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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铜氨丝面料和涤纶面料,通过服装样板尺寸计算、样板制作以及缝制等工艺过程,设计制作出“月夜下的

紫藤”系列针织服装,包括系脖抹胸裙、斗篷拼接吊带裙、蝴蝶袖抽褶连衣裙、斜肩抽褶蛋糕裙、系脖晚礼裙、吊带一片裙等

6套产品。此系列针织服装充分利用了针织面料的优良特性,展现出其柔软、舒适、贴体又富有弹性的特点,对针织产品

的开发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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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服装的追求已从

简单的遮羞、保暖演变为美观、时尚以及个性化[1]。面

料是制作服装的基础也是服装风格体现的关键,一般

可将其分为针织面料和梭织面料,其中针织面料柔软、
延伸性好,梭织面料紧密、硬挺,在服装用、装饰用、产
业用等领域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深受纺织企

业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喜爱[2-3]。
现如今,服装更是成为了宣泄情感和表达自我的一

种方式,人们不仅看重服装的舒适性,还格外重视其功

能性和艺术性[4]。选用紫色的铜氨丝面料和黑色的涤

纶面料,充分利用铜氨纤维的抗静电性、涤纶纤维的保

形性和服装颜色搭配技巧,设计并制作出“月夜下的紫

藤”系列针织服装,展现出瑞丽、淑女的服装风格特点。

1 “月夜下的紫藤”系列针织服装灵感来源

“月夜下的紫藤”系列针织服装的灵感来源于紫藤

花,明丽的紫色,热情奔放,让人欢快清爽。紫色,包含

了激情的红色和沉静的蓝色,秉承了红的激越与蓝的

平静;月夜下的紫藤,少了阳光下些许的活泼、灿烂,但
展现出更多的安静与沉稳,演绎出一种高贵与神秘,更
突显出女性的优雅性感与浪漫情调。紫色的神秘感和

女人味是让人难以割舍的,可以突出女性魅力,并具有

力量感,并且在一众的黑白灰中脱颖而出,具有强大的

存在感,可酷可妩媚[5-6]。

2 原料选择

根据灵感来源,选用紫色铜氨丝针织面料和黑色

涤纶梭织面料。铜氨纤维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可自

然降解,具有优异的染色性和显色性,还具有良好的爽

滑性和抗静电性,可与任何纤维混纺,制成各种高档丝

织和针织物[7];涤纶纤维属于化学纤维,其面料强度

高、手感光滑,具有良好的抗皱和保形性,而且耐热性

好,具有热塑性,可制作百褶裙,褶裥持久。

3 设计与制作

3.1 第1款系脖抹胸裙

3.1.1 成品规格

第1款系脖抹胸裙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

1。
表1 第1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裙 长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裙摆宽

尺 寸/cm 71 84 70 90 86

3.1.2 样板尺寸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合肩、挽
下摆缝耗=71+2+2.5=75.5cm。

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84+
2.5)÷2=43.25cm。

1/2腰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70
+2.5)÷2=36.25cm。

1/2臀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90
+2.5)÷2=46.25cm。

1/2裙摆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
(86+2.5)÷2=44.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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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样板制作

样板图尺寸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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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片           (b)后片

图1 第1款系脖抹胸裙样板图

3.1.4 缝制工艺

合侧缝(包缝机)→挽边(平缝机)→緔装饰(手缝)。

3.1.5 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这款服装的制作基于普通的紧身裙,后背镂空缝

处由花边松紧带拼接缝制而成,透出女性性感的姿态。
并在胸部最上方抽出褶裥进行装饰,在衣服的外层裹

上一层黑纱,显现出女性的神秘、优雅,系脖编织绳的

设计,彰显出女性的俏皮可爱。整套服装采用珍珠点

缀,吸引目光,如图2所示。

(a)正面           (b)反面

图2 第1款服装实物图正反面

3.2 第2款斗篷拼接吊带裙

3.2.1 成品尺寸

第2款斗篷拼接吊带裙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

见表2。

3.2.2 样板尺寸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合肩、挽
下摆缝耗=71+2+2.5=75.5cm。

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84+
2.5)÷2=43.25cm。

1/2腰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70
+2.5)÷2=36.25cm。

1/2臀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90
+2.5)÷2=46.25cm。

1/2裙摆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
(86+2.5)÷2=44.25cm。

1/2斗篷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
(126+2.5)÷2=64.25cm。

表2 第2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裙 长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裙摆宽 斗篷半径

