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服饰导刊 2014 年 12 月第 4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产业：产业链

防护服设计中时尚与功能性的研究
文/索

盈,贾一帆，
戴佳宇，
李秀敏，龚小舟
文章探讨防护服的产品开发设计过程，重点在于考虑怎样将时尚和功能这两个元素和谐地融入到

防护服的产品开发中去。同时，
文章还列举了一些目前最新的防护服开发案例，也探讨了未来的纺织技术
在不久的将来，服装会变得更具有保护功能，更适应我们的需求，
将会对防护服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
这
些需要包括了感官的、
情感的、
生态的和美观的等，与此同时，在这个对时尚高度敏感的时代，防护服的款
式和设计也决定了它的被接受程度。
防护服；
功能设计；
时尚设计；
智能纺织品；
功能性面料

为了使人类活动能够安全地进行，离不开

护服时也要考虑服装在使用时的整体表现，某

有效的防护产品和防护系统。比如：常规和极

些附加的功能要和服装的其它元素相协调才

限运动，警察、军队的行动，化工、农业及工业

能使得我们在穿着防护服时活动自由，同时也

环境中的人类活动，内科和外科手术，消防和

起到好的保护作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时尚

太空探索等等，都需要安全防护。防护服的设

和美学的概念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肤浅的，然

计和生产由来已久。早期工作于汽车和飞机里

而，为了让使用者可以接受，防护服必须既合

的驾驶员和飞行员，就穿专业的防护服。20 世

体舒适又美观，
同时兼有功能性。事实上，
如果

纪军事和航空航天部门对防护用纺织品的需

我们因为服装外观差或者穿着不舒服而拒绝

求促进了纺织技术的突飞猛进。本文首先将探

穿戴防护服，
这将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讨防护服的产品开发设计过程，重点探讨怎样

一个成功的设计包含许多要素，
防护服设

将时尚和功能这两个元素和谐地融入到防护

计时，必须满足严格的功能性要求并符合特定

服的产品开发中去。其次列举一些目前最新的

行业的标准。好的防护服设计在功能性方面必

防护服开发案例，探讨未来的纺织技术将会对

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满足功能要求；②适

防护服产生的影响。

合工作时穿着并且给人以美感；③合体、耐用

1 影响防护服功能性和时尚性的因素

并且达到甚至超过规定技术标准；④文化、传

在不同的环境下所需要的防护程度有所

统、规格、生产和成本等各方面均满足穿着着

不同，因此在设计防护服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环

的要求；
⑤更好的防护服设计还应具有如下特

境因素，
比如在极热、极冷、灰尘、化学品溢漏、

征；⑥产品更简单，材料、制作工艺、设计理念

火灾、子弹、刺割、冲击、磨损和需要安全隐蔽

有所创新突破；⑦在功能性、人体工程学和其

的环境中对防护的要求各异。另外，在设计防

它方面附加值更高。

2012 年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210459007）
索盈，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贾一帆、戴佳宇、
李秀敏，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
龚小舟，博士，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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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防护服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79

