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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E SAAB 品牌高定礼服的褶皱造型研究
文 / 曹孟莎，齐志家
褶皱在服装中是最常见的一种造型手法，
在众多著名品牌服装的设计中也不乏见到褶皱的身影。基
于 2005 年至 2015 年间 ELIE SAAB 品牌高定礼服的各类褶皱统计，从对具体服装的褶皱应用方面进行深入
研究和探讨，
分析各类褶皱的含义和特点及其不同褶皱造型对于风格表达的影响，以此对褶皱在服装中的
点、线、面、体造型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最终得出褶皱的不同造型状态与艺术表现、审美感知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
为褶皱造型在服装中的应用与表达提供借鉴。
褶皱造型；
女装礼服设计；
艺术美感；设计表达

在现代女装设计中，褶皱造型手法是最基

静的《礼服设计与立体造型》一书，对各类造型

本且最重要的设计手法之一，
尤其在礼服设计

手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是一本具有较强

中。艾莉·萨博 (Elie Saab，1964~ )是近年来

又如刘
科学性、
艺术性、
实践性的教学类用书；

颇受国际时尚界关注的黎巴嫩设计师，他的设

娜的《服装设计中的褶皱艺术》一文，
重点阐述

计深受明星喜爱，常用于“红毯战装”。翻阅他

中西各时期各地域的褶皱类型及现代服装褶

的作品，
“纯色”的礼服上运用各类褶皱及珠片

皱造型的艺术效果。本文旨在对近 10 年 ELIE

装饰，
显得华美而含蓄。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

SAAB 品牌高定礼服的褶皱造型进行对比分析，

醉心于古代文明和希腊雕像的男人身上，存在

结合具体服装的设计及形式美法则，探究设计

着雕塑家的天赋和气质。礼服中的褶皱，
一方

师在具体设计中对褶皱造型手法的表达。本文

面增加了服装的空间感、层次感、立体感，另一

主要的分析依据来源于 VOUGE 时尚网所刊登的

方面也拓展了礼服设计的创意思路。[1]褶皱由

ELIE SAAB 秀场图片，由于笔者所收集的资料

于面料的材质、褶量的多少、方向的不同而产

有限，对于该品牌的研究，有两个季度（2011、

生不同的外观效果，既可以清新雅致、灵动飘

2012 年秋冬高定）的缺失。

逸，又可以重叠繁复、华丽夸张，产生强大的视

1 ELIE SAAB 高定礼服褶皱造型运用的整

觉冲击力。在运用褶皱造型手法时一般都会选

体趋势分析

用表面相对光洁的面料，浅色居多，面料较为

纵观 2005 年至 2015 年巴黎时装秀场上

轻薄，
便于设计造型表达。在现有的图书、
文章

ELIE SAAB 的高定礼服，褶皱造型大致可分为

资料中，鲜有对具体服装的褶皱造型进行表述

叠褶、垂褶、波浪褶、缝褶、堆褶、系扎及编织，

和设计探究，大多是针对具体褶皱造型归类、

图 1(见下页）为以上各类褶皱造型的应用在装

材料选配及实际造型手法操作的研究。譬如魏

饰手法中所占百分比。从总体来看，褶皱造型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12YJAZH100）
齐志家，
《服饰导刊》编辑部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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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

16

服饰导刊 2015 年 12 月第 4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产业：品牌研究

大面积使用甚至
通身整体绣满。珠
料材质也发生了
很多变化，大小组
合、色彩搭配、颜
色渐变等等，使得
满身的绣珠产生
深 浅 、色 泽 、图 形
等不同的变幻效
果。若再附加褶皱
造型，不仅破坏整

图 1：各类褶皱造型在装饰手法中所占百分比

体效果，也使得褶
皱纹路不凸显，多
余且主次不明。因
此 ELIE SAAB 品牌
礼服的款式相对比
较简洁，褶皱造型
的应用也就更加趋
向于廓型的打造，
如波浪袖、鱼尾裙

图 2：
褶皱造型分类及其应用次数

的应用比例呈整体下滑趋势，特别是在 2012
年春夏其所占比例骤降。[2]
经具体的统计发现：ELIE SAAB 品牌在单
件服装中大多是多种造型方法综合叠加应用，
其搭配刺绣花朵、缝缀闪钻珠片等等既增加了
服装的华丽感，
也使得造型更加突出鲜明。[3]从
图 1 中可以看出，2012 年春夏所有类型的褶皱
造型数值普遍较低。在 2005 年秋冬至 2011 年

