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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对立体斜裁技术的影响研究
文 / 周文辉
旨在更好的了解与把握面料对立体斜裁技术的影响，掌握面料丝绺在不同角度下所产生的不同造
型效果且更好地运用于现代女装设计。基于相同面料不同倾斜角度的外观形态对比试验、不同面料相同款
式的立体斜裁对比实验、
相同面料不同款式的斜裁对比实验，进行纵横向的研究、比较和分析，以期使设计
师在进行服装造型设计时，能够对不同面料有个直观的把握，并能合理的选择与运用面料，使服装获得理
想的造型效果。
立体效果
面料；倾斜角度；
斜裁技术；

随着 技 术的 不 断 更 新 和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入，国内外对斜裁技术也有了不少的研究，积
累了不少宝贵经验。[1]有的学者用数字图像法
检测织物的悬垂性，有的学者专门对立体斜
裁技术进行专项研究，还有的学者从平面及
立 体裁剪技 术 在服 装 上的 综 合 应用 进 行 研

竖直摆放

斜向摆放

斜向悬挂

究。但随着服装行业的全球化趋势、新技术的

图 1：织物受力变形图

涌入、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提高，如何充分利用

力变形图。因此，
利用斜裁进行立体造型的服

服装材料的性能，如何更快的把握流行趋势,

装不仅影响其内在质量，譬如抗皱性、抗撕裂

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运用立体裁剪技术提高

性；而且也显著影响其外观形态,譬如悬垂效

服装成衣产品的质量、品味和档次就变得十

果、服帖效果等。

分迫切。

1.1 同块面料不同角度的外观形态对比

1 面料斜裁的变形机理
斜裁服装所选的面料通常为机织物。机

同一块面料，不同经、纬方向以及不同的
斜向角度，都会因为织物纱向及重力的不同，

织物以经纬纱线为基础，纬纱在经纱之间来

而产生不同的穿着及悬垂效果。[2]为了分析织

回、上下运动，形成“网格”。 直裁时采用的

物的悬垂效果和不同角度的斜向特性，笔者通

是经纬度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织物不易拉

过两个实验验证。实验 1 目的：观察分析同块

伸变形且稳定性较好。斜裁时将面料斜向悬

面料其在经向、
纬向及 45°斜向产生的悬垂效

挂，机织物的组织点处经纬纱会在重力作用

果及外观形态的不同；实验 2 目的：观察分析

下，夹角变小，从“小正方格”成为小“平行四

同块面料在不同的斜向角度所产生的悬垂及

边形”，产生变形。图 1 为斜裁过程中织物受

外观形态的不同。

周文辉，
江西服装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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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明显；③服帖效果：通过服帖效果的比
较，
可以指导我们在服装造型设计进行时面料
（1）实验面料的选取。在裙装面料的选择

纱向的选择。从图 2 中可见面料在 45°时其服

上，由于丝织物其光泽、手感、触感及成型后的

帖感最好，
90°方向服帖感要好于 0°。这是因

灵动性是其它面料所无法企及的，在此，选择

为斜向织物的可伸展性比较大，相对于经纬向

一块重磅真丝做测试。

织物更容易发生弯曲变形，适用于整个服装，

（2）实验的装置及方法。①实验的装置：
选

将能获得一个非常修身合体的效果。

择一根直径相同的筒状物。②实验的方法：
以
0°度经纱为基准，分别按 0°、45°、90°三个
不同的方向进行旋转，最终比较出三种不同角

（1）实验面料的选取。为了更加有效的观
察实验结果，
此实验选取的面料与实验 1 的面

度（图 2）。

料相同。
（2）实验的装置及方法。①实验的装置：同
实验 1 一样，
选择一根直径相同的筒状物。②
实验方法：考虑到面料斜裁性能规律性的研
究，在 0°～45°增加了 30°方向，在 45°～
90°方向增加了 60°方向，使整体呈对称分
布，
便于结果的分析。该实验以 30°经纱为基
0°

45°

90°

图 2：
三种不同角度面料的外观形态

准，
分别按 30°、
45°、
60°三个不同的方向进
行旋转，
最终比较出三种不同角度（图 3）。

（3）实验结果对比分析。从面料的悬垂效
果、外观光泽感、面料的服帖效果三个方面来
评价同块面料不同角度，面料呈现的外观形
态。①面料的悬垂效果：面料的悬垂性直接影
响到服装外观形态。面料在下垂时能否形成均
匀的曲率是衡量面料悬垂感的重要指标。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面料在 45°方向有较多数量的
褶且褶量小而均匀，而在 0°和 90°形成的褶
量大且褶少不均匀。因此，就悬垂效果来看，

