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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制服系统中穿着对象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穿着时间等为依据对城市轨道交通制服中面料的特性、选用

原则进行分析,重点探索制服面料的选择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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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制服与社会及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审美提高,轨道交通制服逐步

向着品质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制
服面料也不断更新换代,为实现功能性设计提供了保

障。设计师也从只注重款式设计,开始向着关注面料、
功能性的设计方向改变。

轨道交通制服属于职业装的范畴,具有标识身份、
宣传文化等作用,应用性很强。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充

分考虑地域文化特点,而面料的选择作为设计的第一

步,举足轻重。合理的选用面料可以突出设计,并满足

不同岗位的需求。

1 城市轨道交通制服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是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向的

车辆运输系统,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设置全

封闭或部分封闭的专用轨道线路,以列车或单车形式,
运送相当规模客流量的公共交通方式。

在选择轨道交通制服面料之前,需要先了解轨道

交通工作人员的分类。不同工种的制服对面料的需求

也不尽一致,技术工人的制服应更多地考虑功能性,如
穿着是否方便操作,是否舒适、安全等。因此,必须先

构建出轨道交通的制服系统,如图1。

2 城市轨道交通制服面料的特性

2.1 耐磨性

面料的耐磨性包括了面料的耐磨强度、撕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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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轨道交通的制服系统

及起毛起球等耐用性能。轨道交通的工作人员在固定

封闭的环境内工作,需要长期站立或者大量活动,特别

是手肘、膝盖、袖口等部位会经常摩擦,容易造成制服

的磨损、掉色等。在进行面料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面

料的使用周期及延续性。

2.2 安全性

面料的安全性是指面料对人体的保护作用。轨道

交通工作人员会接触到大量的人,同时也会产生大量

的活动,特别是技术和工程保障类的工作人员还需接

触机器。面料本身会吸附灰尘,在活动时会有摩擦,从
而产生静电,可能会灼伤皮肤甚至造成更大伤害,因此

在进行面料选择时还需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2.3 天然性

面料的天然性是指面料本身的透气、吸湿、散热等

性能。这些性能直接影响到穿着中的保暖、排汗等舒

适性的要求。轨道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大多在相对密

闭的空间,天气热或者冷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感,因此

要求制服能起到排汗和保暖的效果。
面料的天然性还包括耐污、耐洗等性能,这就要求

在穿着时能较方便地清理污渍,同时因制服需要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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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穿着,还需要考虑多次洗涤之后是否褪色,这与设计

中的美观性要求一致。

3 城市轨道交通制服面料的选用原则

3.1 功能性

根据构建出的轨道交通制服系统,针对不同的工

种,需要选择功能性不同的面料。如中层行政人员的

制服,面料要与其职位匹配,可选择档次较高、质地较

好、舒适感强的面料,耐磨性、抗污性等性能可弱化;安
检人员的制服面料应选择耐磨性强、抗污性强、透气性

好、抗静电性较好的面料,以满足长时间活动的需求。

3.2 合适性

轨道交通制服的面料选择首先要考虑季节问题,
不同季节的制服在风格、面料上差异很大,因此选择的

面料要适合不同的季节。春秋季气温适宜,可穿套装,
面料则选择仿毛、华达呢、毛哔叽等材质,面料垂坠感

和舒适感都较强且易于打理;夏季气温较高,容易出

汗,可选择透气性较好的涤棉混纺或者棉麻混纺的面

料;冬季气温低,需注重保暖性,可选择毛料和毛呢类

面料。
其次,合适性还表现在应该根据制服系统中不同

岗位的工作内容、环境和需求来进行面料的选择,既满

足审美的需求又能穿着舒适。因轨道交通的大部分岗

位工作人员的工作地点相对封闭,空气流通性差,容易

出汗,因此选择舒适透气的面料尤为重要。
最后,合适性还表现在对成本的控制上。制服是

消耗性的服装,随着人员的流动或磨损更新换代的速

度较快。因此,在进行面料选择时也需要充分考虑价

格因素。

3.3 标识性

制服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人员统一穿着的服装,是
为了宣传企业文化和标识企业形象,因此面料的选择