褶皱造
等等。因此，
型应用率下降。
2 ELIE SAAB 高定礼服的褶皱类型及其运用
经过对近 10 年 ELIE SAAB 高定礼服的统
计，
笔者得出图 2。从图 2 中很直观的可以看出
每一年该品牌礼服各类褶皱造型的应用次数。
其中叠褶、垂褶、波浪褶、缝褶运用比较普遍，
贯穿始终。其次堆褶、系扎在个别年限中出现
大量使用，譬如 2006 年春夏大量的系扎蝴蝶

春夏间，叠褶、垂褶、波浪褶、缝褶等的应用次

结及 2008 年秋冬的夸张堆褶造型。而编织的

数普遍较高，绣珠、缀饰的搭配应用较多，但珠

运用较少，
这与各类褶皱的造型效果有关。编

料的材质、大小、色彩较为单一，主要运用于局

织相比褶皱造型性更强，立体空间感也更大，

部的设计。譬如在领口、腰部的运用或是褶皱

不仅便于服装外轮廓的打造。但对于内在造

造型中心点的点缀，且单件礼服中的相互交叠

型，无论是实用性目的还是装饰性目的，编织

使用率低。而 2012 年春夏至 2015 年春夏间，

都能够有很出彩的效果。当然褶皱类型的综合

褶皱造型的使用量下降，而绣珠造型手法仍占

性运用对于礼服也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一件好

据要位，
且与刺绣、缀饰相互交叠运用，运用部

的礼服，综合运用并非是不断地、毫无目的地

位也有所变化，不再是局部小面积使用，而是

进行叠加，首先应考虑褶皱的位置、大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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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组合方式以及在服装中所形成的点、线、

肩部造型，
尽展俏皮宛若精灵般可爱。而同属

面、体等因素，其次应考虑面料、色彩对于其表

2008 春夏系列的一款礼服（图 3（b）
）的叠褶造

现力的影响，再综合褶皱的特征及外观来进行

型采用上下两组反方向内卷折的方式，
造型如

设计，
突出造型亮点，巧妙点缀搭配。[4]

花朵般点缀于胸口及腰下，极富趣味，构成两

2.1 叠褶

点造型。其上大下小，
以对角线排列，
视觉上两

叠褶是服装中最常见的造型手法之一。将

点相连成线，这种倾斜给人一种跳跃、活泼之

面料一部分有规律或无规律地折叠，最常见的

感。只在腰部一端固定，
类似花朵的叠褶折线

有顺风褶、工字褶，譬如百褶裙呈现丰富规整、

自然膨胀，
凸显胸、
腰部位。包臀及膝的裙身设

连续不断的纹理特征。[5]若将折痕边缘做压烫

计，
其面料采用素色的织花缎，不至太过单调，

定型处理，视觉效果则更加规则工整。褶纹服

又很好地突出了叠褶的花朵造型。搭配以中袖

帖缺乏造型空间感，有些许刻板。若要打造轻

的包肩钉珠超短外套，
其门襟的尖角直线造型

松活泼之感，就可折叠边缘不进行压烫定型，

与叠褶卷曲的弧线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胸部的

或根据穿着者的体态及服装造型需要，改变折

花朵造型，
整体造型柔美自然，
显得端庄优雅。

叠方向、褶量大小与叠褶数量，
丰富其变化。短
粗的横向叠褶，给人膨胀之感；细密的纵向叠
褶，
则有一种视觉紧收拉长感。

服装中叠褶的线造型有直线、曲线之分，
据褶量、
褶裥长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长短及厚
度的褶纹线。叠褶形成的线造型有厚度、质感

叠褶在服装中的点造型，主要是作为装

之分。其线的粗细曲直取决于服装造型的需

饰，运用于服装的具体部位。点是一切形态的

要。粗直线条厚重、
坚强，
有力量；细曲线则相

基础，是设计中最小、最基本的单位，其运用也

柔和。[6]线的方向性对服装的造型风格
对纤细、

最为灵活。一点的运用或多个点高密度的使

也有很大影响。水平的线条显得稳重典雅，垂

用，
成为服装的视觉中心。两点及多点的运用，

斜线则有很强
直细密的线条显得细腻而修长，

由于点的数量、大小、聚散不同，产生的节奏韵

的运动感，
易产生轻松活泼之感。图 4（a)的及

律也不尽相同。 单肩小礼服（图 3（a)，
ELIE

地拖尾礼服(ELIE SAAB 2008 春夏系列），庄重

SAAB 2008 春夏系列）运用叠褶打造出膨胀立

典雅，
又不失韵律感。衣身处较为规律的放射

体感的肩部造型，作为一个点的设计成为整体

型叠褶包裹躯干，褶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服装的视觉焦点，与蓬蓬裙摆出的宽大造型上