30°

45°”

60°

图 3：
三种不同斜度面料的外观效果

0°和 90°角度所产生的悬垂感不如 45°时

（3）实验结果对比分析。按照实验 1 的分

好，
90°时面料的悬垂感要好于 0°；②外观光

析方法，同理，对实验二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泽效果：光泽度是指面料在一定的背景与光照

分析，
得出：①面料的悬垂效果：
45°悬垂感最

条件下,织物表面的光亮度以及与各方向上的

好；
30°和 60°斜向角度产生的悬垂感不如

光亮度分布的对比关系和色散关系的综合表

45°时好，
两者区别不明显；②外观光泽感：面

现。本实验选择的面料为重磅真丝，真丝织物

料在 30°、
45°、
60°方向其光泽感差异不是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光泽好。对图 2 中面料光

很明显；
③服帖效果：
45°服帖感最好，
30°和

泽感进行主观评价，可得出面料在 45°时呈现

60°斜向角度产生的服帖感不如 45°时好，其

的光泽感最好，0°、
90°方向时其光泽感差异

它两种角度服帖感区别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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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同状态下不同面料的悬垂性测试
（1）实验 3 的目的：通过对相同状态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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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呈现自然平复状态。②将平整无折痕的备用
面料按样本为 240 毫米直径的圆形裁剪试样，

同面料的悬垂性测试，比较实验结果，选取三

在样品中心 4 毫米直径处剪切（冲）定位孔。③

种悬垂性差异较大的面料，为后续研究不同面

将打好孔的样片放置于直径为 120mm 的圆形

料相同款式的斜裁效果提供面料。

支撑台的支持盘上，
采用与水平面成 90°的光

（2）实验 3 面料的选取。适合斜裁服装的

线（6V，
7.5W）照射，
从而得到试样的投影图。④

面料比较多，在这里笔者选取常用的 6 种面料

通过跟踪和光电转换的计算方法得到面料悬

做悬垂性的测试（图 4）。

垂系数（面料悬垂系数是指试样下垂部分的投
影面积与原面积之间的百分率）。面料悬垂系
数越小，
悬垂性越好。[6-8]
（5）实验结果和分析。通过织物的悬垂性
实验得到了雪纺、真丝乔其纱、麻料、羊毛呢、
平纹牛仔、
平纹棉布，
6 种面料的静态悬垂系数

A 雪纺

B 真丝乔其纱

C 麻料

（表 1）。
表 1：
常见 6 种面料的悬垂性测试结果

D 羊毛呢

E 平纹牛仔

F 平纹棉布

图 4：悬垂测试选取的不同面料小样

（3）实验装置及方法。①

悬垂系
数（%）

34.65

33.16

50.62

52.51

64.74

61.48

波纹数
（个）

6

6

6

6

5

5

平纹牛仔的悬垂系数最大，面料的悬垂效果最

试仪即织物动态悬垂风格仪

差；
B- 真丝乔其纱的悬垂系数最小，悬垂效果

YG（L）811-DN（图 5）。 [3]②实

最好，
其中，
A- 雪纺的悬垂系数和 B- 真丝乔其

验方法：伞式悬垂测量法是

纱的悬垂系数接近，
面料的悬垂效果都比较好；

20 世纪 50 年代由 Cusick 和

C- 麻料、
D- 羊毛呢的悬垂系数接近，处于中间

Chu 开发和设计的。它是测试

织物的断
位置。这是由于织物纱线的组成成分、

织物三维悬垂的标准测试方
法仍然是国际通用的测量方

A- 雪纺

通过图 6 不难得出：在这 6 种面料中，E-

实验装置：专业用悬垂性测

法和仪器，直到现在，此种方

B- 真丝
D- 羊毛 E- 平纹 F- 平纹
C- 麻料
乔其纱
呢
牛仔
棉布

试样

裂强度以及织物的弯曲性能等的不同造成的。
图 5：伞式法悬垂测
试示意图

法。[4]③实验原理：
将一定面积的圆形织物压于
所
圆形支撑台上，用平行光线从正上方照射，
得到的织物悬垂投影，[5]最后通过公式 F=(As
-Ad)／(AD-Ad)计算得到。其中 AD 代表试样面
积；Ad 代表托盘面积；As 代表试样投影面
积；F 代表悬垂系数。
（4）实验步骤：①先将选取的常见的不同
风格的面料在自然状态下放置 24 小时，让面

