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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褶皱造型的应用在 VALENTINO 高级定制服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以 2008~2018 年间

VALENTINO 品牌高级定制系列作为研究对象，
对褶皱在具体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
分析
不同类型褶皱造型手法及造型审美特点。应用数据分析法，观察不同类型褶皱的应用趋势。最终得出
褶皱造型的设计应用与品牌文化、
季度主题定向以及服装风格流行趋势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设计师
们只有充分考虑与把握各种应用因素间的关系，才能在服装中完美运用褶皱这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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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Pleated Modeling on
VALENTINO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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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pleated model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VALENTINO Cou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VALENTINO couture series from 2008 to 2018, conducts in -depth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pleats in fashion design,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leats and thei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lso employs data analysis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tren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leats and arrives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leated modeling, the brand culture, the
quarterly theme orientation and the fashion trend are closely related. Only by fully considering and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application factors can designers perfectly apply the pleat art to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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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被视为一种创意性的手法，可以改变

术性与时尚性，
体现品牌深远的文化性与意向

面料原有的风貌，塑造出具有肌理感的服装。

性[1]。因其较强的肌理美感与灵活性，
在现代女

无论是简约的风格，还是繁复的样式，褶皱都

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VALENTINO 作为意大利

能与之相协调。褶皱作为服饰语言，在兼顾实

国宝级的品牌，
一直展示着名流淑女们梦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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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公主、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青睐。

笔者根据近十年 VALENTINO 高定服装所

仔细观察它们的作品，就会发现服装在它们手

应用的褶皱的构成特点以及造型特点，
将其主

中更像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褶皱作为它

要分成六个类型：
悬垂褶、
波浪褶、叠褶、缝褶、

们常用的雕塑手段使装饰显得更加饱满。其中

堆积褶和系扎褶。

褶皱的疏密程度、具体位置，材料应用、工艺处

1.1 悬垂褶

理等因素的不同，导致褶皱外观风貌的呈现也

悬垂褶是服装褶皱中最为自然的一种褶

不尽相同，它不仅能够展现品牌的风格，还可

皱，服装面料因自重或人为因素，受到地心引

以很好地阐述不同季度的主题，表达设计师的

力的作用达到静态垂悬或动态垂悬状态。影响

思想。目前，
国内外对于服装褶皱艺术已有不

悬垂褶皱造型最主要因素是悬垂支点，悬垂支

同程度的研究，大多数是针对服装褶皱艺术的

点作为褶皱的发散点和力的集中点，
会直接影

表现形式、工艺表现方法、材料效果的研究。譬

响褶皱的方向和面的呈现效果。若一端作为固

如，张彤的《服装立体造型表现》一书，对服装

定支点，褶皱则展现出自然垂直的状态即直线

立体造型创意表现和服装面料的褶皱表现进

型悬垂褶皱，
富有安稳、
简洁感。若两端作为固

行了细致的研究。又如孙云的《褶皱在服装造

定支点，则会形成弧线垂悬的状态即曲线型悬

型设计中的应用》一文，重点阐释中西各个时

垂褶皱，
富有随意洒脱感。通常受力点处褶皱较

期的褶皱的应用和设计特点。其中针对具体品

为 密集 ，向 下 褶 皱会 逐 渐疏 散。悬 垂 褶在

牌进行跟踪研究褶皱造型的文章较少，针对具

VALENTINO 高定服装中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部

体品牌来分析影响褶皱应用因素的文章几乎没

位（图 1）。如图 1-（a），
在服装肩部左右侧设受

有。本文旨在通过对 VALENTINO 高定服装褶皱

“V 字”
，
力支点，
呈现出两点式
形态的
“垂荡领”

