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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裳彩虹”系列针织服装以高明度的白色为背景色、彩虹色为点缀色,运用针织与皮革面料相结合的方法,

紧紧围绕主题思想,设计出符合主题和针织服装创新发展趋势的系列服装。通过音符、音阶、糖果等寓意快乐的元素,来

表达主题思想。从色彩搭配、款式造型、面料选择及装饰设计等方面进行探讨,抓住主题的同时,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

合,使人达到视觉感官的愉悦,带来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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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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及个性化[1]。针织

服装由于质地柔软、吸湿透气性能好,具有优良的弹性

与延伸性,能满足人体各部位的弯曲、伸展需求,并且

贴身合体、无束缚感,能充分体现人体曲线,因此在不

同的场合都能体现出独有的优势与魅力。随着针织新

技术、新工艺与新原料的应用,针织面料性能更加完

善,给针织服装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效果和视觉效果,
使其在时尚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过

去的普通服装演变到现在的潮流服饰,无论在大众圈

还是时尚界都炙手可热[2]。此系列服装的设计利用了

针织面料的特性,结合流行趋势,区别以往的单色或少

色设计并与异质面料相结合,设计并制作了以“爱裳彩

虹”为主题的针织服装。

1 灵感来源

“爱裳彩虹”系列服装灵感来源于广州的电视塔

“小蛮腰”(图1),除了单色的变幻,最美的便是七彩一

道亮起,给小蛮腰环上一圈圈炫亮的彩虹光带,动态的

光流动着,其颜色变幻莫测、五彩缤纷,让人联想到人

生百态、生活的丰富多彩。“彩虹”象征着积极、健康乐

观的心态。此系列服装设计旨在呼吁人们要怀有一颗

雨后彩虹般明朗的心态面对生活,充满干劲地迎接人

生种种困难和挑战,迎来自己彩虹般的七彩人生。

图1 变幻莫测的广州塔

2 面料选择

“爱裳彩虹”系列针织服装大身部分选用涤棉混纺的

针织面料,棉具有良好的吸湿和透气性,涤纶又具有良好

的垂感和挺括性,两者结合不仅吸湿透气、穿着舒适、适合

夏季服用,而且面料弹性和悬垂性好、面料尺寸稳定、不易

皱褶、成衣效果优良,见图2。装饰部分采用硬挺的彩虹

皮革面料,可以塑造出各种立体造型,通过分解的手法形

成各种不同元素,可以更好地凸显主题,此外用该面料制

作包包等配饰十分合适,见图3。

图2 棉涤混纺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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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硬挺彩虹皮革面料

3 色彩搭配

色彩作为服装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它与服装的面料、线条、款式、图案都有着密切

的联系。因此,在进行服装色彩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根

据色彩运用原则与手法来考虑色彩的面积、位置以及

在服装中的协调性[3]。“爱裳彩虹”系列以白色作为背

景色,按一定方式将彩虹色配置于其上,使得服装整体

协调统一。白色属于无彩色系,可以和谐搭配任何颜

色,并且和彩色搭配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彩色的纯

度,使整体看上去更为鲜艳、醒目。通过大面积使用象

征光明的白色来表达乐观心态的常态化,以彩虹色的

各种造型来表达人生百态及生活的丰富多彩。

4 样板设计及缝制工艺

4.1 第一款服装的规格尺寸、样板计算、样本设计及

缝制工艺

4.1.1 第一款服装成品规格尺寸

第一款服装的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1。
表1 第一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裙 长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裙摆宽 袖 长

尺寸/cm 95 80 70 90 108 23

4.1.2 第一款服装样板尺寸计算

裙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挽边宽)÷(1-回缩

率)=(95+2)÷(1-3%)=100cm。

1/2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40+2.5=
42.5cm。

1/2腰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35+2.5=
37.5cm。

1/2臀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45+2.5=
47.5cm。

下摆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44+2.5=
46.5cm。

袖长样板长度=(成品规格+缝耗)×(1+回缩

率)=(23+0.75)×(1+3%)=24.46cm。

4.1.3 第一款服装样板制作

第一款服装样板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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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一款服装样板图

4.1.4 缝制工艺

第一款服装的缝制工艺过程[5]:合后中缝(包缝

机)→合肩(包缝机)→绱袖(包缝机)→合右侧缝(包缝

机)→合左侧缝(包缝机)→领口、后背及门襟挽边(绷
缝机)→绱装饰(平缝机)→绱肩带(平缝机)→合袖口

(包缝机)。

4.2 第二款服装的规格尺寸、样板计算、样本设计及

缝制工艺

4.2.1 第二款服装成品规格尺寸

第二款服装的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2。
表2 第二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裙 长 胸 围 腰 带 臀 围 肩 宽 下摆宽

尺寸/cm 90 80 72 90 42 54

4.2.2 第二款服装样板尺寸计算

1/2胸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40+2.5=
42.5cm。

1/2腰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36+2.5=
38.5cm。

1/2臀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45+2.5=
46.5cm。

下摆宽样板尺寸=成品规格+2.5=54+2.5=
56.5cm。

衣长样板尺寸=成品规格÷(1-回缩率)=90÷
(1-3%)=92.78cm。

4.2.3 第二款服装样板制作

第二款服装样板图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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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二款服装样板图

4.2.4 缝制工艺

第二款服装的缝制工艺过程:前片各衣片拼接(平
缝机)→合左肩(包缝机)→左袖口、领口滚边(绷缝机)

→合右肩(包缝机)→右袖口滚边(绷缝机)→合左侧缝

(包缝机)→合右侧缝(包缝机)。

5 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5.1 第一款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此款服装为开衫连衣裙,左右采用不对称设计,主
要是肩部和下摆处不对称。服装整体看起来轻重均

