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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编织工艺的时尚创新设计研究
文/高 强
传统编织工艺历史悠久，
并以精湛的技艺体现了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通过对传统编织工艺与时尚
创新的 SWOT 分析，
探讨如何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充分挖掘传统编织工艺的精华，提取其文化艺术内涵和工
艺技术融入时尚设计中，
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结合实践案例分析，得出基于传统编织工艺的当代时
尚设计路径及方法，
达到基于传统文化的时尚创新设计目的。
时尚创新；
传统编织工艺；
SWOT 分析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追

工艺特色应用于服饰整体设计方面的研究很

求流行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日益

少。笔者正基于此，
首先对传统编织工艺与时

增强，这源于当代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增强，

尚创新的融合进行 SWOT 分析，然后试图探寻

彭丽媛身着中国服装设计师马可设计的时装

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与时尚流行之间的平衡点，

频频亮相国内外重要场合，令全世界更加关注

以寻求独具中国特色的时尚表达形式。

中国文化、服装特别是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时

1 传统编织工艺与时尚创新融合的 SWOT

装中的应用。传统编织工艺作为中国传统工艺

分析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笔者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编织工艺的艺术特

工艺魅力逐渐受到当代人的青睐。近年来国内

机遇和威胁
色，
运用 SWOT 分析法从优势、
劣势、

外相关学者对编织工艺进行了一些研究，多集

4 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工艺与时尚创新融合进行

中在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其他装饰工艺的应用。

分析，进而提出基于传统编织工艺的一些时尚

譬如 Unal.Ahmed 及 Choi M.S 的组织结构和

创新的路径与方法，
以引导当代时尚设计。

密度对织物或编织物的功能性影 响；
P.A.

1.1 竞争的优势

Gibson.Roberts 的民族毛衣中的设计技巧以

（1）传统工艺的文化优势。传统编织工艺

及 Sandy Black 的针织的艺术等。 国内研究

极具传统文化魅力，并与当代时尚创新对文化

方面，自 2000 年至 2010 年间，
“ 从洛桑到北

性、
新颖性、
独特性的需求相吻合。古老的编织

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暨学术研讨会先后在

艺术，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漫长历程，从远古走

北京、
上海、苏州和郑州 4 个城市成功举办了 6

到现代。在中国，
编织被称为
“经天纬地”
，常用

届，手工编织作品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格，
其

一个抽象的盘长结来象征
“天长地久”
，承载着

占据一定的数量，呈现出独特价值取向的艺术

人们对生命生生不息的渴望。所以，
“织物是人

表现形式。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深入

生的隐喻，
而这种隐喻就体现在经纬线的交织

研究组织创新与时尚的融合，但对于传统编织

过程。当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编织时，人的思想

[1]

[2]

高强，硕士，西安美术学院服装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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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笔者
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移入编织之中了”

以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所以我们不仅要深入理

认为要设计出具有真正传统文化精神的时尚

解中国文化及传统工艺的精华，更需要关注国

作品，应对传统工艺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从审

际时尚潮流，
以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美性、技术性等角度进行承袭发展，并与当代

（2）资金不足，
人才匮乏。
Chanel、
Jean Paul

时尚相融合。两者的融合可以提升产品的文化

Gaultier、
Christian Dior 等众多国际时尚品

价值以及时代感，以体现传统编织工艺文化融

牌会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
进行传统编织和纺织

入时尚创新后产生的优势。[4]

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应用，譬如 Chanel 品牌专

（2）形式美感的独特性。编织工艺作为历

门设立了刺绣、
编织等各种类别的传统手工艺工

史悠久的传统工艺之一，具备独特艺术审美价

从
作室，并雇佣了很多工艺师傅进行手工定制，

值，通过经纬交织的手法传递出极具生命魅力

全球各个地方收集独具特色的民族工艺和民间

的韵味和思想，并展现独特的空间感、肌理感。

工艺，挖掘其特色并融入品牌的创新设计中，
体

疏密对比、经纬交叉、穿插掩压、粗细对比等手

现与众不同的品牌魅力。在中国，
服装市场上产

法的运用，在平面材质上形成层次效果丰富的

品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则表明中国服饰企

视觉形象。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以编织工艺为代

业不太敢于融合传统编织工艺于服饰设计中，
缺

表的中国传统工艺，提炼这些工艺独特的形式

乏投入资金和人才的勇气。

美感，并融入当代时尚创新中。

1.3 面临的机遇

（3）传统生活方式的回归。很多人开始厌

（1）国家政策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倦当代工业化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开始追忆以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前慢节奏的诗意生活。手工艺术恰恰满足了当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代人的“手工”情结和“怀旧”情绪。因此，各国

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

艺术家们积极倡导各个领域的手工文化运动，

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如编织艺术、陶艺等手工艺术悄然兴起。手工

传承和弘扬中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艺作为历史文化的积累和产物，具有人性化的

开拓创新，
做到中
华美学精神。坚持洋为中用、

特点，在高科技的现代化社会中，它不仅作为

西合璧、融会贯通，中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

而且可
一种文化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荣起来。[5]国家的政策方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以在平衡人的精神和心理承受方面发挥作用。

