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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镂空网眼织物多种材质、工艺及应用领域的分析,探讨在时装设计应用过程中利用形式美法则的方

式、色彩与图案结合镂空网眼织物的配搭手段以及通过特殊工艺手法,如立体裁剪、二次设计等,进行时装设计多样性、艺

术化与成衣市场融合的塑造造型的方法,并结合现代时尚潮流信息突出表达时装设计在市场成衣化生产中的创意思维,

达到符合服装行业趋势发展的织物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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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镂空网眼织物种类丰富,原来主要应用于装饰用

与产业用纺织品,现在也开始大量被时装采用,时尚流

行趋势与潮品牌推动、年轻化与个性化设计思路是该

织物广泛应用的主要背景[1]。网眼面料中经编网眼面

料一般因相互扭绞与纬纱交织形成网眼小孔,布身挺

爽,透气性好;有网眼小孔的织物即为网眼布,用不同

的设备可以织造不同的网眼布,分为针织网眼布和梭

织网眼布两种。此外搭配的镂空织物即采用面料作二

次设计形成镂空状,很大程度上降低镂空二次设计面

料的局限性,且其花型设计均可取决于表达效果,不仅

有助于产品的外观更新,而且对表现服装与众不同的

特色与风格效果可起到推动作用。

1 镂空网眼织物在时装设计美学中的深层应

用探讨

  精细的网眼织物、蕾丝和弹力网眼织物均采用拉

歇尔经编织机织造而成,编制时纱线间的镂空设计可

由设计师根据服装效果自行调整,如网眼织物中的方

格形状作规则有序排列以及局部的方格镂空处理。随

着时代的发展,网眼织物不再局限于方格形状而是容

括三角形、圆形等多种规则图案排列与其他不规则图

案的排列产生各具特色的视觉效果。蕾丝面料作为一

种轻薄有透孔结构的织物,建立在交织工艺的基础上

增加针绣图案设计,图案形态也由以往用来表现新艺

术主义风格的昆虫和特别形状的单一形象变得广泛自

如,可具象可抽象的表现不同的刺绣图案从而产生不

同的视觉效果。

1.1 时装设计美学中的美感原则与审美研究

20世纪20年代,设计美学成为了一门专业性的美

学学科,这从很大的层面上证明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物

质生活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从此,“设计”一词被

运用在时装上,显得更为强调产品的美感。设计师们

在创作作品时会向观众尽可能地展现自己对于作品想

传达的一种精神世界,无论何时人们对于美的追求都

是一种天性,因此,当观众带着欣赏的态度把设计师所

传达的精神世界与自己的情感相融合,就会碰撞出自

己的审美价值[2]。
从时装的层面上来讲,受各种大环境因素的影响,

人们不可能随时都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相比艺

术家们所创造出的超凡氛围,更多的时间还是要在精

神与超凡的基础上强调时装的实用功能。
在利用织物进行创意化表达时,会更加突出设计

的多样性,设计作品更多表现的是结合设计理念最终

确定的外观造型(如图1),目的是为了给人们带去视觉

冲击力的同时能够让更多的人发现镂空网眼织物与时

装碰撞出的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并没有深入思考更贴

近生活的实用性。因此在设计后期阶段,更多的是去

研究如何能够将前期的创意性与实用性结合得恰到好

处。

1.2 时装设计中色彩设计的审美研究与价值

色彩的整体体现一样是设计师用以传达设计情感

与精神的一大重要因素。因此,在时装设计中,色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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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色彩在作品中的运

