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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毛衫是通过针织工艺制作服装，
具有毛型服装的典型特点，对毛衫设计风格影响及手法的研

材料、
色彩、
图案等因素并加以
究能够更好地进行毛衫款式设计与服用保养。文章通过分析毛衫造型、
举例阐述的方法，
阐述了毛衫整体造型、
局部造型、毛衫纤维材料、
纱线规格、面料织造及面料再造工
艺及色彩、图案在毛衫风格设计中的一般设计原则、
设计手法与对毛衫风格设计的影响，并针对毛衫
风格设计提出了合理选用面料纤维材料及纺纱织造工艺，
并利用整体造型、
局部造型、毛衫纤维材料、
纱线规格、面料织造及面料再造工艺及色彩、图案设计手法提高毛衫风格设计的艺术化与科学化，为
打造国际知名的毛衫服装品牌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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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weaters'style Design and
the Relevant Desig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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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weaters,typical of wool clothing, were woven via knitting techniques.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weaters' style design and the methods for sweaters' style design was beneficial to the design

and maintenance of sweater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weaters' style design such as
sweaters' shapes, matericals, colors and patterns in detail, and stated the general desig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sweaters' overall shapes, local shapes, wool fiber matericals, yarn specifications, fabric

weaving, fabric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sweaters' colors and patterns as well as their effects on sweaters'

style design.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fabric fiber materials and spinning and weaving processes should be

chosen wisely, and that the design techniques of the overall shapes, local shapes, wool fiber materials, yarn
specifications, fabric weaving, fabric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sweaters' colors and patterns should be

employed to improve sweaters'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design, thereby laying on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world-famous sweater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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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衫是以毛纱或者仿毛纱为基础织造而

毛衫整体造型顾名思义就是毛衫的整体

成的针织服装，造型多变，风格迥异，且毛衫柔

轮廓，
目前服装设计行业较为常见的分类方式

软轻薄、色泽鲜艳、保暖舒适，深受消费者的喜

为 T、
S、
A、
O、
H、
V 等字母服装造型。毛衫的整体

爱[1-3]。而毛衫的设计风格不仅受到服装纤维材

造型是显而易见的，
譬如图 1 所示的 A 型毛衫

料、纺纱、织造等工艺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设计

示意图与图 2 所示的 H 型毛衫示意图，
图1中

者所在地区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

适宜倒
A 型毛衫是宽下摆、
不收腰的套头毛衫，

用[4-6]。连燕等[2]依据毛衫图案、装饰、材质、色

三角身材女性；而图 2 中 H 型毛衫是 Ashley

彩、款式等因素对毛衫风格进行了详细的分

Williams 利用钩针祖母方格花纹与经典阿兰

纱线、色彩、
组织
类。李志朋[7]则通过分析原料、

花样组合设计的宽松休闲拼色套头毛衫，更加

结构以及多种材料的综合应用，对男式毛衫风

适宜身材高挑的女性。上述两款毛衫造型从整

格进行影响方面的研究，对男士毛衫设计具有

体上能够很直观的看出毛衫的整体造型，
也可

较强的针对性。张金等 的研究利用纱线材质

以看出设计销售人群的针对性。

[8]

及成纱工艺的差别对毛衫的立体效果与手感

毛衫的局部造型则主要侧重局部细节造

等方面进行了改良。陈慧 针对儿童毛衫图案

型的设计，
譬如门襟、袖子、领子等的设计。譬

设计提出了儿童心理与服装生产工艺、
功能相

如图 3 所示的搭扣式立领毛衫设计与图 4 所

适应的设计原则。由于上述学者的研究都具有

示的多排纽扣复古风毛衫示意图，
搭扣式立领

较强的针对性，没有进行普适性的总结，本文

尽显东方特
毛衫设计给人以东方独有的情调，

[9]

基于对毛衫制作材料及设计工艺对
毛衫风格的影响，从毛衫面料所用纤
维材料及纺纱、织造工艺，整体造型，
局部造型，
毛衫纤维材料，纱线规格，
面料织造及面料再造工艺及色彩、图
案设计手法等因素，阐述毛衫风格设
计影响因素的机理。同时阐述毛衫风
格设计手法，以期为设计出消费者喜
爱的毛衫产品提供一定的参考经验。

1 毛衫风格设计的影响因素
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可以将毛
衫的风格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根据依
据类别分类可以将毛衫分为前卫、复