的研究，
来具体分析影响褶皱应用的主要因素，

悬垂的褶皱不仅为服装整体增添了装饰美感，

以期为服装品牌在服饰语言的表达上给予一定

而且很好地拉伸了人体颈部的线条。如图 1-

的理论参考，
为现代设计师们提供新的思路。让

（c），
裙子臀部垂褶的体量感与纤细的腰部形成

褶皱不断丰富服装外观审美的同时，吸收时代

给人一种细
对比，
塑造出女性特有的优美曲线，

的新养分，
延续服装品牌的持久生命力。

腰丰臀的视觉感受。悬垂褶随人体运动而变化，

1 VALENTINO 高定服装褶皱类型及审美

层层涟漪、
步步飘荡，
它的随性、灵动与飘逸更

特点

好地展示了 VALENTINO 女性优雅的浪漫风情。

（a）领部悬垂褶的造型应 （b）背 部 悬 垂 褶 的 造 型 （c）臀部悬垂褶的造型应用（VALENTINO 2008 秋 （d）肩袖部悬垂褶的 造
用（VALENTINO 2012
秋冬系列）

应 用 （VALENTINO 冬系列）

型 应 用（VALENTI原

2018 秋冬系列）

NO 2010 春夏系列）

图1

VALENTINO 悬垂褶造型在不同部位的应用

云ig.1 The application of VALENTINO draping pleated modeling in different clothing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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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波 浪 褶 的 体 造 型 应 用

(a) 波 浪 褶 的 点 造 型 应 用 (b) 波 浪 褶 的 线 造 型 应 用 (c) 波 浪 褶 的 面 造 型 应 用
（VALENTINO 2018 春 夏 系
列）

云ig.圆

（VALENTINO 2011 春 夏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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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NTINO 2009 秋 冬系

（VALENTINO 2011 春 夏系

列）

列）

图 2 VALENTINO 波浪褶点、
线、
面、体造型运用

The application of VALENTINO wave pleated modeling with point, line, surface and stereo

1.2 波浪褶

丰富了服装的设计美感，
而且不断地传递和延

波浪褶是服装褶皱中装饰效果较强的一类
另
褶皱。波浪褶是将连续的线作为起褶单位，

续着品牌文化理念。
1.3 叠褶

一边则波浪起伏，呈流动的弧线。波浪褶主要

叠褶是服装褶皱中线条感最强的一种褶

是利用面料斜纱的特点来加大外圈长度来实

将面料一部分有规
皱，
它是根据服装造型需求，

现的，使多余的布量形成波浪式的顺滑褶纹 。

律或无规律的折叠或熨烫而成。叠褶的褶峰与

波浪褶内外弧长和宽度可以根据设计效果的

褶谷之间凹凸变化的线条极大地增强了服装面

要求来加大或减少。可以通过改变褶的内外弧

料的光影折射效果，
即面料肌理效果。它具有很

长差来改变波浪的起伏程度以及褶皱的疏密

视
明显的秩序性，
若将褶皱边缘进行熨烫加工，

程度，展示多样的波浪造型效果。波浪褶的曲

觉效果会更加工整，
相比其他活跃的褶皱,叠褶

具
线是区别于其他褶皱造型的主要特点之一，

可能会显得有些呆板并且缺少空间感。因此，

有细腻、丰富的三维立体特点，它与浪漫风格

VALENTINO 叠褶的

的服装相得益彰，极具女性意味。因此，在

应用更多的是在

VALENTINO 高定服装中，波浪褶的应用较为普

“线”上做文章，用

遍。它既可以展示女性活泼可爱的一面，也可

“线”塑造服装与

以表达女性性感柔情的一面。其中有以点作为

人体的美感。叠褶

局部造型的装饰[图 2-（a）]，也有通过纵、横、

倾斜
线条的长短、

斜线形式进行排列的组合[图 2-(b)]，也有用

角度，线条之间的

数层层叠的形式呈现面的效果[图 2-(c)]，或

宽窄 、方 向 的不

用堆积、缠绕的方法形成体的效果[图 2-(d)]。

同，产生的 秩序

波浪褶边缘起伏蜿蜒的状态与褶皱的肌理变

感、韵律感、节奏

化，让服装整体造型更加丰富饱满，展现出

感也不尽相同。譬

VALENTINO 服装的无穷魅力：韵律、节奏、平衡、

如，
图 3 的单肩长

跳跃。波浪褶外观上所形成的曲线特征,不仅

礼服运 用叠褶 的

[2]