另一方面巧妙地转移胸腰臀之间的差量，
使服

下呼应、前后关联。腰部的珠片亮钻装饰一端

装更加合体，
勾勒出人体的自然线条。极富光

延伸至肩部叠褶处，起到了很好的衔接贯连作

感的珠光面料令条条线褶熠熠生辉，
反射出不

用。亮钻与

同的光感

胸部及下

效果，随着

摆的银色

人体的走

光感面料

动，流光溢

形成对比

彩。叠褶的

且相互呼

中心点偏

应，增加了

向腰部右

[6]

服装的层
次感，凸显

（a)

（b)

图 3：
叠褶的点造型运用

侧，具有一

（a)

定的方向

图 4：
叠褶的线造型运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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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
感，增加运动性。在其中心位置缝缀大小、

单一型线条构成的面造型，无需其他装饰，裙

不同的钻饰，组合形成一个类似于雪花的图

下摆自然放开，在一收一放中足以展现礼服

案，对放射性的褶线予以装饰，整体风格华贵

的节奏与独特魅力。

大气。图 4(b)(ELIE SAAB 2008 春夏系列,见

2.2 垂褶

上页）的抹胸礼服，腰线提至胸下围，拉伸腿

垂褶极为垂顺自然，是服装中最具动感的

部比例。裙身造型简洁自然，与胸部的繁复造

褶皱造型之一。将面料在单位间起褶。若一端

型形成对比，视觉感极强。胸口的造型运用双

固定受力，且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褶纹呈

层长短不一的纵向顺风叠褶，其外观高低起

直线自然下垂状；若两端固定或分段式固定多

伏，延绵反复。叠褶的一端固定，另一端自由

点，
则会产生弧状垂褶或连续性弧状垂褶。垂

散开，在胸口处呈现出浪漫曲折蜿蜒的线条，

褶的自然灵动，
随着人体的运动而变化。[7]譬如

增加胸部的体量感，下端只在中心部位采用

古希腊时期，
服装以利用面料的自然悬垂产生

亮钻搭配，视觉上收细腰身，整体风格甜美自

优美的褶裥与皱纹。现代礼服也常用此手法，

然。

适用于胸、
背、
腰、
袖山等部位。ELIE SAAB 品牌
近 10 年的高定礼服中运用到垂褶的部位有很

叠褶的面造型，在礼服中压褶面料的使用
最为常见，如高温高压烫压而成的风琴褶，细

多，主要有领部、肩袖处、臀部及下摆处，主要
表现为点和面的造型。

密整齐。在现代的简约服装中，常有整块压褶
面料的使用，丰富了服装细节，巧妙地运用层

垂褶在该品牌礼服中所呈现的点造型，主

层叠叠变

要是肩袖处的小面积垂褶，
可单肩不对称或双

化有序的

肩对称造型。肩袖处垂褶在肩部与胸部之间起

褶 纹 ，构 成

褶，两个受力固定点呈对角线分布(左肩右胸

了具有肌

或右肩左胸),形成弧形垂褶，定点的角度、距

理感的块

离、布量的多少都会对其形态有所影响，这就

面造型。和

要求设计师具有良好的立裁技术及审美。[8]垂

古希 腊 、罗

褶可以很好的修饰颈部线条，倾斜的条条垂褶

（b)