图 1 整体造型-A 型毛衫示意图
图 2 整体造型-H 型毛衫示意图
Fig.1 Overall shape -An A -shaped Fig.2 Overall shape-An H-shaped sweater
sweater

古、怀旧等；依据整体角度可以分为东方风格
或西方风格、贵族风格或平民风格等。毛衫风
格分类的多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毛衫风
格因素众多，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
面：
1.1 造型因素
造型因素可分为整体造型因素与局部造
型因素。

图3

局部造型-立领毛衫示意图

Fig.3 Local shape-A sweater with a stand c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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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使得羊毛纤维纺制的毛衫面料质朴、色
泽柔和、
丰满蓬松，具有明显的闲适田园风格。
另一方面由于毛衫纺纱与织造的结构组织为
针织结构，因此在花型变化上选择性更多、搭
配手法也更加丰富，
这就要求设计师不仅要熟
同时也要了解不同纺
悉各种服装纤维的特性，
纱工艺与织造后面料的特性。譬如羊毛粗纺毛
纱面料给人的特点是弹性好、
纹路清晰、光洁、
挺括、
平整。而羊毛精纺毛衫面料相比粗纺毛
衫面料，
毛绒感更强，
悬垂性与延伸性更好，手
感也更加柔软。
同时，不同的面料织造设计工艺给毛衫带
图 4 局部造型-多排纽扣复古风毛衫示意图
Fig.4 Local shape-A sweater with vintage multi-buttons

来的风格也千差万别[11]，譬如镂空或绣花设计
可增加毛衫面料的凹凸效果，
譬如图 5 镂空设

有的含蓄与端庄的服装设计风格，且搭扣的设

计毛衫，该款毛衫是由 Barbara Bui 设计的深

同时
计也是领子可拆除，用途多样，使用方便，

V 领粗针织绞花毛衣，毛衫采用除下摆外的整

当立领拆除后，浅领设计可以稍微露出一点锁

体镂空设计，
极大提高了面料的立体感。

门襟的设计
骨，给人淡淡的妩媚与活泼。同样，
也丰富多变，譬如门襟线开的位置、开线的条
形纹理与选择扣子或拉链闭合门襟等均能使
毛衫表现出不同的风格[10]。多排纽扣复古风毛
衫是由 Jenny Packham 采用棒针绞花钉珠设
计的短袖毛衫，复古纽扣的使用给人一种复古
风，使得毛衫的复古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1.2 材料因素
毛衫的制作材料是影响毛衫风格的一个
重要因素，因为制作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
影响了毛衫面料的肌理特征。一般来说，毛衫
面料选择条件并不严格，棉、毛、丝、麻等各种
天然纤维材料与人造纤维、合成纤维等各种化
学纤维，只要满足舒适性与可织造条件的纤维
均可作为毛衫面料的制作材料。但不同材料由

图 5 镂空设计毛衫示意图
Fig.5

A sweater with a hollow-carved design

1.3 色彩、
图案因素

于手感、光泽、密度、纤维摩擦因数等因数的差

毛衫的色彩选择与图案设计是毛衫穿着

异，纺制的毛衫的风格也各不相同。譬如棉纱

视觉效果最为直观的影响因素。毛衫的色彩选

所制作的毛衫面料，给人一种朴素、谦和之感，

择除要兼顾消费人群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

温润而有骨干，比较适合商务人士的稳重、端

文化、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外，还

庄的着装理念。而羊毛纤维所纺制的毛衫面料

要考虑消费者个人的教育背景、性格特点及

则由于羊毛纤维的丰满柔软与较高卷曲率的

国际流行色等主观因素对毛衫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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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造型与局部造型，
而上述的字母整体造型
设计主要是依据是穿着者的身材进行设计的，
A、
H、
V、
O 等造型通常设计的款式都是适度宽
松，而 T、
S 等造型通常为紧身型设计，更加突
出身材。局部造型设计则是更加突出毛衫整体
造型设计外的如袖子、领型、扣子等元素的设
计，
使得毛衫的风格设计的更加丰满。
一般来说，
毛衫的设计手法有夸张、
扭曲、
错位、
叠加等设计手法对传统毛衫垂直的设计
进行改进，
提高毛衫的视觉效果。
图6
Fig.6