图3

横向型叠褶的造型运用

（VALENTINO 2019 春夏系列）

Fig.3

The application of horizontal
overlapping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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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线条打造出服装的层次感，裙身的水平线

扭曲效
施力，
改变叠褶的线条走向，具有旋转、

条给人一种端庄稳重的感觉，在稳定中寻找设

果的弧形叠褶。图 6 的长袖连衣裙，裙摆处的

计的变化，于是对胸部与肩部的线条进行了适

叠褶正是采用上下扭曲的方式，
利用叠褶的线

当的斜度调整，调节了整件服装的韵律，整件

条在裙摆的左右处塑造出两朵花卉的造型，为

较为“寡淡”
的礼服因叠褶的线条而焕然一新。

服装细节效果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也让服装整

图 4 的长裙，全身采用叠褶的垂直线条，在视

体显得更加自然生动。

觉往上下两方向拉长人体线条，让人体看上去

1.4 堆积褶

更加修长。图 5 的抹胸短裙，裙身处的衣片层

堆积褶是服装褶皱中体量感较强的一种

叠交错，衣片上的褶皱线条向不同方向有序的

褶皱，堆积褶的造型非常多样，通常以不规则

发散，配上纯白的色彩褶皱，线条显得轻盈细

的形式呈现。堆积褶在服装中会形成一个三维

腻，裙摆在人体行走之间，在褶皱一收一放之

的立体空间造型，通常形态夸张且新奇，有益

中，尽显少女的俏皮气息。在 VALENTINO 高定

于服装整体艺术效果的渲染。堆褶的制作通常

系列中，除了直线型的叠褶外，还有通过人为

需要采用立体剪裁的方式，将面料置于人台
上，因堆积手法的不同，堆褶产生的造型效果
也不尽相同。其造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
到面 料 材质 薄 厚、软 硬 程度 等 的影 响 。在
VALENTINO 高定礼服中，
堆褶普遍应用于肩袖，
前胸部位。如图 7 的长斗篷，
应用具有光泽感
灰蓝面料，
在领部一周揉捏、卷曲、堆积了一个
抽象的庞大的立体花朵，
在简洁的衣身轮廓下

图 4 纵向型叠褶的造型运用 图 5
（VALENTINO 2017 春夏系列）

Fig.4

The application of vertical

运 用（VALENTINO 2009 春

overlapping pleated mod原 Fig.5
eling

在端庄优雅中
演绎出了矛盾冲突的现代美感，
多角度发散型叠褶的造型
夏系列）

VALENTINO 2018 春夏系列的一款上衣，用堆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an原

褶夸张肩部线条，增强胸部量感，与下半身的

gled divergent overlapping

pleated modeling（VALENTI原
NO 2009SS）

图6

扭曲型叠褶的造型运用

图 7

（VALENTINO 2009 春 夏
系列）

Fig.6

The application of twisted Fig.7
overlapping pleated model原
ing（VALENTINO 2009SS）

透露出一丝女性的张 扬与个 性；图 8 同属

H 型直线线条形成对比差异，在轻松惬意的气
质中展现出现代女性独立强大的一面；
图9的

堆积褶的造型运用 图 8

堆积褶的造型运用 图 9

（VALENTINO 2018 春

（VALENTINO 2018 春

The application of accu 原 Fig.8

The application of accu原 Fig.怨

夏系列）

mulative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8SS）

夏系列）

mulative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8SS）

堆积褶的造型运用
（VALENTINO 2018 秋
冬系列）

The application of accu原

mulative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8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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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礼服，肩袖处堆积褶的体量十分庞大，夸张