重视，
为我们传承中国传统工艺提供了很好的

1.2 竞争的劣势

发展机遇，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工艺文

（1）时尚话语权的缺失。中国服装难以引
领国际时尚潮流，当今国际时尚体系的话语权

化，
并认识到其独特价值。
多元化。当代
（2）消费者需求日益差异化、

在西方，也就是说时尚流行的发布上游是在西

多样化的时代背景，
人们的需求也趋于多样化。

方，目前中国的时尚流行还处在下游，所以由

这是由于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

于平台的限制，很多中国品牌及设计师进行时

追求个性化、
差异化的产品消费，
人们希望看到

尚设计时，盲目跟随国际时尚潮流，模仿、
借鉴

越来越多的创新性产品。传统编织工艺作为一

西方时尚的外在时尚造型形式，即从形式到形

种技艺，以其独有的工艺技法可以应用在各种

式，缺少了内在的灵魂和气韵，也缺少设计风

艺术、
设计产品中。对于个性化越来越成为保持

格的独特性，还有部分设计师一味地关注中国

竞争优势关键所在的时代，将传统文化审美中

文化及传统工艺，但对当代国际流行时尚不予

共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力图找到中国传统文化

理会，设计出的东西因过于传统、民族化也难

美学和现代艺术、
审美的契合点，
从而形成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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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中国文化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值得研究

织等时尚材质，设计出中国文化与国际时尚融

的方向所在。具体到时装设计领域，
即是探索能

合的创新服饰。

和现代审美意识契合的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中国

2.1 传统编织工艺在丝绸材质中的时尚创新

特色的创作之路，即要做到以现代精神理念、
现

运用

代工艺技术来契合现代人的内在需求。
1.4 存在的威胁
传统编织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中国传统

丝绸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高品质的材质，轻
柔、透薄的材质特点，通过传统编织工艺可以
营造出浪漫优雅的时尚感觉。在传统工艺基础

编织工艺的技艺传承，以家族世袭传承为主。

上，不断的创造流行是时装设计的生命所在。

古代社会，要发明、掌握一种编织技艺与方法，

在现代设计理念的引导下，丝绸面料独有的质

往往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日积月累的实践

感与传统编织工艺制作技巧结合，呈现出的创

努力。文化变迁、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众多中

新性使其中国韵味与时尚流行兼备。[8]

国传统编织工艺作坊深受影响。在很多人眼里，

同种质地、同种色彩的丝绸条进行编织

尤其是作为新时代传承力量的年轻人看来，传

时，因其柔和的色彩质地，可以使整体服装呈

统编织工艺者的工作环境脏、工作累、
收入低、

现低调含蓄的立体感。而当用不同颜色的丝绸

待遇差、
社会地位低，
他们难以在花花世界里忍

条进行编织时，颜色间的透叠可以产生更为微

受常年的清贫和寂寞。所以很多中国传统编织

妙、
丰富的色彩效果。因为面料的柔软性，
可将

工艺面临失传且处于后继无人的境地。[6]

布条作褶皱、堆叠处理后再进行编织，可以产

面对威胁，我们需要借鉴国外对手工艺的

生出更为立体化的浮雕效果。法国服装品牌

相关保护政策，
以传承宝贵的手工技艺，
同时发

Jean Paul Gaultier 在 2010 春夏高级定制的

历经
掘新材质进行创新。以时尚之都巴黎为例，

设计师将关注点放在了编织工艺这
时装秀中，

百年传承下来的手工坊在近些年快节奏的都市

一传统工艺中（图 1）。设计师选用具有东方韵

譬如成立于 1880 年的羽饰
生活中也濒临消亡，

味的同色同质的丝绸材质，裁剪成长条，依据

坊（Lemari佴）是法国现今保存的唯一一家羽毛工

裙身以
人体线条从抹胸部位至臀部进行编织，

作坊。面对这样的危机，
Chanel 品牌自 1984 年

下部分则是将丝绸布条自然垂下，
形成流苏的

以来，
将法国最拔尖的 10 家手工作坊陆续揽入

层次丰富。因为是丝
效果，
整件礼服疏密得当、

旗下。一方面 Chanel 依靠它们巧夺天工的手艺

绸材质，所以礼服呈现出柔和、优雅的女性气

来维系自身精美设计；
另一方面，
面对日渐萎缩

质。法国兰蔻创意女装设计大赛最具时尚女性

的手工产业，
Chanel 亦鼎立相助，
帮助它们一代

朱红色、
魅力大奖的创意礼服（图 2）选用白色、

代维系下去。[7]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传承保护的同
时，
Chanel 也为其品牌注入了其它品牌所不具
备的独特文化艺术内涵和价值，树立了风格强
烈的品牌形象，
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2 传统编织工艺时尚创新的实践案例
基 于传 统 编织 工 艺 与 时尚 创 新 融 合 的
SWOT 分析，笔者认为，面对激烈的国际服饰市
场竞争，我们应该坚守我们的传统文化，探寻
传统编织工艺时尚创新的路径与方法，
提取中
国传统编织工艺中的精华，结合丝绸、裘皮、
针