马服装的

相比水平对称的垂褶更富流动感。肩袖的处理

图 5：
叠褶的面造型运用

褶皱特点

有露肩、
盖肩两种形态。露肩造型是在前后衣

类似，褶纹严谨细密。图 5 （a)(ELIE SAAB

片的袖窿线上分别定点，垂褶的面料长度决定

2007 春夏系列）的礼服，裙身运用压烫的风琴

露肩的多少。盖肩则是两个受力点靠近肩点

褶面料，双层裙身的压褶纹路，行走间褶纹轻

处，距离较短，垂褶的上缘布边与肩部的衣身

盈飘逸、细腻柔和。加之柔和藕粉色面料的使

包裹肩头，
部位缝合，
下缘布边大于上缘布边，

用，简洁的款式无需太多装饰，只在高腰位置

弧线弧度相对比较大。这种缀落在肩处的小涟

系扎以蝴蝶结装饰，已然将柔美感渲染到了

漪，在整体的服装中成为点的装饰造型，起到

极致。图 5（b)(ELIE SAAB 2008 秋冬系列）的

吸引注意力及平衡视觉的效果。也有一些别出

礼服采用层叠的叠褶，由直线和自由曲线构

心裁的造型，如前端腰部固定，左右分片绕于

成了礼服上的随意形面。单肩部分顺滑至胸

腰后搭缝于前肩处，垂褶上缘布边部分缝合于

部的曲线活跃舒展。腰臀部的斜直线褶纹紧

肩处，
造型比同在水平线上受力的垂褶更加灵

裹臀部，将人体曲线刻画的淋淋尽致。这种非

动一些（表 1，
见下页）。

（a)

服饰与产业：品牌研究

主持：刘岳屏

19

对称曲线形面及

表 1：
ELIE SAAB 垂褶的点、
面造型部位

不对称曲线形面
两种形态。与领

领部

部的自由曲面同
理，人体的活动
影响曲面的造型
状态。其主要的
肩袖处

造型方法有两
种，一种为裙身
面料本身的垂
坠，另一种则是
附加装饰性的垂

臂部

褶，可增加臀部
的体量感，给人
一种细腰丰臀的
感觉。一般的垂

下摆处

褶造型展开均为
扇面形，大多是
下边缘布边长大
垂褶在该品牌礼服中所呈现的面造型，主

于上边缘布边长，这样形成的垂褶在悬垂量、

要有两种，一是涟漪状曲线所形成的领部及臀

受力角度统一的情况下，褶纹较为规律化，如

部的曲面造型，
随意、洒脱。二是自然垂坠直线

涟漪状展开。若是垂褶的下缘布边长度小于上

所形成的裙身块面造型，安稳、简洁，类似于叠

缘布边长度，垂褶下部较为裹体，类似于一步

褶中裙身烫压面料的运用造型。

裙的包臀效果，
但上部形成凸起的褶纹，
比起一

（1）领部垂褶的曲线形面造型

步裙有多了些许设计感和装饰性。另外，
面料的

领部的垂褶多为肩部两侧固定受力，多余

选择对于臀部造型也极为重要，
直接影响服装的

的布料自然垂坠，或是翻折出一定宽度的面料，

设计风格。譬如古典主义风格的服装臀部运用垂

形成一个自由状态的体面造型。由于两个受力

褶定是采用轻薄、
垂坠感强的面料，
得以自然勾

点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形成自然层叠的对称

勒显现身体，
展现柔和的曲线形面效果；
浪漫主

性弧形褶皱，在整体服装上体现为或大或小的

义风格的服装臀部运用垂褶造型大多采用厚重，

月牙面造型。在交叠的“V”型领中，
垂褶则是有

夸张局部，
得
有一定体量感的面料，
以凸显个性，

一定倾斜度的悬垂，
受力点主要在肩部及腰部。

因而
到
“X”
的造型，
是对于感官刺激的一种追求，

垂褶在无袖的礼服中运用于领部一般为单个的

饱满之态。[9]
曲线形面表现出充实、

弧形垂褶造型，
且只有两个受力点。自由的曲线

2.3 波浪褶

形成
形面在肩臂的摆动中，
曲线褶纹跃动不止，
流动不息的层层涟漪，
增加服装动感（表 1）。
（2）臀部垂褶的曲线形面造型
ELIE SAAB 高定礼服中臀部的垂褶主要有

波浪褶是具有装饰效果的一类褶皱。是将
连续的线作为起褶单位，另一边则波浪起伏，
呈流动的弧线形。波浪褶主要是利用面料斜纱
的特点和增大外圈线的长度来实现的，使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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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量形成波浪式的顺滑褶纹。[5]究其外观状