而且恰到好处
仅让服装款式看上去更加新颖，

的 肩 袖 造 型 与 整 体 荧 光 色 彩 的 碰 撞 ，让

地调和了人体身形比例，
在视觉上缩短人体上

VALENTINO 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格调。

半身，延长了下半身的线条，让人体看上去趋

1.5 系扎褶

于修长。

系 扎 褶 在 服 装 中 装 饰 目 的 较 强 ，在

1.6 缝褶

VALENTINO 高定服装中系扎褶通常以蝴蝶结形

缝褶是服装褶皱中面料肌理感最强的一

式的造型呈现。不同于以前把蝴蝶结作为单个

类褶，它是将服装面料正反面，有规则或无规

个体直接安置于服装表面上，如今 VALENTINO

则地进行反复缝合，将缝线收紧固定，使面料

服装的系扎式蝴蝶结具有新的构思。把蝴蝶结

浮现细小的肌理纹路，产生令人惊喜的折光效

作为服装整体中的一部分，把蝴蝶结融入结构

应和细腻的浮雕效果。VALENTINO 高定服装中

设计中，让系扎褶的装饰与服装之间更加和谐

缝褶的呈现与“膨胀式”的褶皱不太一样，它的

和整体。系扎褶不仅具有良好的装饰性能，
而

肌理美感略显收敛和理性。它的美主要表现于

且还具备极强的造型功能，如图 10 的长裙，
运

流动变化的线条韵律以及视觉对流线的快意

用蝴蝶形系扎褶对服装腰臀部进行处理，系扎

追逐[3]。例如图 13 的长裙，
裙片采用倒
“V”
形结

的褶皱与裙身延顺的垂褶相协调，产生浮雕般

构，进行纵向反复缝制，褶皱的缝缩呈现出树

的明暗光影效果，为整件服装增添了设计亮

叶形的肌理效果，叶边延散出的层层细褶垂向

点，也起到强调视觉中心的作用；图 11 的上衣

散开，纵横疏密的褶纹为服装增添了韵律感，

应用具有光泽感的丝绸面料在胸部以系扎的

由此 也散 发出 了 一种 自 然的 典 雅气 息 。在

方式塑造出蝴蝶结形式的立体褶皱块面，
褶皱

VALENTINO 高定服装中，除了以上提到的以点

的块面体量让模特胸部看起来更加饱满，系扎

成线的缝褶形式外，
还有一种是以点成面的形

式的褶皱线条从领部的聚集逐渐向外疏散，
使

式。如图 14（见下页）的小白裙，
设计师在贴合

服装着于人体后越显灵动和性感，充斥着女性

人体的领部、
腰部和袖口处的面料采用方形的

的雅致与浪漫；图 12 的无袖上衣，腰部的系扎

网格结构进行纵向和横向缝制，形成规整的四

褶为沉闷的背心款式增添了
“心机”
设计。这不

方连续的立体褶皱，局部规整的肌理效果结合

图 10 系扎褶的造型运用

图 11 系扎褶的造型运用

图 12

系扎褶的造型运用

（VALENTINO 2018 秋冬系列） （VALENTINO 2018 春夏系列）（VALENTINO 2018 春夏系列）

Fig.10

The application of tiring Fig.11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8AW）

The application of tiring Fig.12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8SS）

The application of tiring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8SS）

图 13

缝 褶 的 造 型 运 用
（VALENTINO 2016 秋
冬系列）

Fig.13

The application of sewing
pleated modeling

（VALENTINO 2016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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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礼服增添一份女性特有的多姿柔情。

2 Valentino 高定服装褶皱运用的整体趋势
分析
笔者从褶皱造型的角度，对 2008~2018 年
间 VALENTINO 的高级定制服装进行深入研究
与分析，
对 VALENTINO 各个季度中各类褶皱的
应用在服装装饰手法中所占有的比例进行了
统计（图 16）。从整体上来看，
珠绣、
印花、
刺绣
装饰手法在每一季度的 VALENTINO 高定服装
图 14