图 1：
Jean Paul Gaultier 品
牌服装

图 2：法国兰蔻创意女装设计
大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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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蓝色三种真丝纱，裁剪成粗细不一的长条，

丝、纱等材质，借鉴中

进行编织。线条的穿插、色彩的变化使整件礼

国结中“网眼结”的编

服体现出绚丽多彩的视觉效果和立体感。相比

织方法，将水貂的毛

印花工艺的平面效果，编织工艺所体现出的穿

皮切割成条状，编织

插效果呈现出更强的空间感，同时色条叠加产

在服装的局部，疏密

生出更加丰富的色彩层次。

色彩
变化、
层次穿插、

2.2 传统编织工艺在皮革材质中的时尚创新

变化，整体服装呈现

运用

出极强的浮雕效果，
皮革材质硬挺、富有造型感，并且裁剪后

体现了从传统工艺

图 4：
国际裘皮设计大赛金奖作品

具有可直接运用的优点，是传统编织工艺运用

中寻求创新的设计理念。

的理想材质，可以广泛应用于服装与相关服饰

2.3 传统编织工艺在针织材质中的时尚创新

品设计中。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是皮革材质设计

运用

的重要环节，除了设计创新上的美感外，更重

编织工艺在针织毛衣中体现最为明显，因

要的是节约原料成本，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其体现出的手工工艺更能体现出其与众不同

有效地解决皮革材质的价格成本，很好的体现

新颖的特点受
的艺术感。针织服装以其舒适、

出艺术感和商业价值的融合。法国著名时尚品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针织原料有棉、毛、

牌 Christian Dior 擅长将传统工艺与流行时

丝、
麻和各种涤纶及混纺。随着当代社会人们

尚相结合。在图 3 这款

需求的多元化，
在针织服装设计中会综合运用

时尚皮革鞋靴 的设计

几种工艺手法，机织编织和手工编织相结合，

中运用编织工艺，将白

产生出丰富的肌理效果。譬如高档的羊绒针织

色皮绳依据靴子的造

服装，其优势在于色彩和细节工艺上的表达，

型结构进行经纬向编

羊绒材质色彩非常丰富，染色之后非常的柔

织，并在鞋靴的局部

美，
靓丽而不艳丽。设计师可以根据设计需求、

穿插黄色、粉色、黑色

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做多样化的选择。编织过程

的皮绳，增添色彩的

中可以创造出丰富的色彩效果，
用钩、
刺绣、手
图 3：
Christian Dior 品牌服装

工编织等多种编织手法表达色彩。意大利著名

置运用更为精巧的编织手法，体现变化性；
整

时尚品牌 Dolce & Gabbana 设计的体现编织

具有立体感。其所
体设计结构多变、层次丰富，

工艺的针织时尚作品（图 5）采用针织材质与真

形成的成品“编织面”具有艺人们独特的技艺

丝纱结合运用，衣身部分采用白色真丝纱，白

特征及不可复制性，进而再成功地将其以艺术

色针织马甲搭配在外

的形式融入鞋体复杂和包身设计中，很好的体

面，体现内衣外穿的

现了民间工艺与流行时尚的结合。

设计概念。同时时尚

变化；在脚踝上部位

编织工艺在裘皮材质中的应用也非常广

配饰也选用针织材

泛，具体操作是在一块网布上将毛皮条穿叉交

质，围脖上的装饰选

织，这一方法既轻巧又彻底改变了毛皮的外

用针织钩花的花卉形

貌。第 4 届国际裘皮设计大赛的金奖作品“极

态，
体现女性的美感。

简之约”
（图 4），正是将编织工艺运用在裘皮服

手拎包也是运用针织

装设计中，以银狐、水貂皮草为主面料，
配以蕾

编织，体现温暖舒适

图 5：Dolce&Gabbana 品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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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意大利 ITS 天

化，
所以设计师更多的是在面料再造和工艺技

才资助大赛 2012 年的

术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传统编织工艺具有技

优胜作品（图 6），这款

术与文化的双重价值，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并思

设计出自英国圣马丁

考怎样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工艺与当代时

皇家美院的中国留学

尚设计相融合，
设计出体现中国文化的当代时

生，
她以墨西哥传奇女

尚作品。编织工艺作为极具艺术特色的传统工

画家弗里达·卡罗为灵

艺，
层次丰富、
立体感强，
我们应在深入理解其

感，
将其独特的着装风
格特色与生命轨迹融

图 6：
意大利 ITS 天才资助大
赛优胜作品

文化艺术特色的前提下提取其精华，
同时结合
当代设计理念在各种时尚材质上塑造具有浮

入设计师的编织时尚作品中。设计中她选用廓

雕感的空间效果和艺术韵味，
以此真正达到传

形宽松随意、造型简约大气、注重面料与细节

统工艺时尚创新的目的。

的处理，创新点在于她将时尚的银色亮片镶嵌
在针织肌理中，产生时尚优雅的风格特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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