图 6：6 种不同面料的悬垂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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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 3，选择 A-- 雪纺、C-- 麻料、
E-平纹牛仔三种面料进行不同面料相同款式的
斜裁实验研究，这三种面料的悬垂性由好到一
般的顺序为：A﹥C﹥E。

2 立体斜裁实物产品实验
2.1 不同面料相同款式
为了更直观和形象的呈
现，
在立体斜裁下，
对不同面料
进行同一款式制作时的外观形
态以及悬垂效果的差异进行比
较，将斜裁款式定为波浪裙
图 9：
面料准备

（图 7）。因为波浪裙的裙摆量

人台的前中心线，
腰围以上的布料要多留一些

较大，
其下摆在纵向易形成起

（下摆越大，
预留量就越多），并用针固定，
然后

伏自然、均匀的波浪，而臀围
处于较贴体或较宽松状态。

图 7：波浪裙

实验时我们采用雪纺、
麻料、平纹牛仔做此款裙装的实验，均采用
45°立体斜裁布料获取得不同的造型效果。
（1）人台准备：选择一台标准体人台，并在
人台的腰围、臀围、人体的前后中心、侧缝等处

逐渐把靠近侧缝方向的布沿箭头轻轻地往下
拉，
这时裙摆的 量便自然加出，腰口绷紧处打
并依次
剪口。B 继续沿箭头方向侧缝处做波浪，
用大头针固定，腰口绷紧处打剪口，根据面料
的宽度来掌握波浪及下摆的大小（图 10）。②后
裙片：
A 正确对准布与人台的后中心线，
波浪操
作方法同前片波浪。B 理顺侧缝，清剪前后多

分别贴附上明显的标示带（图 8）。

图 10：
前裙片立体取样

图 11：后裙片立体取样

余的布料，用折叠别
正面

背面

图 8：
贴有标示线的标准人台

法固定，用标记线标
记出侧缝线和腰围

(2)面料准备：先用替代胚布取样，胚布的

线。于远处观察所作

经纱和纬纱均用手撕开，整理布纹，要求布纹

的轮廓是否符合设计

丝缕横平纵直，用熨斗熨烫时不宜喷水，以免

要求（图 11）。③组合

布料变硬，影响布料的质感。并按图上前后中

试样及纸样调整：A 装

心线、
臀围线等处抽纱熨烫备用（图 9）。

上裙腰，确定裙长。用

(3)制作步骤：①前裙片：A 正确对准布与

直尺测量裙摆到地面

图 12：
裙下摆修剪图

服饰与艺术：面料设计

的距离，并以其大小在裙摆上定点，然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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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裙，
波浪裙呈现的外观形态并不是完全一样

点将多余的布料清剪，再将折边固定（图 12， （图 14 和表 2）。笔者从波浪的造型、
服帖的效
见上页）。B 把波浪的最终裁片平铺，腰围线并

果以及裙底摆的平齐状态三个方面分析面料

不是圆顺的曲线，而是在波浪的顶点处呈现缺

对波浪裙外观形态的影响。

口状。修顺板型后进行放缝组装（图 13）。

表 2：波浪裙外观形态描述
面料

穿着效果描述

波浪个数

均匀状态

A- 雪纺

腰部合体，臀部曲线
明显，面料服帖，前后
均无腰省设计，褶裥
效果较好，中间裙长
长于两侧。

前 12 个后
10 个

不够均匀

C- 麻料

腰部合体，臀部曲线
不明显，不服帖，前后
前 8 个后 8
均无腰省设计，褶裥
个
效果较好，中间裙长
长于两侧。

较均匀

图 13：
修顺后的版型图

裁实验，制作波浪裙，将缝制好的成品穿于人

腰部合体，臀部曲线
较明显，较服帖，前后
E- 平纹牛仔 均无腰省设计，褶裥
效果较好，中间裙长
长于两侧。

台之上，从正、侧、背面进行拍照，同时拍摄不

（1）波浪造型分析

对三种悬垂性能不同的面料进行立体斜

同 面料制 作的波 浪 裙 的裙 底 摆 投影 状 态图
（图 14）。

[9]

前 10 个后
8个

不够均匀

采用悬垂性不同的面料制作波浪裙，从成
品波浪的个数和均匀状态进行比较分析，麻料
的波浪造型最好，其次是雪纺面料，平纹牛仔
的波浪造型稍差。而比较不同面料形成的波浪
个数，雪纺共形成 22 个波纹，麻料形成 16 个，
平纹牛仔形成 18 个波纹与麻料相近。这说明
服装的波浪造型与面料的悬垂性有密切的关
系，
但是是和其他性能共同影响着服装的波浪
造型。
(2）服帖效果分析