尺 寸/cm 71 84 70 90 86 63

3.2.3 样板制作

样板图尺寸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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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片           (b)后片

64.25

(c)斗篷

图3 第2款斗篷拼接吊带裙样板图

3.2.4 缝制工艺

合拼接(包缝机)→挽边(平缝机)→緔肩带(平缝

机)→緔装饰(手缝)。

3.2.5 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这款服装采用了拼接的手法,两侧采用黑色,显现

出女人完美的身材曲线,后背采用镂空的橡筋带,再搭

配上斗篷后生动活泼,腰间装饰的腰带给人优雅的感
觉,整体的服装效果可以凸显出女人知性、优雅精致的

一面,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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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面           (b)反面

图4 第2款服装实物图正反面

3.3 第3款蝴蝶袖抽褶连衣裙

3.3.1 成品规格

第3款蝴蝶袖抽褶连衣裙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

寸见表3。
表3 第3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裙 长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裙摆宽 袖长

尺 寸/cm 110 90 71 93 110 39

3.3.2 样板尺寸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合肩、挽
下摆缝耗=110+2+2.5=114.5cm。

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90+
2.5)÷2=46.25cm。

1/2腰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71
+2.5)÷2=36.75cm。

1/2臀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93
+2.5)÷2=47.75cm。

1/2裙摆宽样板尺寸 =(成品规格+缝耗)÷2=
(110+2.5)÷2=56.25cm。

袖长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 =39+2.5=
41.5cm。

3.3.3 样板制作

样板图尺寸见图5。

3.3.4 缝制工艺

合肩(包缝机)→合侧缝(包缝机)→挽边(平缝机)

→緔装饰(手缝)。

3.3.5 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这款服装是一款运用了蝴蝶袖的连衣裙,前领采用一

字肩,后领采用V领,腰间抽褶,下摆是斜摆,生动可爱。
腰间的装饰连着一层黑纱,黑纱在前片的造型与下摆相呼

应,右侧的黑纱采用垂吊一旁,增加飘逸感,袖子和前领用

荷叶边装饰,能达到减龄的效果,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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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片           (b)后片

图5 第3款蝴蝶袖抽褶连衣裙样板图

(a)正面           (b)反面

图6 第3款服装实物图正反面

3.4 第4款斜肩抽褶蛋糕裙

3.4.1 成品规格

第4款斜肩抽褶蛋糕裙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

见表4。
表4 第4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尺 寸/cm

衣 长 41
胸 围 84
腰 带 64
臀 围 96
裙 长 74.5

裙片1长 54
裙片2长 90
裙片3长 150
裙片1宽 16
裙片2宽 24
裙片3宽 34.5

3.4.2 样板尺寸

衣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缝耗=41
+2+2.5=4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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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84+
2.5)÷2=43.25cm。

腰带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64+2.5)÷2
=33.25cm。

1/2臀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96
+2.5)÷2=49.25cm。

裙片1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54+2.5
=56.5cm。

裙片2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90+2.5
=92.5cm。

裙片3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150+2.5
=152.5cm。

裙片1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16+2.5
=18.5cm。

裙片2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4+2.5
=26.5cm。

裙片3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34.5+
2.5=36.5cm。

3.4.3 样板制作

样板图尺寸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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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蛋糕裙样板

图7 第4款斜肩抽褶蛋糕裙样板图

3.4.4 缝制工艺

(1)上衣:合肩(包缝机)→合侧缝(包缝机)→挽边

(平缝机)→緔装饰(手缝)。
(2)蛋糕裙:六片抽褶(手缝)→合前片的第二片与

第三片(包缝机)→合前片的第一片与第二片(包缝机)

→合后片的第二片与第三片(包缝机)→合后片的第一

片与第二片(包缝机)→合侧缝(包缝机)→緔松紧带

(包缝机)→緔装饰(手缝)。

3.4.5 款式效果

服装上身采用斜肩的造型,肩膀上的蝴蝶结与背后的

蝴蝶结相呼应,下身是一个蛋糕裙,通过抽褶赋予这个裙

子层次感,并且裙子上的黑纱进行抽褶后点缀上珍珠后装

饰在裙子上,增加了裙子的俏皮感。这套衣服性感与可爱

相呼应,在炎热的夏季夺人眼目,如图8所示。

(a)正面           (b)反面

图8 第4款服装实物图正反面

3.5 第5款系脖晚礼裙

3.5.1 成品尺寸

第5款系脖晚礼裙的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5。
表5 第5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衣 长 裙 长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裙摆宽