VALENTINO 高级成衣 图 15
缝褶造型运用（季度不
明）

VALENTINO 高定服装
缝 褶 造 型 运 用

在整体装饰手法中所占比例最大，
并且褶皱造

（VALENTINO 2009 秋

型装饰的应用整体呈现一个较为稳定且上升

冬系列）

Fig.14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g.15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g

ing

sewing pleated model原
of

VALENTINO

ready -to -wear couture

（unknown season）

中都会占有一定的份额，其中褶皱造型的装饰

sewing pleated model 原
of

VALENTINO

haute couture（VALEN
TINO 2009AW）

的趋势。相比较一些品牌对印花与刺绣装饰的
强调，
笔者认为 VALENTINO 高定服装更加专注
于局部造型的雕塑与外部廓形的打造。
经过对 2008~2018 年 VALENTINO 高定 服
装中各类褶皱应用综合次数统计（图17），发现

简单的裙装款式，使服装整体看上去端庄雅

综合应用次数第一与第二的是垂褶与波浪褶，

致。缝褶不仅适用于 VALENTINO 服装的局部造

分别占褶皱应用总次数的 38%、
25%。笔者认为

型，在 VALENTINO 服装整体造型中也常有应

这一现象与 VALENTINO 的品牌文化与形象有

用。如图 15 的长礼服，贴合人体的三维的立体

关。垂褶与波浪褶的线条相对于其他褶皱更加

走向，在裙身处形成了多个面的立体分割，
根

流畅、柔和，
弯曲有度、虚实过度的状态与其他

据分割的设计对面料进行横向、斜向和纵向的

褶皱类型相比更加惟美且灵动活泼,更加符合

缝缩，肌理线条的走向看似自由，但面的造型

女性温婉柔和的气质。同时，
也符合人们今天

却又井然有序，结合自由垂悬的下摆设计，使

对古代希腊时期的女神雕像所特有的优雅气

图 17 各类褶皱应用在褶皱综合应用所占百分比
Fig.17
图 16
Fig.16

各季各类褶皱在服装装饰手法中所占百分比

The percentage of various pleats in clothing's decoration ways

The percentage of various types of pleat

application in the pleat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服饰与产业：
品牌研究

