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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人们对袜子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人对袜子的选择都有不一样的标准,袜子在品

种、质地、功能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从袜子的发展简史、品种分类、材料质地、消费对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使人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市场上的袜子分类、材质及适应性。

关键词:袜子需求;袜子品种;材料质地;消费对象

中图分类号:TS18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8)12-0007-05

收稿日期:2018-10-03;修回日期:2018-10-11
作者简介:古长生(1963-),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服装设计与

服饰文化研究。

  袜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们忽视,很多人

对于袜子的了解知之甚微。袜子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

史,从我国古时期的三角形系带袜发展到现在形态各

异、品种繁多、色彩鲜艳、功能显著的各类袜子,如船

袜、短袜、中筒袜、长筒袜、连裤袜、吊带袜等;功能性袜

子:甲壳纤维抗菌袜、抗菌防臭袜、防皲裂袜、弹力袜

等;船袜由开始的棉质船袜发展到现在冰丝、蕾丝船袜

等。这都代表着袜子的发展,无论是长短款式、材料质

地、工艺流程还是设计方法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正
是因为这些变革成就了当代袜子的多样性与美观性,
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1]。我国的袜子

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近几年却遇到了瓶颈,袜子产业

停滞不前,虽然市场上的袜子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但和

国外相比相差甚远,更多是在模仿、复制,没有自己的

设计理念和风格,这跟我们对袜子的了解不深有很大

的关系。袜子行业要发展,就必须让人们去了解袜子,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才,助其发展。

1 袜子发展简史

我国关于袜子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

期,或许更早。“袜子”这一词汇最早可能出现在《中华

古今注》:“三代及周着角韈”中,其中“角韈”一词是指

用兽皮制成的最原始的袜子,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

历史了。夏商周时期的袜子属于三角形系带袜,整个

袜子呈三角形状,后侧有带子,用来固定,人们称当时

的袜子为“足袋”或“足衣”,一直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

期才开始被一种新型的袜子取代[2]。

秦汉时期,袜子是用布帛熟皮制作而成的,贵族可

穿丝质袜子,并绣有花纹,多为头平齐,后侧开口,开口

处缝制袜带,多用纱绢制成。秦汉时期的袜子多为双

层,袜面多用较为细腻的绢,袜里用绢则比袜面较为粗

糙,这种系带袜大多都是用一块布制作而成。1972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女士双层夹袜是

用素绢制作而成,分为里外两层,外层素绢较为细腻,
里层素绢较为粗糙。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

出土的女袜,是以麻布制作而成,并且表面并无刺绣。
秦汉时期的织袜水平较为高超,据史册记载,这一时期

还有毡袜、锦袜、绒袜、绫袜等。新疆民丰大沙漠一号

墓出土的东汉足衣珍品,精美绝伦,据了解,它所运用

的织锦在现代需要75片提花机才能够织造出来。到

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袜子多用麻布、布帛和熟皮制作而

成。
曹植所作的《洛神赋》中曾这样描写过“凌波微步,

罗袜生尘”。传说曹丕有位聪明的妃子,觉得三角形的

袜子难看,面料粗糙,并且不宜穿着,也不舒适,她就尝

试用质地较为柔软的丝质材质编制成袜子,且形状与

现在袜子形状较为相似,称这种袜子为“罗袜”。
唐代的袜子多用锦织成,唐冯贽曾在《记事珠》中

记载“杨贵妃死之日,冯嵬媪得锦袜一只”,可见当时的

锦袜多为贵族穿着。江西德安出土一条宋代的绸女裤

袜,可见宋代出现了最早的裤袜,这种袜子呈圆头形,
后侧开口,也带有丝带,方便日常活动,袜底中间用丝

线织成,可见当时的袜子制作工艺日趋成熟。在宋代

除了锦袜、绫袜、罗袜,还有一种袜子称之为“夹袜”,宋
人陶榖《清异录》中曾写过:“唐制,立冬进千重袜,其法

用罗帛十余层,锦夹络之”,所谓夹袜,便是在冬季,由
于寒冷,人们都穿由数层布帛做成的袜子来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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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棉花广泛种植,袜子大多都是由棉布制