衡,协调统一[5],左前片用交错弦谱和音符装饰。右肩

部和袖口采用褶皱立体扇肩造型平衡左侧重量,门襟

处用彩色小球装饰,使右片大身不那么单调,且与左前

片呼应。后片则是简单装饰,与前片呼应,使服装整体

协调统一。整套服装的装饰部分采用黏贴、缝合的方

式进行加法设计。其中肩部和袖口的褶皱属于立体造

型装饰设计,体现了“体”在服装中的运用,通过较大的

零部件明显凸出于整体,使得服装很有分量[6]。服装

效果如图6所示。

图6 第一款服装正反面款式效果图

5.2 第二款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此款服装为右侧缝开衩连衣裙,领子设计为简单

的圆领。整个服装的重点在领肩部的彩虹扇,为平衡

扇肩处重量,在右手配一个手提包。彩虹扇下方用彩

色五线谱和琴弦交织形成网状,将音符悬挂或镶嵌在

里面。门襟处用白色大纽扣配合彩色小球形成按钮状

纽扣,显得趣味可爱。左肩部上设置少量的频谱,既有

装饰作用又有呼应作用。背部采用彩色织带和黑色弹

力绳形成云梯,寓意走向七彩人生。彩虹织带不对称

排列,既具有时尚感,又强调了腰部。整套服装的装饰

部分采用黏贴、缝合的方式进行加法设计。其中领肩

部的褶皱属于立体造型装饰设计,对领肩部位的夸张

与强调有极强的立体感和视觉冲击力[6]。服装效果如

图7所示。

图7 第二款服装正反面款式效果图

6 结语

“爱裳彩虹”系列针织服装通过大面积使用象征光

明的白色来表达乐观心态的常态化,以彩虹色的各种

造型来表达人生百态、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套以渐变

彩虹皮革为统一元素贯穿整个系列,整套系列服装通

过采用不同形式的彩虹元素,表达雨后彩虹般愉悦的

心情。在设计中,利用硬挺的彩虹皮革面料,塑造立体

造型,或将彩虹皮革面料分解使用,以增加时尚感。以

跳动的音符、起伏变化的频谱、纵横交错变换的五线谱

等元素表达活泼欢乐、富于变化的“爱裳彩虹”系列服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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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f“LoveDressingRainbow”SeriesofKnitwear
WUMeng-jie,MENGJia-guang*,LIUYan-jun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lovedressingrainbow”seriesofknitwearusedthebrightwhiteasthebackgroundcolor,therainbowcolorasthe

embellishmentcolor.Throughthecombinationofknittingandleatherfabrics,surroundingthetheme,theseriesclothingwhichac-

cordswiththethemeandtheknittingclothinginnovationdevelopmenttrendweredesigned.Thethemeideaswereexpressedthrough

muicalnotes,scales,candyandotherelements.Fromtheaspectsofcolormatching,stylemodeling,fabricselectionanddecoration

design,thethemewasgrasped.Thepracticabilityandartistrywerecombinedtomakepeopleachievethepleasureofvisualsensesand

bringanewaestheticexperience.

Keywords:rainbow;knittedclothing;colormatching;templatemaking;sewingprocess



美研发出一种新型纺织材料或将制成可遥控电器穿戴设备

  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型纺织材料,如果缝

在衣服上,穿着者用手指触碰衣服即可遥控电灯开关、
音乐播放器等装置。

据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报道,美国珀杜大学

研究人员利用超疏液材料摩擦纳米发电技术(RF-
TENGs)制成这种新型材料。

研究人员说,用这种材料缝制的衣服像一件可穿

戴遥控器。穿着者可触碰衣服,以遥控不同电器。
珀杜大学网站发布数张图片,图解这种材料的可

能应用:将这种类似粘扣的两片长条材料缝制在T恤

衫衣领上,触碰其中一片长条材料浅色部分可播放音

乐、深色部分暂停,另一片材料深浅颜色部分用于调节

音量。
研究人员拉姆瑟·马丁内斯说:“这种技术第一次

令现有布料或纺织品成为含有感应器、音乐播放器或

简单照明装置的自发电e纺织品,只需利用简单的刺

绣即可实现转变,而无需依赖昂贵设备或复杂步骤加

工纺织材料。”
在由美国《先进功能材料》杂志刊载的报告中,研

究人员说,新材料具备防雨、防臭、防菌等功能,可用普

通洗衣机清洗。珀杜技术商业化研究基金办公室已经

申请专利,正为测试这项新技术寻找合作伙伴,打算将

它投入商业应用。
(来源:新华社)

南开大学等研获耐高温抗极寒“太空海绵”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陈永胜团队联合美国莱斯

大学研获了一种新型三维石墨烯材料。该材料有望成

为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太空海绵”,可在4K(约-
269℃)深低温到1273K(约1000℃)高温区间保持良

好的稳定性和高弹性。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科学进

展》。
该材料由无序排列的单层石墨烯片通过共价键化

学交联而构成,在低至液氦温区的极端低温条件下具

有与室温下相同的力学性能,包括高度可回复的超级

弹性、不变的杨氏模量、近零泊松比以及出色的抗疲劳

性能。
通过自主搭建的力学性能测试系统,研究人员精

确、系统地测试了在4~1273K(约-269~1000℃)
温度范围内,三维石墨烯材料的各项力学性能。此外,
团队利用改造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原位变温样品台,
获得了三维石墨烯材料在极端低温和高温条件下压缩

-回弹过程中微观结构的变形特征,并通过理论模型

计算验证,阐明这一新型材料温度不变性源于石墨烯

特有的sp2杂化的二维碳原子平面晶体结构。
(来源:纺织科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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