防护服的
从流行时尚和风格的角度来看，

时尚方面的元素有 11 点：①自我认知和身份；

设计又进一步被细分为纤维、材料、
色彩、功能

②具有显而易见的民族特征；③ 时尚潮流、
对

性、
织物表现、
尺寸、
轮廓、剪裁、合体性、
比例、

于有关时尚和生活方式的流行趋势的认知；④

舒适性、制作工艺、时尚潮流和文化背景等因

包括舒适和幸福在内的感觉和情绪；⑤传统与

素。这些设计因素又将和其它因素交汇在一

—揉合了新兴技术和流行面料的影响；
创新——

起，
比如用户对产品性能和生理的需求。另外

⑥适当的形式、风格、材料和颜色（整体理念和

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如下：①服装系统：成衣

轮廓）；⑦市场水平与成本；⑧裁剪，风格和比

衬里、中间层、
外层面料情况；②面料整体性能

例；⑨生产工艺和细节设计；⑩具功能性并且

拒水性、绝缘性、
表现和功能性：
强力、
透水性、

适用；輥
訛选材易获得。
輯

导电性、比克重、密度、刚硬度、吸湿排汗性能

2 防护服功能性和时尚性设计框架
为了帮助设计师快速地定位用户的需求，
设计要求可以用框架图来表示（图 1）。

的情况；③纤维和面料结构：是选用天然纤维
还是化学纤维、或混纺纤维？是采用梭织、针
织、
非织造布、
复合材料？是采用单一组分还是
双组分纤维？单层还是多层
结构？④美观的因素：
成衣颜
色、外表、可操作性、手感、与
皮肤接触的舒适度情况；⑤
成衣生产工艺：是采用缝合、
粘合、模压、焊接还是镶边工
搭扣的易
艺？⑥易穿脱性能：
开闭情况、成衣穿脱的速度
情况；⑦细节和特征：口袋、
附件和配饰；⑧成衣风格、剪
裁、
合体程度、
活动自由度。
尽管设计时所要考虑的
因素众多，一套成功的防护
服的设计和产品开发方案可
以在主要和次要设计因素间
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满

图 1：
功能性面料选择 [1]

足设计纲要中所提出的对产

上述设计框架图标明了设计时需考虑主
要和次要因素,[2] 其中包括：①用户需求和背

品成本、
功能和美观的要求。

景；②整体产品概念——
—服装系统、面料选用、

3 防护服设计案例分析

层数、设备和重量；③防护功能；④样式与风

3.1 警服

格；⑤性能与成本。这些主要因素又被进一步

警服不但具有防护功能，也是警察在公众

具体化为：①防护功能：活动要求、身体需要、

形象中的一个标准。苏格兰警察局最近正在重

流
明确的防护目的；②样式与风格：
文化背景、

新设计他们的警服，
最初可供选择的款式有十

行时尚与风格；③性能与成本：相关标准、商业

九世纪风格的束腰紧身服、
带有休闲风的厚夹

价值、
适用性。

克和无袖梭织背心 / 外套。结果警察们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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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实用的束腰紧身服而采用了更符合现

感。[7]2000 年，
Lorraine Gamman 博士倡议了一

代警察形象的服装。[3]所选用的面料都是那些

项名为“设计预防犯罪”的活动，该活动提倡将

可以减少警察在高负荷操作下大量出汗的织

个人防护功能作为设计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把

物。所设计的警服也更接近军服款式，包括了

设计作为防治犯罪的一种工具，特别是在服装

一件高反光的夹克衫、一件通过聚氨酯涂层防

和配饰领域。这项活动受到英国内政部和国家

止警察在暴力冲突中流血感染的尼龙马甲和

设计委员会的支持，活动的理念是培养设计师

一件吸湿排汗衬衫。为了透气，警察可以不用

在设计初期便有预防犯罪的思想，所设计的产

带领带；为了保暖，也可以在防水外套和口袋

品让歹徒无从下手，
而不是等到问题发生了，
再

裤里衬上一层轻质的绒布。 随着男女平等的

军队和应急服
去更改产品。出于这种设计思想，

法律法规的实施，现代警服和军服也分男装和

装箱包专家 H Fine 有限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手

女装。女士警服的上衣有一种“雕塑式”的轮

提包和电脑包样品，这些包都可以防盗、防劫。

廓，但是裤子口袋中携带笨重的器械这一点非

Vexed Generation 公司所设计的 Karrysafe R

常影响女性的美观。

系列也将这种理念融入了它们的产品，包括一

3.2 安全服装和配件

旦被抢，会发出 138 分贝声音的“会尖叫”手

[3]

个人安全是功能性服装的前提，在服装系

提电脑包；可以装信用卡的内穿式 Bodysafe R

统设计中可以引入一些预防措施方面的设计。

裤。[7]

例如铁路工作者、道路工作者、登山运动员等，

4 总结与未来趋势

他们的服装可以采用荧光色并添加反光条带。

防护功能性服装开发是一项令人激动的

但是，很讽刺的是，由于荧光服装和装饰在我

工作，这源于我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处处存

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这反而导致了驾驶

在着需要加强的功能问题。无论是崭新的技术

员的注意力被穿着这样服装的行人所吸引，没

还是创新的科技理念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

有注意到骑自行车或骑摩托车的人而造成了

服装行业。那些可以适应人体外部环境和身体

设计师要时刻
很多交通事故。 这个现象表明：

内在状况的纺织品，例如集成电子材料、相变

保持警戒、跟随潮流、并且再创造，使其设计适

材料和具有其他功能新材料，
最终都会导致更

应当代社会时尚。

有效的保护功能性服饰的产生。有一些技术已

[4]