用表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温暖明亮的色调可以传

递豁达明朗的态度;深暗寒意的色调可以传达阴晦低

沉的状态。简单举例来说,蓝色调表现舒缓镇定的心

理;红色调表现热烈奔放的心理等等。尽管将某一个

色块单拎出来都是一个美丽的存在,而对于设计师来

说,如何将多种同时需要运用在设计作品中的色彩处

理得具有“和平性”是一大考验。但对于镂空网眼织物

来说似乎就不那么困难了,因为镂空网眼织物与服装

面料色彩的配合性很强,这种面料到处都布满了孔眼,
色彩的面积就会大大地减少。如一条连衣裙运用的主

色是当下最流行的颜色,但这种颜色太过富于刺激性,
大多数消费者也都无法接受,这时,在这条连衣裙外运

用一件较深或中性色调的镂空网眼面料制作的罩衫,
既增添了这条连衣裙的时尚性,又降低了消费者对于

大面积流行色的接受程度。反之也是如此,若一件服

装本身的主色已经是灰暗色调了,也可以适当地运用

一些色彩鲜艳的镂空网眼面料增添这件服装的活泼

感。Vivetta2018春夏系列的灵感来自俄罗斯画家

Remnev的绘画作品,通过精致的刺绣印花将神话中的

动物、花鸟、羽毛等元素采用镂空织物搭配出超乎现实

的美感,和品牌风格不谋而合,使整场秀神秘浪漫又童

趣十足(如图2、图3)。

图1 镂空网眼织物系列时装化表现与工艺处理

图2 越南设计师NguyenCongTri作品细节

图3 Vivetta2018春夏系列作品

2 基于镂空网眼织物应用下的工业设计中的

处理途径与具体操作

  紧扣视觉设计的准确分析,如何正确进行镂空网眼

织物的工业设计是促使整个作品完善的重要步骤;以美

学为基础对立体裁剪、面料再造、服装结构进行设计。

2.1 立体裁剪制作过程中的创意表达

对于服装创意的表现,最好的形式即将面料附着

于三维人台上进行设计与体现,考虑面料在人台上如

何悬垂和堆叠才能让设计者产生更为直观的感受。在

立体裁剪过程中,设计构思也会不断地涌现,包括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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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设计、细节的比例以及各种想要塑造的空间造

型感等。在立体裁剪设计表现中,通过对镂空网眼织

物运用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展现设

计面料的特点,采用与设计面料尽量相同的替代面料

做试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2.2 镂空面料中二次设计的多样性表现

作为服装设计三大要素之一的面料设计,是构成

服装形象的物质基础,在服装设计的表达中也显得至

关重要。在极力倡导原创设计的今天,服装的艺术设

计要体现丰富的思想内涵,面料的原创性设计也是我

们不可忽视的创作形式。在国内外的服装品牌中,一
些着手创意面料的开发设计以及明确的面料个性特色

与品牌风格等深受消费者青睐。

2.3 服装造型结构的应用对服装风格的影响

结构是时装与时尚设计的基础,要求设计师准确

掌握将二维设计或样板转化成三维服装技术的认识。
把握好镂空网眼织物在不同部位的处理也是影响整体

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全相同的两件服装也会因为

细节所处的位置的不同,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
镂空面料位置处理的不同,也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镂空网眼应用于肩部和腰部部位的拼接,增添性感

成熟的感觉,而TessGibersond的针织镂空上衣与内

搭花色面料会产生层次感,运用于外套上的拼接与内

搭形成层次将会使整件时装充满动感。

3 镂空网眼织物的相关产品设计及其市场发

展分析

3.1 镂空网眼织物在时装中的相关产品设计应用

镂空网眼织物在时尚界其实并不是一种很陌生的

面料,早在20世纪,一些前卫设计师如被誉为“朋克之

母”的英国著名设计师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在她的设计中就故意将面料撕扯出破洞或

撕成破条营造出一种“破坏美”。在近两年国际服装流

行趋势发布会的舞台上,镂空风重返时尚舞台,掀起一

阵浪潮。如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McQueen)在

2013年秋冬系列中的黑色镂空花朵长裙,其裁剪修身

得体,展现了女性的曲线美,底摆的镂空为设计增添了

几分优雅。另外,麦昆运用的是皮革面料,使有光泽质

感的面料与镂空的工艺搭配起来,保留了时尚与高贵

的气质[3]。

更贴近生活的代表就是运动服了,运动服是指专

用于体育运动比赛的服装,通常按运动项目的特定要

求设计制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服装的追求不

仅仅在于好看,放松闲暇时刻通常会选择令自己舒服

与自在的服装穿着,运动休闲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大多数运动服内里都会有一层网状物,即网状聚合

