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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牛仔服装面料二次设计通过不同的材质表现出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质感呈现出不同的美感。介绍了服装面

料二次设计的概念及特点,详述了牛仔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方法,以及牛仔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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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概念及特点

1.1 概念

服装面料二次设计主要有2种表现形式,一种是

通过面料本身、面料与面料之间或多种面料进行组合,
把面料原有的效果进行多样性重组,体现出面料丰富

的视觉艺术效果;另一种是运用传统或者高科技手段

将面料再塑造,在原有面料成品的基础上,通过粘贴、
缝合、抽褶、层叠、镂空、植加、磨破等装饰技法进行处

理,使服装面料表面发生变化,体现出面料的多种肌理

效果[1]。

1.2 特点

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工艺手法多种多样,根据设

计师的设计意图,选择不同的技法将原来的面料、材料

进行分解或重组,使原面料呈现出具有具象图形或抽

象图形的新面貌,表现出一定的艺术特征与设计风格。
不同的材质表现出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质感呈现出不

同的美感,天然与人造、有机与无机、软质与硬质、纤维

与非纤维等材质,都能作为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原材

料。
面料二次设计的技法与立体构成类似,也是运用

点、线、面的设计元素,按照形式美构成法则与原理进

行面料再加工、再设计,注重时尚性和创意性。面料二

次设计能直观地呈现出构成美的法则与形式,能将立

体构成理论运用到服装设计中,通过设计师的创造力

呈现出服装的时尚感和创意感。

2 牛仔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方法

2.1 牛仔洗水设计

洗水是牛仔面料最常用的二次设计处理方法,面
料通过洗水工艺使服装呈现独特的效果,大多数牛仔

服装面料的外观都会在洗水工艺的作用下产生面料、
质感、颜色或形状的变化[2]。

(1)普洗 普洗是洗涤过程中加入柔软剂或洗涤

剂,使衣物变得更加柔软、舒适。根据洗涤时间与助剂

的用量,可将普洗分成轻普洗、普洗和重普洗3种。洗

涤时也可以加入硅油保持颜色鲜艳。
(2)石洗 石洗是在洗水中放入一定大小的浮石,

洗涤时使浮石与衣服打磨形成不同的洗水效果,有的

洗后布面呈陈旧效果,有的洗后布面呈破损效果。
(3)酵素洗 酵素是一种纤维素酶,在一定pH值

和温度下,纤维素酶能够降解纤维结构,可以使布面温

和地褪色、褪毛,能够形成持久柔软效果。
(4)砂洗 砂洗常用碱性氧化性助剂使衣物洗涤

后有一定的褪色陈旧感,若加入石磨,洗涤后布料表面

产生一层柔和的霜白绒毛。
(5)化学洗 化学洗运用强碱助剂使衣物褪色,洗

涤后衣物陈旧感明显,再加入柔软剂,衣物形成柔软、
丰满的视觉效果。若在化学洗中放入适量的石头,则
称为化石洗,可以使衣物的褪色及磨损效果更加明显,
化石洗是集化学洗和石洗效果于一身的洗涤方法,洗
涤后达到仿旧和起毛的视觉效果。

(6)漂洗 漂洗分为氧漂和氯漂两种。氧漂是通

过双氧水在一定pH 值和温度下,布料氧化后破坏原

染料结构,进而达到褪色、增白的效果,氧漂的布面颜

色通常会略微泛红;氯漂是通过次氯酸钠的氧化作用,
破坏原染料结构,从而达到褪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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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破坏洗 衣物洗涤过程中经过浮石打磨和助

剂处理后,在某些部位形成一定程度的磨破效果,呈现

出明显的残旧效果。

2.2 材质破坏设计

材质破坏设计方法是在牛仔面料上运用镂空、剪
切、切割、抽纱、雕刻、撕扯、磨洗、烂花等技术手法,使
面料呈现出空透或不完整的、破烂的残缺美。破坏材

质原有的表面形态,使其表现出不完整、无规律的形

态。空透设计是依靠衬托在面料的底色呈现不同的纹

样或造型,常用反差较大的色彩进行设计;拉毛设计常

用于服装的边缘磨破或洗出毛边。

2.3 材质塑型设计

材质塑型设计方法是将牛仔面料抽褶、皱褶、压
花、凹凸、堆积、折叠,改变其原有的平面形态,使面料

形成具有强烈的触摸效果的浮雕状或立体状形态,形
成不同形状的皱褶和不同走向的线条,增加服装廓形

的层次感,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和装饰效果。该设计

方法可在牛仔服设计中整体使用,也可以局部使用,形
成立体形态与平面形态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3]。