一些具有高功能性的防护产品已经成为

经产生了实样，
但还有些技术仍然处于概念阶

设计经典，例如马丁靴和李维斯 501 款牛仔

段。纳米涂层技术已经应用于一些纺织品，
这

裤。鞋子设计师 Nick O'Rorke 在他的休闲鞋

“自清洁”
类产品具有抗污拒水功能，也被称为

Tsubo 系统设计中，强调的是鞋子的舒适性和

功能。银纳米粒子应用于纱线上，可以制作出

功能性。Tsubo 鞋采用了登山鞋的款式、
气泡鞋

抗菌织物，
很多袜子（SoleFresh R ）和其它产品

跟,便于空气流通的高密度聚氨酯鞋底、同时

便用这种纱线制成。

带有抗菌袜衬里。[5]

个性化的服装需求越来越多，很多研发工

防护服和时尚服装联系到了一起，被形容

作目前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一些具有高科技概

为“超现代衣柜”。[6]大牌设计师为处于城市环

念的服装已经开始使用形状记忆聚合物。意大

境中的人们设计了很多具有保护功能的服装，

利服装制造商 Corpe Nova 开发出了一款具有

他们采用高科技面料并将功能性的设计融入

记忆功能的衬衫，
该衬衫在阳光下热的环境中

服装中。缺乏安全感和偏执是城市生活人群的

袖子会变短、
冷的环境中会变长。同样的衬衫，

两大特征，现代大都市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恐惧

据说当热空气吹过其揉皱表面时，会被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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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烫”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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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控制镭射喷头，将粉末状的聚合物

过去的十年中，
“穿戴式电脑”概念引起了

直接喷射成跑鞋。这种跑鞋尺寸精准、
与运动

科技界广泛的兴趣。第一波研究的成果是将电

员的脚匹配完美，穿着极为舒适，同时也减少

脑的功能以某种方式嵌入到服装中去，将计算

了对脚的损害。

机处理器、键盘和显示器的各个功能分散到服

服装是穿着者与外界环境的隔离层，
未来

装或其配饰中去。同时，也将具有通讯、定位和

的服装中将会更多的引入功能性：
新材料的应

娱乐功能的设备以便携式的方式植入服装。

用和纺织结构的设计创新将相辅相成，
协同发

2001 年，李维斯公司和菲利普公司合作开发的

挥作用。目前已有的研究将对传统的和创新的

一款名为 Cagoon 的夹克衫便是一款便携式电

成衣制作方式产生影响、更为前沿的技术可能

子产品夹克衫。但在使用过程中，这款服装也

将彻底颠覆传统成衣的制作方法。对服装功能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美观性能差、电源体

性的要求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
未来的

积大、清洗困难、用户对款式要求多变等。丹特

服装将向着更轻质且高效的方向发展。多功能

曾言简意赅地指出：
“ 仔细想想 Mithril R 衬

化、
纤维种类和纺织结构的多样化将意味着服

衫，它到底是一款“穿戴式电脑”衬衫，还是简

装中所包含的层数逐渐减少。现有的科研结果

单地将电脑硬件捆绑在背心上？真正的穿戴式

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在不久的将来，服装

衬衫应该是那些无缝的、和成衣融合在一起的

会变得更具有保护功能、同时更适应我们的需

服装。”
2004 年市场上推出的“mp3blue”夹克

情感的、生态的和
求，
这些需要包括了感官的、

衫，就将电子器件做成胶囊植入服装中，这种

美观的等。与此同时，
在这个对时尚高度敏感

服装可洗涤。Softswtich&Eleksen 公司创先开

的时代，
防护服的款式和设计也决定了它的被

发了具有软键盘和各种接口的服装，其它相关

接受程度。

联产品也即将问世。
制衣模式逐渐从大规模转向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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