物,网状聚合物是指高分子链之间通过化学键相连接

形成的三维网状结构的大分子,即所谓的交联结构,这
些网状物之间已经通过化学键连接了起来,因此具有

不熔的特点。有了这种特点,它的形状形成只能在化

学程序之前,所以它耐熔、耐热,尺寸稳定。这些特点

在运动服的运用中起到了很大的服用功能。除此之

外,这种织物各式各样的几何形状很容易让人们产生

一种科技感,与运动服的结合再合适不过。

3.2 镂空网眼织物的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从镂空网眼织物由产业用跨界融入时尚行业后,
大量的特殊工艺处理的新型镂空网眼面料不断涌现,
这既是迎合潮流需要,也是时装设计艺术表现的结果,
有需求就有供给,市场将这种面料的应用领域开始不

断拓展开来。在未来的时尚行业发展中,不同品类的

时装采用镂空网眼织物将成为多样性、多元化服装造

型的需要,科技含量介入、工艺创新的改造以及跨界应

用思维的艺术全民化潮流等都将是未来发展的动力。

4 结语

时装的视觉设计来源于对时尚的综合表达,来源

于对服装设计过程中的设计元素把握和流行信息的全

面搜集分析和借鉴整理,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全方位

的艺术化处理,达到色彩、面料与造型的完美融合。以

镂空网眼织物的特殊材质和特性为基础的面料搭配、
艺术化表达可以在空间层面上拓宽设计思路,使视觉

感强化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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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粒子束增强沉积表面处理

这是一种较新的表面硬度增强处理方法,在处理

过程中先采用高能离子束轰击筘片表面,达到清洁的

目的;之后进行蒸镀,使注入的离子与沉积原子进行相

互作用,使沉积在筘片表面的原子团进行分解,从而在

筘片表面得到均匀致密,性能稳定的处理膜层,同时改

性厚度也能显著提高。
4.6 表面离子注入处理

将筘片放置在离子注入机的真空靶室内[8],通过

几十至几百千伏的电压作用,将Ti和 N元素离子加

速、聚焦,然后注入到筘片表面,可获得过饱和固溶体、
亚稳相、非晶态等不同组织结构,从而使筘片的硬度和

抗氧化、耐腐蚀、耐磨等性能有显著的提升。

5 结语

异形筘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织造成品的质量、
生产效率及成本,因此延长其寿命并保持良好运行状

态至关重要。在生产中可通过做好异形筘的使用、保
养等达到延长使用寿命的目的,但随着纺织机械向高

速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织机对异形筘性能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前我国自主研发和制造的异形筘

使用寿命还远低于国外同类产品,主要影响因素是异

形筘片的选材和表面涂层技术。因此为了综合解决钢

筘使用寿命较低的问题,对筘片进行新型的表面处理

技术研究并提高筘片的耐磨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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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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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oimprovetheweavingefficiencyandreduceproductioncostoftextilemills,theabrasioncausesoftheprofilereed
wereanalyzed.Theconcretemeasuresforprolongingtheservicelifeofprofilereedandthecurrentavailablesurfacetreatmentmeth-
odsweredetailed.Itwaspointedoutthatprolongingtheservicelifeoftheprofilereedandkeepingthegoodrunningstatewouldplay
apositiveroleinimprovingthequality,productionefficiencyandreducingproduction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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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Hollow-outMesh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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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variousmaterials,technologyandapplicationfieldsofthehollow-outmeshfabric,theap-

plicationmethodsofformbeautyruleinthefashiondesign,thematchingmethodsofcombinationofcolorandpatternwithhollow-out
meshfabric,andmodelingmethodsfortheintegrationoffashiondesigndiversification,artistryandgarmentmarketthroughspecial
techniquessuchasstereoscopiccutting,two-stepdesignandsoonwerediscussed.Combinedwiththemodernfashiontrendinforma-
tion,creativethinkingoffashiondesigninthemarketgarmentproductionwasconveyed,thefabricapplicationinnovationwhichwas
inlinewiththetrendofthegarmentindustrywas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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