褶缝缀于塔裙 的数层 边

态是由其宽度及内外弧线长度决定的，
弧差越

缘最为常见。譬如图 7 的

长，褶纹越多，内外弧差与褶纹数量成正比。波

礼服（ELIE SAAB 2006 春

浪褶的宽度及外弧长度是可以随意变化设计

夏系列），通身的湖蓝色

的，内弧长则要根据服装部位接合处的限制。

彩，深“V”细 肩带的 设计

它既可直接用于表现“A”型廓型的服装，又可

性感无比。腰线抬高，在

作为褶饰镶嵌在服装的不同部位。还可与其他

右部系扎以同色蝴蝶结

要素组合，形成不同廓型的服装（譬如与紧身

装饰。裙身为不等距的塔

上衣的搭配，便得到了上小下大的“X”型廓

裙造型，内有层叠的褶皱

型）。[10]此种褶皱造型运用立裁较多，
直接在人

纱质衬裙，尾部被自然撑

台上进行切展放量，效果一目了然，能够灵活

开，
每层边缘都缝缀以波浪褶饰。其塔裙的分

地调整褶量的多少及其位置和方向。波浪褶大

割线呈自右向左倾斜的非水平线设计，加强了

多是一种女性柔美的表达。在 ELIE SAAB 的品

在裙身部位形成丰富
波浪褶纹的节奏流动感，

牌高定礼服中，波浪褶在服装中既有点的造

繁杂的盘绕曲线，
整体造型性感而浪漫。

图 7：
波浪褶的造型运用

型，又有线与体面的造型。
波浪褶在服装中的体、面造型，由于使用
波浪褶在服装中成点的造型，主要是以

面料的硬软程度、单位褶量的大小不同，而呈

一种装饰的方式应用于服装的具体部位，譬

现出不同的外观效果，或是浅浮雕式的块面造

如领口、袖口等。有一点及多点的应用之分，

型，
或是曲面感强的立体造型。例如鱼尾的造

一点即视觉中心，多点或对称均衡、或对比变

型，
面料越硬挺，
褶宽及单位褶量越大，所呈现

化，以产生不同的服装效果。在该品牌的 2005

的曲面体积就越大，体的造型就越强烈。图 8

年秋冬至 2006 年秋冬的礼服系列中，波浪褶

的吊脖礼服 （
（ELIE SAAB 2007 春夏系列），裙

被广泛应用于领部、袖口、

身采用数层波浪褶叠加运用造型。波浪褶纹的

下摆等部位。譬如图 6 的

边缘弧线与地面平行，每一层的波浪褶宽度渐

“V” 领 及 地 鱼 尾 礼 服

大。由于面料的采用较为柔软，
整体上呈现出细

（ELIE SAAB 2005 秋冬系

密波浪褶纹组成的肌理面造型。礼服细节上纵

列），在领 口 、袖口 、臀侧

与褶纹方向一致，
向缝绣细密精巧的层层亮片，

及 下摆 均 有 同 色 纱质 的

不仅打破了横向塔裙的道道分割，而且通身的

波浪褶皱装饰，左右基本

亮片由于褶纹的曲折而反射出不同角度的光

对称。只在臀侧的部分稍
有高 低变化，如 鱼鳍一
般，增加了灵动感，规律

图 6：波浪褶的造型运用

中不缺趣味性。贴体的款型，展现人体的曲线
美，并缝绣以数条宽折线亮片装饰，似鱼鳞般
闪烁光亮。
波浪褶在服装中的线造型应用，
多为布边
边缘的波浪褶饰。在 ELIE SAAB 品牌中，波浪

图 8：
波浪褶的造型运用

图 9：
波浪褶的造型运用

服饰与产业：品牌研究

主持：刘岳屏
泽，
精致柔美，端庄典雅。图 9(见上页)的礼服
（ELIE SAAB 2008 秋冬系列）在袖口、腰身部位
分别运用了波浪褶，在衣片的接缝部位还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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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褶纹的变化，
强的珠光面料，
折射出不同的
光彩，
光怪陆离，
使人陶醉其中。
从 ELIE SAAB 品牌 10 年来的礼服中，可