作而成,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白色羊绒袜,仅为

贵族穿着使用,旱羊绒袜则为平民穿着使用。秦代民

间袜子多用棉布制成,贵族则用绸缎,后来欧洲的针织

品输入中国,受其影响才开始出现针织的袜子,并且延

续到现在。
在西方,袜子最早的记载应该属于4000多年前

的古罗马复试中运用山羊皮制作而成的,并用细带子

缠在脚和腿上,虽十分简陋,但却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

与发展。公元8世纪后,袜子在西方开始普及,部分穿

着者为了凸显品味,在袜边罗口处镶嵌宝石缎带和刺

绣图案等。
十字军时期,军人用纯丝织物做成较为精美的袜

子,当时的袜子是男士专用,欧洲直至中世纪中叶才开

始流行,用布片代替细带子的袜子,欧洲真正的袜子是

在15世纪,并且是手工制作。到16世纪时,人们已经

不满足于这些装饰手法,开始在袜子色彩搭配方面推

陈出新,出现了条纹装饰的袜子,西班牙人开始把连裤

长袜与裤子分开,并采用编织的手法制作袜子。

1933年,杜邦公司一位化学师偶然发现煤焦油、
水和空气的混合物在高温下能拉出一种耐磨的、坚硬

的、灵活的并且纤细的丝———尼龙纤维,1938年尼龙

开始加入袜子制作,杜邦公司展示了第一双尼龙袜,风
靡一时,同时,拜尔公司推出了丙纶袜。1945年,欧洲

的第一批尼龙袜才正式面市,同年高筒尼龙袜在美国

创造了历史最高销售记录,可见尼龙袜的产生对人们

来说是历史性的时刻,自此袜子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1945年之前,尼龙袜是上流社会专属的所有

物,随着生产量的加大,尼龙袜才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20世纪60年代,英国设计师玛丽·奎恩设计的超

短裙风靡全球,由于她设计的超短裙越来越短,高筒

袜、吊带袜等袜子的长度都比较短,穿着时超短裙遮盖

不住,会露出大腿,影响美观,所以当时的设计师们把

长筒袜与内裤融为一体,就出现了一直流行到现在的

连裤袜,并且经久不衰。
工业革命之后,大批量生产出现,这就要求袜子不

仅要质量达标,更需要独特性和美观性,从当初的手工

制作,到后来的半手工制作,再到现代的全自动电脑织

袜机,从麻布、棉布到现在的针织纤维、杜邦丝,莱卡

等,无论是技术和材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每

个历史时期中,袜子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特色,包含着

当代人们的聪明才智,所以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研究分

析。

2 市场上袜子品种分类

袜子品种从三角形系带袜这一种袜型,发展到现

在的各种形态、各种材质的袜子,它们经历了无数次重

大革新,如今市场上的袜子品种分类大致可分为6种。

2.1 船袜

船袜起源于日本,这源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船袜

是为了人们在室内穿着,它之所以被称为船袜,是因为

它的形状就像一艘船一样,而且它的长度短到穿上鞋

子之后袜子就会隐藏在鞋子里面,因此也被人们称之

为“隐形袜”,如今市场上船袜的主要材质有棉质、冰丝

等。船袜最早出现在1980年初,为了在视觉上让腿部

线条更加完美,袜子突出一截会破坏整体的美观性,所
以人们开始穿着船袜,这种风气带动了船袜的发展,并
且一直流行到现在,但是也出现了在穿着时袜子掉落,
使脚底不适等情况。随着袜子制造行业的发展,人们

开始去研究更加适合的材质和更加便利的解决办法,
现如今,船袜在袜底和边缘处用了硅胶,这就解决了袜

子在穿着时掉落的情况。随着人们的需求,现在船袜

有很多不同款式,如袜口蕾丝花边、提花、添加海绵垫、
经编网布裁剪缝制等,其中男式船袜基本都是棉质的,
而女式船袜不仅有棉质的还有冰丝、蕾丝等各种材质,
还有不同的款式造型,方便女士穿着使用(图1),如只

包裹前脚掌,后面有带子固定防止脱落的隐形船袜;适
合女士穿高跟鞋的仅有前脚掌的隐形五指袜等。

 (a)硅胶船袜       (b)隐形五指袜

图1 船袜

2.2 短袜

短袜是一种比船袜高的袜型,它的长度一般到脚

踝以上大约5cm,可以包住整个脚踝,短袜又被人们

称之为套袜。其中男女袜的区别不仅在于大小,更体

现在袜筒的高度上,其中女式短袜的袜筒长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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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0cm之间,男式短袜的袜筒长大约在17.5~
23.5cm之间。短袜是市场上最常见的一种袜型,也
是人们常穿的袜型,它适合于各个年龄段,尤其是夏季

