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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设计具有文化与产业双重性,青花一直都是艺术殿堂的瑰宝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标签,服装的创新设计应

该建立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以“青花瓷”为设计灵感,采用2种特殊的针织面料,在款式设计、装饰元素创新、制作工艺

等方面进行探索,以4款“恋青花”系列针织服装的设计为例,展现当今创新背景下针织服装的魅力和新时代女性的知性

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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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时尚,展现自

我,纺织服装的发展也逐渐淡化了其最基本的功能,美
观性和舒适性似乎已成了服装的灵魂,而针织面料因

结构松散而具有柔软蓬松的质地、良好的吸湿透气性

和弹性,此类服装显然更容易满足当今人们对服装的

需求。因此,从面料、款式、装饰等方面来探究针织服

装的创新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将青花艺术应用

于服装设计中,以中国传统元素塑造服装时尚,实现传

统与时尚的创新性结合。

1 设计背景

设计背景,即灵感来源,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一种

特殊心理活动,依赖于设计者日常生活中敏锐的观察

与长期的积累[1]。“恋青花”系列针织服装设计灵感来

源于传统的中国青花瓷器,瓷器色泽浓处如靛,有深入

胎骨、呈淡锡光的铁锈瘢点,令人视之顿觉幽静苍翠、
古意盎然;浅处则呈色淡雅,飘逸洒脱、清新自然,观之

使人神清气爽[2]。青花瓷的美还体现在青与白关系的

和谐处理上,蓝白相映的青花瓷器呈色典雅,其独特的

典雅、素净、细腻特质与中国女性的美相得益彰。
始于唐宋,到现代服饰乃至欧美时尚圈,任谁也无

法解释青花的魅力,这蓝白相间的温润、淡雅,在表达

一种优雅沉着、朴素典雅的东方女性魅力的同时,也演

绎着全新的东方时尚风潮。

2 面料选择

针织服装作为服装中的一个大类,以其柔软舒适、
贴体又富有弹性的优良性能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由于

纱线的种类、粗细、织物的密度等不同,其造型特征也

存在较大的差异。粗纱线、宽针距的面料质地蓬松柔

软,可塑造较为夸张和个性化的款式,表现出粗犷、原
始的服装风格。细纱线、小针距的针织面料质地滑腻

柔软,既可做简洁束身的款式,体现柔和细腻的风格,

也可做宽松舒适的款式造型,体现飘逸洒脱的风格[3]。
青花瓷的气质决定了面料的选择,选用白色丝光

棉面料和宝蓝色丝绒面料。2款面料的主要规格参数

见表1。
表1 面料主要规格参数

面料名称 纱线原料 织物组织
面密度
/g·m-2

幅 宽
/cm

丝光棉面料 90%丝光棉

+10%氨纶 1+1双罗纹组织 330 155

金丝绒面料 涤纶DTY 单面毛圈组织 420 150

图1 选用的面料

丝光棉面料以天然棉为原料,经过烧毛、丝光等工

序,不仅具备棉柔软滑爽、舒适透气、吸湿性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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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备像丝一般的光泽感[4],氨纶和双罗纹组织分别

赋予面料良好的弹性和垂度[5];金丝绒面料以涤纶

DTY为地组织和毛圈的原料,所编织的毛圈布经剪绒

形成的针织面料,经过多重工艺后获得光泽感和柔软

触感[6],涤纶良好的性能使面料不易皱,是实用性很高

的面料[7]。面料如图1所示,左为丝光棉针织面料,右
为金丝绒面料。

3 款式设计

款式设计是艺术创作的过程,又称造型设计,用于

表达服装艺术构思和工艺构思的效果与要求[8]。“恋
青花”系列服装分别从面料和花型装饰上来诠释女性

的柔美和典雅,在造型上均以贴体的裙装为主。长摆

的A形裙,优雅的人鱼裙等造型,利用针织面料的优

势,通过简单的线条来表现穿着者的身材曲线,凸显女

性柔美,运用针织金丝绒面料制作荷叶边来展现律动

美。
服装以青花瓷主体色白色打底,依据比例美与均

衡美的服装造型美法则,在素色针织面料的基础上采

用传统青花刺绣进行局部装饰,表现女性的典雅。刺

绣的花纹图案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祥云和牡丹图案。
祥云花型极富旋转环绕感,纹饰整体前弯后挺、头圆尾

尖,呈现出自信与洒脱之美;牡丹富丽堂皇,具有浓郁

的民族气息和富强美好的寓意。青花刺绣为现代服装

设计增加了中国元素,也赋予了服装特殊的文化内涵

与韵味。

4 设计与制作

服装设计是涉及一系列工艺的制作流程。在实际

生产中,服装制版和缝制工艺是其中最重要的技术环

节。

4.1 针织服装成品规格设计

表2 4套针织系列服装成品规格

部位名称
4套服装规格尺寸/cm

第1套 第2套 第3套 第4套

胸围 96 90 96 92
腰围 68 68 68 68
臀围 96 92 96 94
衣长 40 56 60

94
裙长 100 66+10(荷叶边) 54+20(荷叶边)

 说明:第4套服装为连衣裙款式,衣长与裙长尺寸作为整体考虑。

成品规格的设计是服装设计与制作的第一步。4
套系列针织服装根据款式不同在某些部位尺寸略有差

异,主要部位成品规格尺寸见表2。

4.2 针织服装制版工艺

4.2.1 样板尺寸

在绘制服装版图前,先进行样板尺寸的计算。在

服装成品规格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得到1/2胸宽样板

尺寸、1/2腰宽样板尺寸、1/2臀宽样板尺寸、衣长样板

尺寸、裙长样板尺寸。

1/2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合两边缝耗a)