了缩缝技法，加大了内外弧长差值，褶纹增多。

以发现缝褶的应用主要集中在 2010 年之前。

加之面料的厚度，在腰部形成一个曲面的体造

缝制面积大小的不同，
在服装上呈现点、
线、面

型。裙身为中长的贴体包臀裙，与腰部的体造

不同的造型状态。

型形成视觉上的大小对比，
整体上收放自如、
松
弛有度。在细节的设计上，
亮片按规律呈组合排

缝褶在服装中若要构成点的造型，必须控

列。并在波浪褶纹的外弧一侧及裙摆下边缘有

制好缝制部位的大小及缩缝的距离。点造型的

类似滚边的缝褶装饰，该褶饰为层层叠叠的布

最大特点就是突出、鲜明。譬如图 10 的礼服

条缝褶装饰，
以曲线波浪状排列，
增加了曲面体
造型的运动感，
使该款礼服显得活泼俏皮。

（ELIE SAAB 2006 秋 冬
系列），仅将模特腕部装

据分析，ELIE SAAB 品牌在波浪褶的使用

饰袖的部位，采用缩缝

上最为常见的就是鱼尾的造型，据大小面积的

制作硕大的泡泡袖。褶

不同，形成一点或是一个曲折的体面造型。从

饰较为聚拢，构成点的

2010 年开始，对于波浪褶的应用趋于对外在廓

造型状态，这与收紧的

型的一种打造（以鱼尾造型居多），蓬蓬短裙绣

腰部产生了强烈对比。

缀以驼毛装饰，或是夸张的鱼尾曳地造型搭配

反差如此巨大，即便是

刺绣及珠绣。通常款式简洁，设计师开始把大

通身一色、简洁无装饰

量的精力倾向于刺绣和珠绣上。相比之前加进

的裙身款式，
也能更加吸引人们的目光。

图 10：缝褶的点造型运用

了许多轻柔薄纱的设计，将透视面料与刺绣、
珠绣搭配，模糊了具体领型，面料下若隐若现

缝褶的面造型是它在服装中所形成的点或

的性感曲线及丰富的绣缀，为简约廓型注入了

具有一定
线的集合。点的密集或线的纵横交错，

新鲜的创意。在具体的应用中，渐变色彩、
3D 立

的面积和形状。譬如利用衣身面料本身，
对面料

体花朵元素的引入，紧跟时尚步伐，焕发活力，

进行缩缝，
其产生的皱纹随意自由。图 11（ELIE

显得激情洋溢。大量腰带的使用也成了 ELIE

通过松紧细
SAAB 2008 春夏系列）的上衣部分，

SAAB 品牌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口袋元素的流

绳作为缝纫线在领口、袖口及衣摆下围缝制而

行，在该品牌的礼服中也不乏体现，在柔美温

成，
形成很多纵向褶纹，
在服装整体上表现集中，

婉中加入了一丝休闲气息。

构成一个面的造型。[11]上

2.4 缝褶

衣部分蓬松，
下裙紧身裹

缝褶的主要作用是对面料肌理进行改造。

腹，
并有粗细不同的抽象

将面料的正、
反面采取某种图形进行缩缝，
可形

斜条纹亮片装饰，
尽显纤

成凹凸起伏、
柔软细腻的褶皱肌理。常用于服装

细腰身，
婀娜优雅。又如，

的整体或局部造型。还有一种是作为装饰，
缝缀

还是利用衣身面料本身，

于具体的设计部位，
在配饰里也多有涉及。按应

按照某种规律进行设计

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服装面料本身

缝制，形成整齐的二方

进行缝制，二是运用缝褶褶饰在固有的面料上

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图

进行缝缀。缝褶运用于礼服，
面料常选用光泽度

形，相比前者的缩缝较

图 11：
缝褶的面造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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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复 杂 。 如 图 1 2 礼服

