加快工作效率。

2.2.3 面料斜裁角度解析无省道研究

国外学者利用斜裁面料的延展性结合工艺实现无

省道合体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装界公认由 Ma-
deleineVionnet首创,后被广泛运用与创新。Ching
HuiLin,ChinMeiLin研究的关于“Th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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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BiasCutinClothingDesign”中指出斜裁45°产生拉

伸弹性,具有定制曲线的特性,研究探讨了斜纹剪裁特

征与服装结构之间的关系[13]。通过斜纱的伸缩性以

及延展性可创造出符合人体特征的合体服装结构。

3 无省道服装实践方法

关于无省道服装结构方法主要从结构与面料两方

面呈现,在结构方面有基于现代服装结构设计理论而

提出的结构设计方法,也有相比较传统的短寸法与比

例法,既有平裁的操作方式,也运用了立体裁剪的操作

方式。在面料方面,不仅与面料本身的特性相结合,也
借助科技的力量对无省道结构进行全方面多层次的解

析,见表1。
表1 无省道服装实践方法

类 型 结 构 面 料

十字型结构

斜 裁

省道转移
与消化

面料归拔
与整烫

模压一片式

3.1 传统十字型结构操作方法

十字型直线结构横向以水平的肩线,竖向以垂直

的前后中线为轴的十字型结构,衣长在竖轴上确定,袖
长在横肩线上确定。在十字交叉处挖出领窝,根据设

计需要进行袖宽以及袖长的设计,胸围与下摆之间连

成一条直线,整个结构制图中多以直线的形式存在,如
图1所示。十字型曲线同样以垂直的两条线作为基础

线,在腰部收腰,臀围凸起,下摆收量,展现女性的曲线

美,衣片表现为整体性、平面性,如图2所示。十字型

曲线是在十字型直线的基础上进行的结构设计,但十

字型曲线相对于十字型直线结构更为合体。

3.2 斜裁

关于斜裁主要是以面料经纬纱45°方向作为衣身

的竖直方向进行的立体裁剪的形式。图3为 Made-

leineVionnet所创作的裁剪法,也称为“手帕衣服”,巧
妙地运用面料斜向的弹拉力进行斜向交叉。整体最复

杂的地方是进行斜纱边缘工艺的处理,MadeleineVi-
onnet经常采用抽纱法、缝补法、刺绣以及贴边等方法

进行处理。另外,为了更好地控制悬垂程度和合体效

果,在面料的经纬纱方向绘制出间隔相同的格子,便于

对称裁剪缝合接缝时的对位,更大限度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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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十字型直线结构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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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十字型曲线结构制图

图3 MadeleineVionnet的斜裁

3.3 省道转移与消化

省道处理方式主要将胸省进行转移与消化。图4
为160/84A 的新文化女装原型,胸省的省量为3.5
cm,将胸省的量转移至前中撇掉0.5cm,领围转移0.5
cm,袖笼处留有0.5cm,再将这几处多余的量进行归

的工艺处理。肩缝去掉0.5cm,侧缝去掉0.5cm,为
与后片合缝,可在前片侧缝下加补0.5cm,最后将1
cm的省量转移至下摆,从侧缝将转移的量摒除,使得

衣身得以平衡,如图5所示。为使无胸省原型尽可能

贴近胸省原型的合体度,现将无胸省原型及有胸省原

·21·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9期     




型的样衣进行对比处理,腰部均在前后侧缝处收3.5
cm的松量。为更直观地发现问题所在,采取160/84
的净胸围进行对比分析。图6为第八代新文化原型净

胸围样衣,图7则为转换后的无胸省结构。从样衣对

比可看出,转换后的样衣合体度与有胸省结构相差无

几,证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后衣身 前衣身

图4 160/84A新文化女装原型

0.5cm

0.3cm
0.3cm

0.5cm

肩缝
0.5cm

袖笼
0.8cm

侧缝
1cm

1cm

1cm 下摆2cm

领口
0.5cm

前中
0.5cm

图5 省道转移与消化

3.4 面料的归拔与整烫

进行平裁旗袍结构制作之前,会对面料先进行推

归拔的初步处理。首先将面料竖起对合平铺在烫台

上,用别针固定,左手拉出胸凸,数值根据面料的延伸

性进行调整,不超过4cm,过大会破坏面料,步骤一如

图8(a)所示。右手熨斗推腰,将出现的褶皱烫平;其次

将胸腰侧缝线画出,接近一条直线,面料展开后会有一

定的立体效果,具体效果与面料的延展性、热塑性等方

面有关。初步归拔完成后的衣片前中放直后的裁片侧

缝变弯,步骤二如图8(b)所示,放在胸部仍然会有褶

皱的出现,需要进一步的归拔熨烫处理,使服装更为合

体。将前衣片展开后的中线仍为直线,在中线的胸腰

部位进行归拔处理,使直线变为弧线,在腰部凹进去。
侧缝胸围线处横向向中心线推、竖向归烫,侧缝腰围处

竖向拔,侧缝臀位处横向推、竖向归,将胸凸与臀凸熨

烫定型,步骤三如图8(c)所示。至此,衣片立体,中心

线变弧,侧缝接近直线。整个归拔推过程中要有足够

的耐心,进行反复处理,才能得出合体的效果。

图6 新文化原型样衣

图7 省道转移与消化后样衣

3.5 模压一片式

模压一片式及3D打印都是一项快速成型的技术,
也叫做“增材制造”。一种以数字建模为基础,通过扫

描身体尺寸,量身打造独一无二的服装。图9为3D打

印服装的制作过程,直接打印,而非缝接,打印出来的

服装不仅合体,更能够减少浪费。3D打印的方式因为

材料的限制无法普及,需要进一步提升以便更好地应

用到服装的设计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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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步骤三