除了要考虑功能性和面料的美观性,还需要考虑标识

性,体现出行业的个性。
面料的标识性主要从色彩及质感两个方面体现,

在系统外部通过不同色彩的面料使用区别其他的行

业;在系统内部通过色彩及面料的质感区别不同的岗

位,识别不同的阶层。如:中高层的制服色彩相对较稳

重,质感柔软;技术工人的制服色彩明亮,质感较粗糙。

同时,既然是系统内部的设计,还需注重系列感,在同

一视觉元素框架下开展设计。

3.4 流行性

城市轨道交通制服的设计需要具有时尚性,符合

时代的审美特点,同时面料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面料选择上要符合市场的需求,顺应面料

的发展趋势,选择流行的材质,这也有助于整体的设计

达到流行的审美。如:运动装的设计中常用到吸湿排

汗功能性面料,它具有透气散热性强的特点,目前部分

职业装中也开始运用此面料,以满足不同岗位的工作

需求。

4 城市轨道交通制服的面料选择

以季节为出发点,将城市轨道交通制服分为春秋

季、夏季和冬季三大类,探索每个类别中制服设计的面

料选择。

4.1 春秋季制服面料

春秋季制服是轨道交通的主要制服,穿着时间最

长,将春秋季制服分为上下装两部分,分别进行面料选

择的阐述。

4.1.1 上装面料

春秋季上装常见的类型有西装、套装、夹克等,面
料的选择见表1。

4.1.2 下装面料

春秋季下装主要的类型为裤子、裙子,面料的选择

见表2。

4.2 夏季制服面料

夏季制服大多为短袖,主要类型为衬衫,技术岗位

根据工作需求会穿着POLO衫,面料的选择见表3。

4.3 冬季制服面料

冬季制服大多在春秋季制服外加入大衣或外套,
起到保暖的作用,面料的选择见表4。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大批新型功能性面料不断涌

现。除了常规的面料之外,还可根据岗位的需求选择

新型的面料。如:金属丝面料,可防辐射和静电;防水

透湿面料,具有防水、排汗、保暖、绝缘等性能;导湿干

爽功能面料,可以改善人体穿着服装的湿热舒适性。
这些新型的面料如果能够运用在轨道交通制服的设计

中,一定能更加突出其独特的性能。

·91·     2019年第10期             研究开发




表1 春秋季制服上装面料

面 料 成 分 特 性 适用服装 适用岗位

哔 叽 用精梳毛纱织制的一种素色斜纹毛织物
(可用各种品质的羊毛作为原料,原料不
同,档次不同)

呢面光洁平整,纹路清晰,质地较厚而软,
紧密适中,悬垂性好

西装、套装 行政岗位

涤黏花呢 由50%~65%的涤纶和35%~50%黏胶
丝混纺而成

毛型感强,手感丰满厚实,弹性较好,价格
低廉

西装、套装、夹克 行政岗位 车务岗位

TC细斜纹 用18tex以下棉纱作经、纬纱,织物组织
为二上一下斜纹、45°左斜(可加入新型)