系扎、
较常用的褶皱造型方法之外，还有堆褶、

（ELIE SAAB 2005 秋冬系

编织等造型方法在服装中也有些应用。堆褶的

列）的躯干部缝褶，据褶

造型多样，堆积使得体量感增大，具有很强的

纹形状可知：设计师采用

夸张效果。系扎就是将布片进行打结。由于系

小长方形的网状结构纵

扎的方式、角度和布片的大小、软硬程度等不

向缝制，
中轴线缝制方向

同，
在服装上呈现不同的造型效果。系扎最常

向下，
左右过胸点的公主

见的是作为装饰系扎于腰部，常在服装中呈点

线位置则缝制方向向上，
上下交替，
衣片呈现数个

造型存在。编织是将数个布片进行相互交叠或
图 12：缝褶的面造型运用

勾连组合。采用疏密对比、经纬交叉、穿插掩

在礼服的躯干部形
“V”
形贯连排列的数层褶纹，

压、粗细对比等手法，在服装上形成凹凸、起

成一个具有节奏感的块面造型。中轴线向下缝

伏、
隐现、
虚实的浮雕般的艺术肌理效果，在服

制，有一种视觉拉伸感，显得穿着者纤细修长。

装上多呈现面的造型状态。

“M”
高耸。此
胸部
形的褶纹形态，
显得胸部饱满、
款礼服不仅运用缝褶造型增加了面料肌理，
还

堆褶的造型感极强，常在服装的具体部位

通过巧妙设计利用褶纹的视错觉，修饰体态和

形成一个体面的造型。体的大小跟布量的大小、

表达设计意图。

堆折的方法及面料本身的厚薄、
硬软程度有关。

上面的两种方法都是对衣身固有面料的一

在 ELIE SAAB 品 牌 2008

种改造。在 ELIE SAAB 品牌中还有一种是作为

年秋冬的礼服中应用最

装饰缝褶的运用，是将细小的面料按设计要求

为广泛，
整个系列中堆褶

缝缀在服装固有面料之上而产生的纹理褶裥效

大量运用于肩袖及前胸

再按具
果。
可将其先缩缝，

躯干部位。图 14 中的礼

体设计缝缀在服装上，产

服（ELIE SAAB 2008 秋冬

生浮雕般的肌理图案效

系列），殷红的塔夫绸在

果。图 13 的抹胸蝴蝶结

胸部卷折、捏皱、堆积成

礼服（ELIE SAAB 2007 春

庞大的抽象巴洛克花型，

夏系列），分别在胸腰及

一端顺延至下摆，
在躯干

下摆部位缝缀已缩缝起

部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曲面体造型。整体风格夸

褶的条带面料。胸腰部横

张怪异，
带有一丝血腥魅惑，
模特的发型也由以

向条状排列，显得比较规
整，
秩序感较强。裙下摆

图 14：堆褶的体造型运用

往的端庄优雅变得张扬蓬乱，以渲染服装神秘
图 13：
缝褶的面造型运用

诡异的艺术效果。

部位将起褶的条带面料按设计形状缝制，构成
大小不同的太阳花装饰参差排列，
以点成面，
在

系扎在服装造型的应用方面以装饰目的

裙下摆形成不太规则的面造型。添加少量亮片

居多，在服装中表现为点造型。在 ELIE SAAB

水钻点缀花心，显得精致内敛。另外，
高腰位的

品牌中，胸腰部系扎蝴蝶结的应用数量极多。

蝴蝶结系扎装饰，
加之通身粉蓝色面料的运用，

在 ELIE SAAB 品牌 2006 年及 2007 年的春夏

整体礼服显得俏皮而可爱。

系列中几乎贯穿了整季系列，或轻别于纤腰，

2.5 堆褶、
系扎、
编织

或横缚于胸前，又或是正置于领口之下，亦雅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种 ELIE SAAB 品牌比

致亦动感。图 15 中的抹胸蝴蝶结鱼尾礼服

服饰与产业：品牌研究

主持：刘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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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E SAAB 2006 春夏系

表达，也表现出社会审美的一种变迁，是符合

列），运用系扎蝴蝶结的

潮流、
满足人们需求的。在具体的服装造型设

方式在右胸侧进行装饰，

计中，
褶皱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式表达与装饰手

蝴蝶结 造型圆 润饱满 倾

法，是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统一，是物质和精神

斜于右胸上，形成一个点

的结合。[12]这就要求遵循形式美法则，
站在全

造型，突出视觉中心。礼

局的观念上，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

服的款式相对简洁，刺绣

之间的关系。还要明确品牌的中心风格、跟随

以花朵装饰，在具体分布

流行的变化、
添加流行元素、
不断创新、
探索新

上以网格状排列。胸腰部

图 15：系扎的点造型运用

技法来进行每一季度的系列设计。在统一中寻

网状密集，延至下摆鱼尾处逐渐变得疏散，和

求变化，
使面料、
色彩、
造型方法等各要素之间

服装的外轮廓收放感一致，形成集散、疏密的

相互达到一种完整的、
有节奏韵律的美感。

变化节奏，整个服装雅致浪漫。

致谢：
感谢《服饰导刊》编辑部李强博士长
达半年的反复建议指导，使笔者在写作中获益

在服装中的编织一般呈现为块面造型状

匪浅。

态。在 ELIE SAAB 品牌中，编织的应用重点在
肩、胸及腰部中心，或格纹，或弯曲相互扣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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