  图8 归拔与整烫处理

图9 3D打印服装

4 结语

目前无省道研究的多种实践方法主要从结构与面

料两个方面出发,通过对无省道研究进行验证分析,得

出使用省道转移与消化的结构方法最适用于做无省道

服装。制作无省道服装表现为合体与宽松两种呈现方

式,关于无省道合体结构的实践方法还需进行深化研

究,由此引出两个方面的展望,一方面,目前现存的研

究中并未有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实践验证对比无省道结

构合体度,为无省道合体结构在制作方面提供数据与

理论支撑,开拓无省道合体结构新思路;另一方面,无
省道结构是为了解决面料的多元化而出现的特殊结构

设计办法,将面料与结构设计方法相结合,验证最佳匹

配度,可为服装结构设计与生产起到现实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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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色织绸还需要下水单独进行缩率处理,耗
时很长,经过本工序后无需单独进行缩率处理,缩率控

制在0.5%以内。
3.5 环保要求

印染各工序的工艺设计,均应遵循环保生产要求,严
禁使用有害染化料助剂,保证符合生态纺织品的要求。

4 成品性能指标检测

经检测,采用本工艺生产的全真丝半色织提花织

物性能指标为:
平方米克重:108g/m2;经向断裂强力:760.3N;

纬向断裂强力:450.4N;水洗牢度:5级;汗渍牢度:4
级;干摩擦牢度:4级;湿摩擦牢度:4级;pH 值:7;甲
醛:未检出。

5 结论

(1)真丝生经熟纬的工艺,经线减少了加捻、并丝、
络丝、络筒、倒筒等繁琐工序,练染环节减少了经线练

白工艺,后整理不需要进行单独缩率处理。与传统真

丝提花用时相比,能缩短时间1~2天;从原料耗用看,

经线采用1/180/198tex生丝织造,对比传统用的2/
180/198tex复捻真丝,经丝耗用量减少了一半;人工

费用方面同时也大幅度下降。总体降低了面料成本。
(2)文中所述工艺目前只适合浅经深纬的颜色组

合,不适用经线颜色深的组合,所以在颜色的选择上有

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采用该工艺之前先要考虑颜

色的组合。
(3)经过独特的提花工艺织造后,生产出的提花面

料具有丰富多姿的色彩,花型凹凸有致,具有很强的立

体感,产品手感丰满。同时能举一反三,可以采用不同

纤维的组合,通过不同纤维染色性能不同,织造出更多

漂亮的色织大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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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PracticeofPureSilkDyedWeftJacquardFabric
HANLei1,WANGJia-li2,*,XIAOLu2

(1.SichuanNewTextileCo.,Ltd.,Nanchong637000,China;

2.SichuanAcademyofSilkSciencesCo.,Ltd.,Chengdu610031,China)

  Abstract:Thepuresilkdyedweftjacquardfabricused100% mulberrysilkasrawmaterial.Thejacquardweavingprocessadopted
light-coloredrawwarpanddeep-coloreddyedweft.Scouringandbleaching,dyeingandfinishingofthejacquardfabricwasadopted.
Theproductiondifficultiesandtechnicalsolutionsofsilkdyeing,weaving,dyeingandfinishingwerediscussed.Basedontheanalysis
ofthoseparametersandformulas,thereasonableprocessparametersandpreparationmethodsweredetermined.Thecharacteristicsof
seriesjacquardfabricsincludedrichcolor,three-dimensionalpattern,comfortablehandfeelandsoon.

Keywords:rawwarpanddyedweft;dyedweftjacquard;reactivedye;biological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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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andAnalysisofVariousPracticeMethodsonDartFreeClothing
DUANChun-fang,QIAOHong*

(CollegeofFashionandDesignArt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010,China))

  Abstract:Underthegeneralbackgroundofdiversificationandindividuationoffabricdevelopment,duetotheintegrityofpatterns
andtheindestructibilityofotherstripes(lattices),inthespecificpracticeofdesign,itwasrequiredtoadoptthetreatmentofnodart
andnosplitlinewhendesigningtheclothing.Throughliterature,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dartfreeclothingwerestudiedand
combed.Fivemethodsweresortedout,includingtaperedcut,crossstructure,darttransferandelimination,fabricdrawingandiron-
ingandone-piecemolding.Practiceprovedthatavarietyofpracticemethodsofdartfreeclothingwerefeasible.Throughtheclassifi-
cationandexploration,thespecificstructuredraftingandprocesstreatmentwereobtained.Thedetailedarrangementfortheproduc-
tionofdartfreeclothingwascarriedout,whichcouldprovideareferenceforthelaterdartfreeproduction.

Keywords:dartfreeclothing;practicemethod;overview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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