结实,透气吸汗,起毛、起球少,肤感好,耐
污性强

夹克 技术岗位

华达呢 用精梳毛纱织制、有一定防水性的紧密斜
纹毛织物,常有斜纹组织,织物表面呈现
陡急的斜纹条,角度约63°

呢面平整光洁,斜纹纹路清晰细致,手感
挺括结实,色泽柔和

夹克 技术岗位

表2 春秋季制服下装面料

面 料 成 分 特 性 适用服装 适用岗位

派力司 用混色精梳毛纱织制,外观隐约可见纵横
交错有色细条纹的轻薄平纹毛织物

光泽柔合,弹性好,手感爽滑,轻薄风凉 裤子、裙子 行政岗位 车务岗位

凡立丁 用精梳毛纱织制的轻薄型平纹毛织物 呢面平整,手感滑爽挺刮,透气性好,颜色
匀净,光泽柔和

裤子、裙子 行政岗位 车务岗位

卡其布 主要由棉、毛、化学纤维混纺而成的织品 手感厚实,纹路明显,挺括耐穿,耐磨 裤子 技术岗位

表3 夏季制服面料

面 料 成 分 特 性 适用服装 适用岗位

细平布 是平布的一种,用细特棉纱、黏纤纱、棉黏
纱、涤棉纱等混纺而成

布身细洁柔软,质地轻薄紧密,布面杂质少 衬衫 行政岗位 车务岗位

涤棉混纺
(CVC)

采用50%~70%的棉和涤纶混纺而成的
纺织品

弹性、耐磨性较好,尺寸稳定,不易皱折,
易洗、快干

衬衫 行政岗位 车务岗位

珠地棉 是针织布料中的一种,布表面呈疏孔状,
有如蜂巢

吸汗、不容易变形,色牢度好、水洗不掉
色,透气性和透湿性好

POLO衫 技术岗位

表4 冬季制服面料

面 料 成 分 特 性 适用服装 适用岗位

制服呢 用三、四级国产羊毛混合少量精纺回毛、
短毛织成

呢面平整,手感略粗糙,坚牢耐穿,品质一般 大衣 行政岗位 车务岗位

海军呢 用一、二级国产羊毛和少量精纺短毛织成 呢面平整细洁,绒毛密集、均匀,基本不起
球,手感柔软有弹性,色泽鲜明匀净,光泽
好,保暖性强,品质较高

大衣 中高层 行政岗位

涤卡 用涤纶纱线织造的卡其布 手感厚实,挺括耐穿 外套 技术岗位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制服发展到今日,已经成为了一个企业

甚至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标志。在今后,突出地域文化及特

色将成为轨道交通制服的发展方向,在设计时立足于面料

也将成为新的趋势。能够将功能性、流行性、合适性和标

识性融为一体的轨道交通制服才是好的设计,因此,设计

师在设计中应该充分了解面料的特性,选择和运用合适且

性价比高的面料,让设计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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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OscillationTimeonTextilepHValueDetermination
NINGYu-tong,NIBing-xuan,ZHUGuo-quan

(ChinaTextileAssociationInspectionTechnologyServiceCo.,Ltd.,Dongguan523000,China)

  Abstract:ThepHvaluewasanimportantsafetyperformanceindexofthestate-setmandatorycriteriaGB18401-2010.Theeffects

ofdifferentoscillationtimeonthepHvaluedeterminationofdifferenttextilesampleswere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

changeofoscillationtimehadlittleeffectonthepHvalueofthesample.Generally,theincreaseoftheoscillationtimewouldcausethe

pHvalueofthealkalineandnear-neutralsamplestoincreaseslightly,andthepHvalueoftheacidicsamplewoulddecreaseslightly.

Butthedatachangesweremostlywithintheerrorrange.Thesampledataandstandardvalueswereanalyzedbyttestmethod.Itwas

foundthat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measureddataandthestandardvalue.Itwassuggestedthattheoscillation

timeofthepHvaluecouldbeappropriatelyshortened.

Keywords:oscillationtime;textile;pHvalue;ttes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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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SelectioninUrbanRailTransitUniformDesign
ZHOU Wen-chao

(EasternInternationalArt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Technology,Zhengzhou451450,China)

  Abstract:Basedontheworkcontent,workenvironmentandwearingtimeofthewearingobjectsintheuniformsystem,thechar-

acteristicsandselectionprincipleoffabricinurbanrailtransituniformswereanalyzed.Theselectionandapplicationofuniformfabrics

wereexploredemph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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