35

质及覆盖在其曲线起伏的身上的具有典型悬

观点，
“服装行为动机主要有文化、社会心理、

垂性美感的服装线条的倾慕心理[4]。这与“情

[6]
生理、
美学及经济等方面的取向。”
自进入 21

圣”大师 Valentino Garavani 所打造的品牌

世纪以来服装行为的动机日趋多元，它可以来

—优雅、浪漫、梦幻。
形象契合——

自于某个时代背景下的某首歌，某部电影，某

根据 2008~2018 年 VALENTINO 品牌高 级

个人物形象等等。服装设计的动机是服装设计

定制服装图片资料的大量收集，经过整理与统

的出发点，
不同的服装行为动机决定了不同的

计发现，在 2008 春夏至 2017 年秋冬之间，堆

服装设计主题，
服装设计的季度主题直接决定

积褶的应用次数一直处于较低甚至为零的状

着整季服装的脉络，尽管时代背景不断在转

态（图 18），然而在 2018 年春夏与秋冬两季骤

变，服装的样式不断在更替，但不变的是褶的

升。笔者认为这种趋势与近两年大廓型的服装

层次感、皱的随意性，褶皱早已成为这些服装

流行趋势有关。无论是在这两季礼服的大廓型

设计主题的重要表达手段，
这些设计主题的定

上，还是在局部造型上都能寻找到蛛丝马迹。

向也直接影响着褶皱的应用。

笔者认为相比较其他类型褶皱，堆叠褶塑型能

时尚圈和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总是具有密

力强，造型更加大气，形态效果更加夸张，立体

切联系。就此，笔者对 VALENTINO 品牌高定系

空间感更加强烈，视觉冲击力更大，使它自然

列 2008~2018 年每季秀场的主题关键词进行

成为了服装大廓型打造中最强有力的辅助物。

了提取（表 1），关键词的提取来自于海报时尚

这让一向偏爱仙女风的 VALENTINO 在 2018 年

表1

披上了一种前卫、
强势、
冷峻的风貌。

Tab.1

VALENTINO 2008~2018 年高定秀场季度主题关键词 （资
料来源于 www.haibao.com 和 www.vogue.com）

The key words of the quarterly theme of VALENTINO
2008~2018 haute couture show

季度

图 18 2008~2018 年 VALENTINO 主要褶皱类型设计运用频率图

Fig.18

The application frequency diagram for the main pleated
modeling designs of VALENTINO from 2008 to 2018

3 VALENTINO 高定服装褶皱应用影响 因
素分析
3.1 季度设计主题定向
服装褶皱的应用与当季的设计主题定向
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服装设计主题指服装设
计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它以服装为最终表现形
式，通过各种设计手段，反映使用者的实际需
要、社会需要、情感需要[5]。它根源于服装行为
动机，沿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玛里琳·霍恩的

秀场主题关键词

季度

秀场主题关键字

2008 春夏 资料缺失

2008 秋冬

立体建筑，理性，浪
漫

2009 春夏 资料缺失

2009 秋冬 资料缺失

2010 春夏

阿凡达、
野性气息、
初恋，任性可爱，性
2010 秋冬
科幻感部落风
感

2011 春夏

轻盈浪漫、圣洁华
俄国贵族，克制有
2011 秋冬
丽
礼

复古田园、贵族少
王者之美，大气磅
2012 春夏 女、
纯洁清新、田园 2012 秋冬
礴，情欲，严肃
碎花
2013 春夏

魔幻花园、花瓣、立
宫廷珍宝阁，奢华
2013 秋冬
体镶嵌
浮雕

古典歌剧、原始森
拉斐尔前派艺术，
2014 春夏 林、
茶花刺绣、动物 2014 秋冬
巴洛克
古典，宗教，
图案
童话、东欧民族元
古罗马战士，神秘
2015 春夏 素、中世纪宫廷与 2015 秋冬 复古，庄严肃穆，权
教会风格
利
希腊玄秘神话、异
伊丽莎白时代，庄
2016 春夏 域部落风情、拜占 2016 秋冬
重尊贵
庭风格
2017 春夏

少女的童话梦、青
罗马教廷，神圣仪
2017 秋冬
涩、
纯洁浪漫
式感

意式歌剧、独立自
希 腊 神 话 ，17、
18
2018 春夏 主现代女性、新古 2018 秋冬
世纪油画
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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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VOGUE 时尚网对 VALENTINO 高定秀场的报

褶塑造属于伊丽莎白时代的高雅神韵，也让颈

道。由于网络资源有限有限，
有三个季度（2008

部波浪褶的设计成为了不可抗拒的时髦。

春夏、
2009 春夏、2009 秋冬） 的报道资料缺失。

如表 1，
VALENTINO 2018 秋冬季高定的主

其中在 2010 年，电影《阿凡达》热映，剧中“纳美

题关键词为“希腊神话 17、
18 世纪油画”
，设计

人”
天蓝色的肌肤、
柠檬般的眼睛和黄蜂一样的

师用重重的油画色彩，
令人目眩神迷的花卉图

细腰、
铁钻般的鼻梁，
引领着当季时尚圈的流行

案与神秘的抽象几何图形，用大面积的精致浮

风尚，成为明星名流们的热捧新宠和服装设计

雕、细致的手工钉珠、金线交织的提花细节演

师们的灵感来源，作为高定服装的“老牌选手”