A-- 雪纺

C-- 麻料

E-- 平纹牛仔

图 14：
实验成品对比照片

使用雪纺和平纹牛仔制作的波浪裙，在腰
臀部位面料比较服帖，凸显腰臀曲线，而且腰

在对波浪裙进行外观形态描述时，主要从

一方面采用斜
部的褶裥效果较好。这是因为，

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①褶裥效果，波浪的

裁之后，面料在斜纱方向会产生变形，而我们

个数的形成和波纹的均匀状态， 包括波纹起

腰部没有支撑点，
所以斜裁之后会在腰部形成

伏高度与波纹分布的一致 （褶皱效果越好，波

很丰富的自然的褶裥；另一方面，斜裁之后，使

分布越均匀，波纹起伏高度越一致，则波浪裙

面料的悬垂性更好，且增加了面料的弹性，所

的外观形态越好）。②裙底边的平整度（裙底摆

以能够凸显臀部曲线。

[10]

高度均匀，
其外观效果就更好）。

(3）裙底摆的平齐程度分析
使用不同的面料制作的波浪裙，
波浪裙的

不同的面料均采用立体斜裁技术，制作波

裙底摆都存在前中长度比左右两侧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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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裙底摆的不平齐。这是因为：采用斜裁进

了面料斜裁之后的优良性能,整体廓形设计应

行波浪裙制作时，面料的经纱从前中向左偏

该更加简洁。内部结构线的设计不仅可以起到

45°，纬纱从前中向右偏 45°，在前中区域的

塑形的功能也可以用来作整体的装饰。褶是服

主要是斜向的面料，由于面料在自重下的变

装结构线造型的主要手段，
常用在各种立体造

形，前中斜纱方向的拉伸性和伸长性较好，
所

型中，它将面料折叠缝制成多种形态的线条

以会产生裙底摆不平齐的状况。斜裁波浪裙从

状，
不仅具有装饰性效果还具有立体性和运动

立体向平面版型转换时，必须对裙底摆线进行

性功能。本实验主要研究斜裁技术在各种褶造

修正。

型中的适用性，
因此将规律褶、
缩褶、
自然褶的

2.2 相同面料不同款式

设计自然的融入款式的造型设计当中。

实验的目的：采用立体斜裁技术，对同种
面料进行款式塑造，探索斜裁技术在不同造型

款式 1：整体采用斜裁技 术，廓形 呈 A

手法上的适用性。重点研究褶的不同造型，在

型，上半身较合体，体现着装者的胸腰部曲

斜裁技术下，呈现的不同外观形态，得出立体

线，下半身利用面料斜向的性能自然下垂张

斜裁在规律褶、缩褶、自然褶中的适用性，
以指

开，在裙底摆处形成自然的褶皱效果，领子设

导设计师的造型设计。

计为荡领，后背 V 字型设计与前面的荡领效
果相呼应，整体呈现较为流畅、简洁的线条曲

(1)面料的选择。本实验选择的面料为：

线（图 18)。

常用于立裁造型的纯棉白坯布（图 15）。一方
面棉织物有自身的特点：手感柔软、吸湿性
强、穿着舒适，但是弹性较差，可用于斜裁服
装；另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要用同种面料塑
造多种款式，白坯布好操作、归拔性能好、遇
热不收缩而误差小，所以在这里用白坯布进
行立体斜裁实验（图 16）。
正面

背面

侧面

图 18：
款式 1 立体斜裁效果图

款式 2：整体采用斜裁技 术，廓形 呈 A
型，在前中和后中部位添加菱形的几何图案
设计，形成视觉的集中区域。上半身较为合
体，采用规律褶的造型手法，使得上半身产生
图 15：
纯棉白坯布