的冰丝袜和秋冬季的棉袜最为常见。早先的冰丝袜都

是单一色彩的,没有花色图案,但是如今的冰丝袜不仅

有了各种颜色混搭的,且在袜面上有刺绣图案装饰(图

2)。为了方便女士们在冬季穿着使用,防止脚底受寒

还有袜底加厚的袜子,棉袜也由最开始的简单单一的

图案变化到现在图案复杂的形式[2]。

图2 刺绣冰丝袜

2.3 中筒袜

中筒袜也被人们称为及膝袜,顾名思义它的长度

大约到小腿中上部,也就是腿部的膝盖或者膝盖以下。
中筒袜在穿着时会包裹住一半的小腿,长筒袜的材质

大部分都是棉质或者锦纶,但是现在市场上长筒袜大

部分都是棉质的,锦纶材质的长筒袜在市场上并不常

见了。市场上的长筒袜男女式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其
中男式中筒袜的袜筒长大约在42~45cm之间,女式

中筒袜的袜筒长约在38~40cm之间。用短裤或者短

裙来搭配长筒袜是目前最常见的搭配方式,如韩国、日
本等国校服与长筒袜的搭配,当然也是当今社会潮流

人士最常用的时尚搭配方式。中筒袜在女士中流行的

大约只有堆堆袜,袜筒较为宽松,穿着时堆积在脚踝上

方,是如今最流行的袜子穿着方式。男士的中筒袜最

常见的就是运动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Stance的运动

机能袜(图3),它也是最著名的篮球袜之一,它的图案

形式不仅有NBA中的各种球星的人物图案,还有植物

花草、卡通动漫、几何图形等图案形式,同时它还在足

底部分设置了防滑胶条,防止运动时双脚在球鞋中滑

动所导致的不适感,当然Stance花哨的图案形式也是

它主要的卖点。如今,中筒袜大多流行于潮流人士的

街拍、青年女性及热爱运动的青年男性之间。

图3 Stance防滑胶条运动机能袜

2.4 长筒袜

据记载,在1609年时英国人吉利尔莫·李发明了

一台可以织造长筒袜的机器。长筒袜又叫大腿袜,在
之前的长筒袜一般指的是大腿袜,是西班牙人所创作

出来的一种丝袜,并且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流行。现在

的长筒袜一般指的是长度达到大腿的厚而富有弹性的

一种袜子,现在市场上长筒袜的袜筒长大约是在74~
84cm之间,它的材质和运动袜的材质相似,所以它也

被认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运动袜,其中最常见的色彩

是黑白2种颜色,当然现在市场上也有各种色彩搭配、
各种图形的长筒袜。长筒袜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保健

袜,对于长期站立的人最常见的病患就是静脉曲张,其
中穿着带弹力的长筒袜就是一种很好的防范措施,它
可帮助腿部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中,从而防