绎着高定服装中的神话故事（图 21）。笔者认为

VALENTINO 也不例外。如表 1，VALENTINO 2010

该季高定服装中大面积的油画元素和印花图

春夏季高定主题关键词为“阿凡达、伊甸园、
科

案，浮雕与提花串珠的大量应用，导致缝缩褶

幻感部落风”。如图 19 的三件服装，以紧身的

与波浪褶的应用减少。因为缝缩褶肌理效果较

样式配合高饱和度的色彩，十分贴合电影
阿凡达中的人物形象。在肩袖处、背部分
别设计了不对称式的悬垂褶，在模特的行
走中尽显飘逸自由，这与电影主题“原生
不羁”的部落风相迎合，透露出原始的、
浓
浓的野性气息。就此，服装褶皱造型的设
计上，没有选取廓形效果太强烈的褶皱，
而是选择贴肤但肌理效果感强、定型效果
好且细小的缝褶作为装饰，并且能很好地

图 19

VALENTINO 2010 春夏系列

Fig.19

配合服装中分割线的走向完成不同色彩

VALENTINO 2010SS

面料间的拼接。现代前卫的服装款式配合
原始野生的服装细节加上品牌惯有的浪
漫风情，矛盾却又和谐，
给人惊喜感。
2016 年是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
英国文化协会当时宣布将在全球推出“永
恒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纪念莎士比亚
及其作品对全世界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产
生的深刻影响 [7]。经过资料整理分析发
现，
这一时事对于 VALENTINO 当季服装设

图 20

VALENTINO 2016 秋冬系列

图 21

VALENTINO 2018 秋冬系列

Fig.20 VALENTINO 2016AW

计也颇具影响。这季波浪褶皱应用次数
在这十年里最高，并且大部分应用于服
装的领部（图 20），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
这季主题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波浪褶的
拉夫领在伊丽莎白时代具有符号象征意
义，所以该季服装自然少不了当时的代
表性设计“拉夫领”的身影。设计师根据
现代审美以旧改新，用“新时代”的波浪

Fig.21

VALENTINO 2018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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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于手工细节和雕花效果会有所破坏；波浪

高定复古田园风格服装中，褶皱的设计与应用

褶线条较为灵动且自由，若综合大面积的图案

与服装整体气质相协调，以体积、
面积较小的，

和浮雕提花，会导致服装整体视觉效果过于繁

且褶纹较细的褶皱为主。褶皱在复古田园风格

杂，无法突出重点即大面积的整幅油画图案。

服装中的表现不会过于矫饰，也不会过于华丽

3.2 服装风格流行趋势

和厚重，避免形式上过于张扬。总体来说，

服装褶皱的应用与服装风格流行趋势是

VALENTINO 复古田园风格服装中的褶皱应用较

具有一定联系的。与其他行业相比，服装行业

为低调内敛。如图 22 的服装，
在复古田园风格

是最早接触流行的，人们提到流行和时尚通常

下，以简约的款式配合碎花，综合立体花卉面

第一反应也是服装。服装的流行趋势是现阶段

料，配合细小的细节褶皱，营造出 VALENTINO

服装流行风格的一种持续和未来一段时期的

少女的浪漫、
纯粹与恬静。

发展，它反映了多数人的意愿和需求，
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念[8]。
尽管“富丽、华贵、优雅”等代名词已为
VALENTINO铺垫基路，但是服装风格的
流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不断变
化的方向以及成为维持其长久生命力
的根本。在设计师单一或综合运用各类
褶皱造型的手法中,造型风格的转换不
仅是对自我艺术品位、
生活阅历的一种
表达,也表现出社会审美的变迁,是符

图 22
Fig.22

合潮流、满足人们需求的[9]。自进入 21

复古田园风格中褶皱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pleated modeling in the Retro Pastoral Style