尺寸/cm 29 58 84 64 188 400

3.5.2 样板尺寸

衣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合肩、挽
下摆缝耗=29+2+2.5=33.5cm。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合肩、挽
下摆缝耗=58+2+2.5=62.5cm。

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84+
2.5)÷2=43.25cm。

1/2腰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64
+2.5)÷2=33.25cm。

1/2臀围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
(188+2.5)÷2=95.25cm。

1/2裙摆宽样板尺寸 =(成品规格+缝耗)÷2=
(400+2.5)÷2=201.25cm。

3.5.3 样板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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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图尺寸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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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圆裙

图9 第5款系脖晚礼裙样板图

3.5.4 缝制工艺

(1)上衣:合侧缝(包缝机)→挽边(平缝机)→緔装

饰(手缝)。
(2)裙子:黑纱与圆裙(手缝固定)→緔松紧带(包

缝机)→緔装饰(手缝)。

3.5.5 款式效果

服装有一种夏季晚礼服的感觉,上身性感的裹胸

配上黑色的假领装饰展现出女人的高贵。下身有两

层,其中内层打破了基础圆裙的风格,在圆裙前面剪短

的基础上在裙摆上配上流苏,外层裹上黑纱再点缀上

珍珠,显出公主裙的风格,如图10所示。

(a)正面           (b)反面

图10 第5款服装实物图正反面

3.6 第6款吊带一片裙

3.6.1 成品尺寸

第6款吊带一片裙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6。

表6 第6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尺寸/cm

衣 长 36
裙 长 80
胸 围 84

上片裙长 128
下片裙长 246
上片裙宽 48
下片裙宽 32
腰带1长 97
腰带2长 51

3.6.2 样板尺寸

衣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下摆宽+缝耗=36
+2+2.5=40.5cm。

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84+
2.5)÷2=43.25cm。

上群片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128+2.5
=130.5cm。

下群片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246+2.5
=248.5cm。

上群片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48+2.5
=50.5cm。

下群片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缝耗=32+2.5
=34.5cm。

3.6.3 样板制作

样板图尺寸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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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片裙

图11 第6款吊带一片裙样板图

3.6.4 缝制工艺

(1)上衣:合侧缝(包缝机)→挽边(平缝机)→緔装

饰(手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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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裙子:合上片与下片(包缝机)→挽腰边(绷缝机)

→合腰带(包缝机)→緔腰带(平缝机)→緔装饰(手缝)。

3.6.5 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服装上身的前后均是V领,采用的是在两侧肩膀处

进行系带的造型;下身是一款一片裙,下片通过抽褶与上

片拼接在一起,腰间采用系带的方式固定。整体的衣服轮

廓造型为H型,在整套衣服的上面裹上一层黑纱后,增加

了朦胧美,也展示了女人温柔的特质,如图12所示。

(a)正面           (b)反面

图12 第6款服装实物图正反面

4 结语

“月夜下的紫藤”系列针织服装打破了传统女性的

服装造型和风格,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在服装的

点缀、色彩的搭配、面料的对比和尺寸的合理中给人视

觉感官带来愉悦[8-9]。在面料上,选择针织面料和部

分梭织面料;在色彩上,选择紫色和黑色这两个主打

色,使得整个系列的服装展现出女性优雅神秘,淑女瑞

丽,端庄知性的特点。同时,对针织服装设计以及纺织

服装领域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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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f“WisteriaundertheMoonlight”SeriesofKnitwear
SUNZhao-ling,MENGJia-guang*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Adoptingcopperammoniaandpolyesterfabrics,throughtheprocessofgarmentmodelsizecalculation,samplemaking
andsewing,the"wisteriaunderthemoonlight"seriesofknitwearweredesignedandproduced,includingneck-tiedtubetopdress,

cloakstitchingbracesskirt,butterflysleevepleateddress,slopingshoulderpleatedcakeskirt,neck-tiedeveningdressandslipdress.

Thisseriesofknitwearmadefulluseoftheexcellentcharacteristicsofknittedfabrics,showeditssoftness,comfort,fitandelasticity.

Ithadreferencesignificanceforthedevelopmentoftheknittingproducts.

Keywords:knittedfabric;garments;samplemaking;sewing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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