止静脉曲张的发生。另外,在乘坐飞机或者火车进行

长途旅行时,由于久坐腿部得不到足够的运动,导致腿

部血液循环不畅通,这大大增加了人们患血栓的风险。
在乘坐飞机或者火车时穿着带有弹性的长筒袜(图4),
并在飞机或者火车过道进行适当的运动,那么血栓形

成的风险将会大大降低。

2.5 连裤袜

连裤袜又被人们称为紧身袜,它是紧紧包围腰部

到脚部的袜子,也是另一种服装形式,连裤袜大多为女

性所穿着,也有小部分为男性穿着。连裤袜和长袜一

样有很多材质,市场上常见的有棉质、锦纶、羊毛混纺

等。连裤袜的诞生应该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

设计师玛丽·奎恩,她在当时设计出了超短裙,后来由

于她设计的超短裙越来越短,高筒袜、吊带袜等袜子的

长度都比较短,穿着时超短裙遮盖不住,会露出大腿,
影响美观,所以当时的设计师们就把长筒袜与内裤融

为一体,就出现了一直流行到现在的连裤袜,并且经久

·9·     2018年第12期            进展与述评




不衰。连裤袜分夏季、春秋季的丝袜以及冬季的加厚

棉袜,它的舒适性与方便性使女性们对它不离不弃,这
也为喜爱裙装的女性在秋冬季穿着裙装增加了便利,
现在冬季的连裤袜不仅在整个袜身加厚,还在膝盖处

增加御寒层,为防止冬季膝盖受寒,更加保暖,这种人

性化的设计让女性们对它更加喜爱。

图4 弹力长筒袜

图5 春秋季连裤袜

2.6 吊带袜

吊带袜是高筒袜的另外一种延伸。吊带袜顾名思

义是用带子或松紧带下端系在长筒袜的袜边罗口处,
上端系在腰带下摆的一种袜型或服饰,吊带袜上的吊

带主要是用来防止长筒袜自上而下自然滑落的,吊带

袜通常是由长筒袜和吊袜带这两部分组成的。在17
到18世纪时期的欧洲,吊带袜一直是男性用品,当时

贵族的男性服饰较为华丽,男性服饰整体装扮十分讲

究,他们通常会在长筒袜的袜口处用蕾丝等装饰品来

进行装饰,并在膝盖外侧加蝴蝶结来进行装饰。在19
世纪以后,长裤的出现及流行完全取代了丝袜,成为当

时的男性下装。如今的吊袜带是专属于女性的物品,
但是连裤袜的方便性及大幅度的流行使人们几乎忘记

了吊袜带的存在。早先吊带袜的材质是橡制品,后来

改为柔韧性更强且伸缩自如的莱卡,现如今的吊带袜

装饰性很强,大多会使用镂空花边来进行点缀以及结

构复杂的外型来造就女性性感的效果。

图6 吊带袜

3 袜子按照消费对象的分类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袜子的分类大致可分为3
类:男袜、女袜、童袜,这是袜业中较为笼统的分类。从

专业层面来说,袜子的分类不仅仅为男袜、女袜、童袜,
还可以按照不同的职业、年龄段、地域来进行分类,这
样的分类会更加细分。

在市场上,不同职业的人在选择袜子的时候,对袜

子的色彩搭配、图案样式都有不一样的要求,他们会挑

选适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袜子[3]。比如男士商业人士,
他们在选择袜子时会选择色彩单一,例如黑白灰,袜腰

上仅有一个简单的图形装饰,这些色彩较为沉稳款式

的袜子,能够凸显商业人士严谨的做事态度;而潮流人

士则不同,他们会选择色彩搭配较为丰富,图案造型夸

张的袜子来进行整体的搭配,从而凸显自己的审美以

及独特的搭配,来博得众人眼球;不同年龄段的人在选

择袜子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学生们大都喜欢学

院风的,色彩比较鲜艳,能够凸显自己的个性,所以学

生在选择袜子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凸显个人性格;职业

女性则不同,她们一般会选择简单大气的袜子款式,或
者是船袜,为保证夏季在穿高跟鞋等鞋时不露出袜子

影响美观;儿童也是袜业里面很重要的消费者,但是由

于儿童年纪尚小,所以大部分都是他们的母亲来帮他

们进行选择,为了凸显儿童的天真可爱,童袜大部分色

彩比较鲜艳,图案较大,最常见的就是卡通图案,一般

的小孩子都会根据自己喜爱的、常见的卡通人物来进

行袜子的选择。不同地域的人在选择袜子的时候也会

不同,比如南方夏季时间较长,所以短袜、船袜较为好

卖,由于夏季较为炎热,深色的袜子会显得比较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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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视觉上会让人感觉更加炎热,所以浅色的袜子

是他们的首要选择;而北方秋冬季节较长,并且冬季较

为寒冷,所以中筒袜较为热销,同时颜色较深的袜子会

让人感觉更加保暖,而颜色较浅的袜子则会给人清凉

的感觉,所以在北方的冬季深颜色的袜子较为好卖,其
中加厚的袜子更是深得人心[4]。

4 结语

如今,服饰种类多种多样,袜子作为服饰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有较大的进步与发展,从单一的长袜到现在

各种品类的袜子,见证了人类的文明与发展。大多数

人对于袜子的认识知之甚微,甚至视而不见,不了解袜

子类别也不了解袜子品牌,但是在当下的时尚设计发

展中,袜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很多人都会注重袜子的

穿搭,它对于穿着的整体搭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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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ContemporarySocks
GUChang-sheng,LIUJi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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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today'ssociety,people'sdemandsforsocksareincreasing.Peopleofdifferentages,gendersandoccupationshaddif-

ferentselectionstandardsforsocks.Sockshadmadegreatprogressanddevelopmentinvariety,textureandfunction.Development

history,varietyclassification,materialtextureandconsumingobjectofsockswerestudied,whichcouldhelppeopleunderstandthe

classification,materialsandadaptabilityofsocksinthemarketmoreintui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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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modificationofpolybutylenesuccinate(PBS)inChinawasreviewedfromcopolymerization,blending,PBS/PLA

compositesystem,biodegradationandPBSfiber.ItwasconsideredthatPBShadgood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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