÷2;

1/2腰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b)÷2;

1/2臀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c)÷2;
衣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d;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e。
成品规格参照表1中的数据:合两边缝耗a取2.5

cm;缝耗b取1cm;缝耗c取2.5cm;缝耗d取2.5
cm;缝耗e取2cm。

4套系列针织服装的样板尺寸计算值见表3。
表3 4套针织系列服装各样板尺寸

样板尺寸名称
4套服装样板尺寸计算值/cm

第1套 第2套 第3套 第4套

1/2胸宽样板尺寸 49.25 46.25 49.25 47.25
1/2腰宽样板尺寸 34.50 34.50 34.50 34.50
1/2臀宽样板尺寸 49.25 47.25 49.25 48.25

衣长样板尺寸 42.50 58.50 62.50
96

裙长样板尺寸 102.00 68 56.00

 说明:第4套服装为连衣裙款式,衣长与裙长样板尺寸作为整体考虑。

4.2.2 制版

按照计算的衣片样板尺寸,采用ET2010兔狗版

软件进行系列针织服装版图的绘制及制作。
第1套服装的制版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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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第1套服装制版图

第2套服装的制版图如图3所示。

·14·     2020年第9期             服装服饰




（a）上衣

2
2

42

2
2

25

1
1

1.5
后片 前片

（b）裙片
3

68

后片 前片

3

72
6腰条

1012.7

裙下摆荷叶边

（c）荷叶边

袖条

28
8

8.8 后片荷叶边

8

7.5前片荷叶边

8

7.5 袖荷叶边

单位：cm

图3 第2套服装制版图

第3套服装的制版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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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3套服装制版图

第4套服装的制版图如图5所示。

4.3 针织服装缝制工艺

款式不同,4套服装在缝制工艺方面略有差异。
(1)第1套服装的缝制工艺。
上衣:领口挽边(双线链缝机)→合肩(平缝机)→

绱袖(平缝机)→合袖缝、合侧缝(平缝机)→绱下摆罗

纹边(双线链缝机)。
裙:缝下摆装饰边(平缝机)→合侧缝(平缝机)→

绱松紧带(双线链缝机)。

(2)第2套服装的缝制工艺。
上衣:下摆、袖窿、袖条挽边(平缝机)→绱袖条(平

缝机)→绱领(双线链缝机)→缝胸围荷叶边(平缝机)

→合侧缝(平缝机)。
裙:缝下摆荷叶边(平缝机)→合侧缝(平缝机)→

绱松紧带(双线链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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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4套服装制版图

(3)第3套服装的缝制工艺。
上衣:下摆、领口挽边(平缝机)→绱袖口荷叶边

(平缝机)→合肩(平缝机)→绱袖(平缝机)→合袖缝、
侧缝(平缝机)。

裙:缝荷叶装饰边(平缝机)→合侧缝(平缝机)→
绱松紧带(双线链缝机)。

(4)第4套服装的缝制工艺。
缝省(平缝机)→合左侧缝(平缝机)→绱拉链(手

工缝)→缝左右腰间装饰条(手工缝)。

5 服装着装效果

4套系列服装在统一中寻求变化,在色彩上均采

用青花瓷经典的蓝白组合,且白多于蓝,在款式和造型

上又各有特色。
前3套服装在款式上均分为上下身,造型和装饰上又

有各自的特点。第1套服装在整体上比较简单,给人质朴

素净之感,符合青花瓷素朴的特质,上下装一长一短的造

型对比,有强调高感的作用,达到修饰人体比例的目的。
第2套服装贴身合体的设计更好地突出了女性优美的曲

线。露肩短袖的时尚造型与人鱼裙的古典造型搭配,加上

荷叶边的装饰,塑造出优雅柔美的女性气质,而青色牡丹

刺绣为亮点,为服装增添了素朴典雅的气质。第3套服装

整体为偏宽松造型,给人飘逸、轻柔的感觉,采用特殊造型

的荷叶边做修饰边口,为穿着者添加了俏皮可爱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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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服装实物效果如图6所示。

图6 前3套服装实物图

第4套服装一改前3套的上下身款式,采用一体

式连衣裙款式,造型上更加简洁,整体给人素净、优雅

之感。两侧的宝蓝色裙摆使服装整体宛如一个青花瓷

瓶,大面积运用青花瓷纹饰来装饰服装整体,给人简洁

大气的视觉效果。服装实物效果如图7所示。

图7 第4套服装实物图

6 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追求,服装

的创新设计已然成为服装设计的焦点。“恋青花”系列

针织服装打破了原有的服装造型风格,在传统针织服

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传统民族元素融入现代服装

的设计中,在面料选择、色彩搭配、装饰及造型设计方

面进行合理搭配设计,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为服装赋予了新的时尚、文化内涵,也充分展现了当今

创新背景下针织服装的魅力。此外,对今后针织服装

设计的创新思路也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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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n“LoveBlueandWhite”SeriesKnittingClothing
HAOJing-xian,SONGYao,SUNRun-jun*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Costumedesignhasthedualnatureofcultureandindustry.BlueandwhitehasalwaysbeenthetreasureofartandChi-

nesetraditionalculturallabel,soinnovativedesignofclothingshouldbebasedonnationalcharacteristics.Takingblueandwhite

porcelainasdesigninspiration,styledesign,decorationelementinnovationandcraftsmanshipwereexploredbyusingtwokindsof

specialknittedfabrics.Takingthedesignoffour“loveblueandwhite”seriesknittedclothingasexample,thecharmingofknitted

clothingandtheintellectualityoffemininewasshownunderthebackgroundofinnovationinthenewera.

Keywords:knittedfabric;styledesign;decoration;platemaking;sewing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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