所谓的夸张设计手法是指通过对毛衫局

红色卡通毛衫设计示意图

A sweater with a red cartoon design

部各元素进行扩张性设计，
彰显所扩张部分的

譬如图6 红色卡通毛衫设计示意图中所示，毛

手法来改变毛衫的设计风格。譬如图 7 中通过

衫的色彩选择了明度、纯度与亮度均较高的红

夸张设计手法设计的毛衫衣领，通过这种加大

色，这样的暖色调给人一种热情、奔放、青春活

或加小的毛衫局部设计元素的方法突出毛衫

力之感，同时又在毛衫的胸腔配以字母与卡通

的设计风格。

色
图案，
更给人一种青春朝气之感。一般来说，

扭曲设计手法则是通过对毛衫的整体造

彩的选择与搭配是多种多样的，而图案的设计

型或局部设计元素进行旋转设计，
从而获得弧

工艺也种类繁多，譬如镶边、镂空、刺绣等都可

线与层次感。

以成为图案的设计加工方法，不同的设计加工

错位设计手法则是通过对毛衫的整体造

方法也使得毛衫的风格多变，给人很强的视觉

型或局部设计元素传统的设计位置进行调整，

效果。

如前后、
上下、
里外等进行变换，从而获得较好

毛衫风格影响因素除上述所列的三种因

的新鲜感，这与变向、颠倒的设计手法极为相

素外还有很多，譬如纽扣的选择，流苏、口袋、

似，因此本文对变向与颠倒设计手法不再赘

袖带等的设计，均能在视觉上起到一定程度冲

述。

击力，因此毛衫风格设计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叠加手法则是毛衫设计中最为常用的

设计师要从整体出发，局部着手，留心观察设

设计手法，
是将毛衫设计的局部元素进行叠加

计细节才能设计出消费者喜爱的风格的毛衫。

或者减少，从而获得较好的立体感。譬如图 5

2 毛衫风格设计的手法
基于对上述毛衫的风格
设计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毛
衫的风格设计也遵循一定的
具体来
设计原则与设计手法，
说毛衫风格设计手法有以下
三点：
2.1 毛衫造型设计的手法
结合上述毛衫造型的影
响因素可知毛衫的造型分为

图 7 夸张手法设计的毛衫示意图
Fig.7

A sweater with an exagger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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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示的镂空设计毛衫便是叠加设计手法的

觉凌乱。②同色或者邻近色设计手法。即是指

逆向使用，叠加的设计手法与后文所示材料设

通过同一色系，
譬如淡蓝与深蓝，
或邻近色系，

计手法中的面料再造工艺有很大相似之处，
这

譬如橙色与黄色，
这种设计方法使得毛衫整体

将在后文中进行详述。

色彩过渡和谐自然，起到很好的视觉效果。③

2.2 毛衫材料设计的手法

色彩对比设计手法。即是在毛衫设计过程中为

毛衫材料的设计手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即纱线规格与面料结构设计及面料的再造。
纱线规格的设计是毛衫风格重要影响因

了突出某种色彩，而选择明度、亮度或纯度相
差较大的色彩进行对比设计，
从而给人以醒目
的视觉刺激之感。

素之一，因为纱线的设计直接影响毛衫面料纹

毛衫的图案设计则是更加注重消费者的

路的清晰程度、弹性的优劣与密度的高低，
譬

喜好，
目前毛衫图案的设计主要是通过面料组

如精纺羊毛纱线所纺制的毛衫面料弹性优异

织结构设计或后期面料再造进行设计的[13]，譬

及手感柔软，
纹路清晰，具有较好的蓬松性、
保

如图 4 中红色卡通毛衫设计，
即是通过后期对

暖性与透气性，同时面料挺括、平整，给人很好

面料进行贴图进行设计的。

的视觉感受 。

3 结 论

[12]

面料组织结构设计同样在毛衫风格设计

通过分析毛衫造型、
材料、色彩、
图案等因

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以罗纹组织衍生出来的点

素对毛衫风格设计的影响，
本文提出了针对毛

纹组织与罗纹空气层组织为例，点纹组织是由

材料、色彩、
图案设计
衫风格设计的毛衫造型、

不完全平针组织与不完全罗纹组织复合而成。

手法，为毛衫风格设计的艺术化与科学化，打

代表性的点纹组织有法国式点纹组织与瑞士

造国际知名的毛衫服装品牌奠定坚实的理论

式点纹组织。法国式点纹组织表面丰满、线圈

依据。

纵行纹路清晰，而瑞士式点纹组织尺寸稳定性
较好、
结构紧密、延伸性小。而由平纹组织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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