图 16：
面料基本性能

稳定、富有规律、节奏的感觉，同时利用规律

（2）款式设计。在进行款式设计时，
主要考

褶形成的 V 型领口，与菱形图案相得益彰；下

虑服装的整个廓形设计以及内部结构线的设

半身与菱形边交接的地方采用缩褶的造型手

计两个方面。通过前面的实验分析得到：经过

法，使得下半身形成较为自由丰富的波浪。整

斜裁之后的面料不仅弹性、伸长性、悬垂性等

体造型在简洁的菱形设计中给人以灵动、活

都得到了改善，而且做出的服装更加了贴体、

泼的感觉（图 19，见下页)。

自然，线条流畅。因此，在进行廓形设计时，
采

款式 3：只在下半身裙子的部分采用斜裁

用过分复杂或者繁琐的造型设计反而凸显不

技术，
廓形呈 A 型，
腰臀曲线明显，整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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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褶呈现效果分析。
款式 1：
在腰部采用弧线分割，并斜裁技术
直接用于腰部以下设计，
利用织物的悬垂性以
及经纱和纬纱不同角度自然产生褶皱。不难看
出将斜裁技术用在自然褶的造型手法中，形成
线条流畅。因为整
的服装整体轮廓比较简洁、
个衣片在竖直方向都呈现的是斜向角度的面
料，能很好的利用斜向面料的拉伸和悬垂性
背面

正面

侧面

图 19：款式 2 立体斜裁效果图

集中在前半身，在前半身利用斜裁设计规律
褶，形成视觉集中的区域，前门襟为重叠设计，
后半身设计较为简洁。整体呈现简洁、流畅的
线条（图 20)。

能，形成的褶皱的波纹曲折起伏比较自然、均
匀。
款式 2：
在前中部位采用菱形设计，
使菱形
成为上半身规律褶的终止点以及下半身缩褶
的起始点（受力点）。缩褶是以小针脚在面料上
缩缝好后，将面料抽紧，使面料自然形成细小
不规则的细褶，
缩褶分布集中、
细密。虽然该款
式中缩褶也能形成丰满、自由的感觉，但是造
型效果一般，裙摆形成的波纹分布不是很均
匀，这是因为缩褶与前中的斜向分割交接，由
于采用斜裁技术，
前中区域的斜纱在形成细小
的褶时，都自然的集中在前中部分，导致立体
造型不自然、
流畅。

正面

背面

侧面

图 20：款式 3 立体斜裁效果图

在款式 2 和款式 3 中均采用了规律褶的
造型手法。规律褶是把在立体造型时把面料折

使用立体斜裁技术，对同种面料进行款式
塑造，运用不同的造型手法，呈现的外观形态
也是各式各样。下面将从不同褶呈现的效果、
局部造型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不同款式外观形
态的分析（图 21)。

叠成一个一个的有规律有方向的褶裥。在款式
2 中采用斜裁，
上半身形成规律褶造型。领口部
位的起始边刚好是面料的经纱方向，因为经纱
几乎没有弹性、稳定性较好，所以在领口部位
形成的一个个的褶裥，整体的稳定性较好，能
够将规律褶那种整齐、
富于节奏的感觉呈现出
来。在款式 3 中腰部以下采用立体斜裁技术，
在前中部位用规律褶进行装饰。由于规律褶的
折边使用的是面料斜纱方向，这个方向的面料
拉伸性好，但是稳定性差，不易形成有节奏、刚
劲的规律褶。规律褶用在这个部位造型效果较
差（图 21）。
从上面的分析得出：在立体造型中，自然

款式 1（正面）

款式 2（正面）

图 21：不同款式的正面效果图

款式 3（正面）

褶比较适合采用斜裁技术；缩褶采用斜裁技
术，最好避免与斜向分割线交接；规律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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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裁技术，要使得形成褶裥边的是稳定性较好

高档次、
式。服装的设计魅力更倾向于高品味、

的纱线方向。

高水准，
市场在呼唤个性设计师及设计师品牌

（2） 局部造型效果分析 （荡领和 V 型设
计）。

的诞生与壮大。立体斜裁技术所赋予服装的独
特外观和视觉效果，
大大提高服装的设计含金

款式 1 的领型设计为荡领（图 22），荡领主

量，
让人惊叹，
无论是大放异彩的面料，
还是舒

要依靠面料的自重自然形成褶皱。采用斜裁技

都能迅速攫取消费者的
适、
优美、
合体的线条，

术制作的荡领，经纱和纬纱与前中心呈 45°，

心。因而，
设计者要能根据不同的面料、
不同的

而是斜纱与人体前中心线对齐，可以充分利用

款式设计需要，扬长避短，不拘泥于一种单一

斜纱相交于其他纱向更好的悬垂性和拉伸性，

的裁剪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与研究，采

使制作的荡领不仅富于立体感，而且形成的褶

用多种方式创作出时尚、
优美、
新颖、合理的成

皱也更加的自然、均匀、流畅。

衣，逐步提高中国成衣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从
过去的服装“生产”大国，走向服装“设计”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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