2.4 材质添加设计

材质添加设计方法是运用贴、缝、编、织、绣、钉、
填、植等装饰工艺,在现有的牛仔面料上添加相同或不

同的材质,通过材质的设计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呈现

出强烈的质地美感与视觉冲击力。该设计手法多用于

服装的局部设计,通过与纹样的结合形成色彩对比或

肌理对比的装饰效果。

2.5 综合设计

综合设计方法是将多种设计手法交替使用,使牛

仔服装面料变化形式更加丰富。为满足人们追求个性

化服饰的心理需求,牛仔服装设计呈现多元化、个性化

的发展趋势,牛仔服装一般都会运用洗水、印花、刺绣

等多种装饰技法表现不同牛仔品牌的个性。

3 牛仔服装面料二次设计的流行趋势

纵观国际时装发布会中牛仔服装流行发布,个性

化设计更加引人注目,牛仔服装设计除了注重服装风

格和款式设计外,面料的综合性与创新性设计也被设

计师所关注。在牛仔服装中加入创新设计,多种装饰

方法用于面料和款式的设计,使品牌更加时尚化。

3.1 色彩丰富

牛仔服装设计过程中,通过面料的二次设计使色

彩运用更加丰富。牛仔面料的设计已经不局限于蓝

色,更加丰富的色彩运用于面料中。除了蓝色系内变

化之外,还有各种流行色彩,如棕色、绿色、红色等多种

系列。牛仔布的设计也出现了多色彩纹外观、提花织

物外观、扎染外观,还有的布料融入了彩色纹样,形成

了色彩丰富的牛仔面料。

3.2 洗水设计

牛仔服装洗水设计除了重视外观设计外,还重视

与装饰工艺的结合。洗水加毛边,将牛仔裤脚口或裤

身部分用剪刀修剪,洗水后形成破破烂烂的做旧效果,
在边缘缝合特种装饰线;洗水加机绣,运用电脑刺绣或

贴布绣制作出装饰纹样后,再进行洗水处理,装饰纹样

也形成朦胧感的效果;洗水加镭射,洗水后的面料经过

镭射处理,烧掉布的部分颜色,露出坯布的色彩,该设

计手法具有很强的渲染效果[4]。
另外,酶处理技术和涂层处理技术也是近年牛仔

服装常用的装饰手法。酶处理技术具有安全、环保的

特点,也可以使牛仔服装面料更加柔软舒适,深受消费

者喜爱;涂层处理技术丰富了面料的外观和风格,使其

更具有个性化的效果。

3.3 材质添加设计

近年流行的牛仔面料设计中,不同材质面料的拼

接也成为一个设计亮点。牛仔服装中的口袋、过肩、袖
克夫等部件,用羊毛、仿皮、灯芯绒、针织布等材料进行

搭配设计,形成色彩和肌理多种装饰效果。

3.4 面料织造

牛仔服装常用的面料为纯棉牛仔布、棉涤牛仔布、
黏棉牛仔布和麻棉牛仔布4种。纯棉牛仔布一直是牛

仔服装设计的主力军,在传统产品的基础上更加突出

染色工艺,其颜色较深、纹路清晰、露白明显、风格粗

犷;棉涤牛仔布是新兴的品种,该面料加入亮度高、光
泽好、色彩艳的涤纶纤维,突破了常规牛仔面料颜色单

一、布面沉闷的风格;黏棉牛仔布发挥了黏胶纤维的柔

软特性,黏胶和棉纤维的混纺使面料手感柔软而挺括、
穿着舒适、风格飘逸;麻棉牛仔布是利用麻纤维硬挺的

特点,通过与棉纤维混纺,形成粗犷的视觉效果[5]。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功能性纤维的开发,为了迎合

市场的需求,弹力牛仔布、闪光牛仔布等新产品相继问

世,丰富了牛仔面料市场,也为牛仔服装的设计提供了

更广阔的开发空间。
(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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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definitionofnationalstyleclothingwasexpounded.ThedevelopmentofXinjiangnationalclothing,th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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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中国的牛仔服装设计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设计的新产品层出不穷,牛仔服装各具特色。国内牛

仔面料加工能力很强,为适应时装化牛仔的需要,牛仔

服装面料的二次设计尤为重要,色彩设计、洗水设计、

刺绣设计、添加设计等方法成为牛仔服装面料后整理

的常用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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