（2）新巴洛克风格中褶皱的应用表征。重

世纪以来时尚圈的流行不断地在变化，充满自

新流行的巴洛克风格在 VALENTINO 高定服装

然清新、具有少女浪漫气质的田园风格服装，

中呈现出一派惟美奢华，
带有蕾丝设计的褶皱

在风行几季后渐渐远去，代表怀旧情绪的复古

翻边，
成为装饰的重点。设计师借鉴 18 世纪巴

风又渐渐兴起，从现代设计角度重新演绎着巴

袖口、
衣摆以
洛克艺术的精华，在服装的领口、

洛克、古典主义风格。如今独立自主的新时代

及裙子的下摆处重叠应用充满动势斜裁的荷

女性形象受到赞扬与追捧，具有个性与气场的

叶状褶皱翻边，褶皱精致且繁复，并且常常结

大廓型又开始受到欢迎。流行趋势的整体走向

整体效果
合透明硬莎、
浮花锦缎、提花的缎面，

是可以预见的，但短时期的流行不可以明确预

富丽且优雅。与 18 世纪巴洛克时期服装相比，

估。这并不影响我们对 VALENTINO服装褶皱应

现代 VALENTINO 的巴洛克风格少了一些虚华

用影响因素分析。就此，笔者针对以上不同流

与累赘，它不是对历史的照抄照搬，而是保留

行风格中的褶皱应用进行分类阐述。

了巴洛克时期的艺术风貌，
倾注现代时装设计

（1） 复古田园风格中褶皱的应用特点。
复古田园风格女装充满自然和生活气息，反对
过于繁琐的设计装饰。追求古代田园一派自然

—“少即多”
，
以现代设计审美情趣对它
原则——
作出了新的诠释（图 23，
见下页）。
（3）新古典主义风格中褶皱的应用特质。

清新的气象，在情趣上不是表现强光重彩的华

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对继承或受到古希腊、古

美，而是纯净自然的朴素，表现出一种轻松恬

罗马服装和帝政风格影响的服装风格称之为

淡的、超凡脱俗的情趣[10]。因此，在 VALENTINO

古典主义风格[11]。VALENTINO 新古典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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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过程中通常以女性化的角度出
发并以女性化的特征回归。因此，
VALENTINO 褶皱的设计更多的是体现
女性曲线特质，蜿蜒起伏的波浪褶，
灵
动飘逸的垂褶自然成为了它们常用的
褶皱造型手段，尽情展现女性的妩媚，
表达品牌的浪漫文化；日本 YOHOJI
YAMAMOTO 品牌，将男性化的风格加入
图 23 新巴洛克风格中褶皱的应用
Fig.23

到女装设计中，
其设计强调性别模糊，

The application of pleated modeling in the New Baroque Style

偏爱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特质。崇尚
不规则的设计方式，打破西方人那种
追求贴合女性曲线的剪裁[13]。因此，褶
皱在 YOHOJI YAMAMOTO 品牌中更多的
是作为一种隐性语言进行结构上的处
理，
极少使用女性意味强烈的波浪褶，
常常应用不对称且非固定式的褶皱去
表达品牌的个性与叛逆；另一个日本
本土品牌，
ISSEY MIYAKE 继承和发展

图 24 新古典主义风格中褶皱的应用
Fig.24

The application of pleated modeling in the Neoclassical Style

日本民族文化，推崇一种简约淡泊返

的服装整体呈现出一种低调内敛的华丽感。每

璞归真的境界。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狭窄的

一款看似简单的设计，都有精彩的细节褶皱衬

生活空间带给日本民众生存空间压力的同时,

托整体效果。自然垂褶是 VALENTINO 新古典主

的意念。日本深刻
亦为其赋予了
“缩小型宇宙”

义风格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自然垂褶能为简

的美学观念和实用性的思维方式一直影响着三

单的服装款式增添一丝华贵的气质与自然的

宅一生的设计思想，
“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完整的

活力。褶皱随人体运动，会产生生动的明暗和

仿佛缩小了个
“小宇宙”
, 经过折叠的
“小宇宙”

层次变化。在简约中透露一丝别致，让服装整

人的体积, 而
“一生褶”
的设计, 正是折叠行为

体更具韵律感和节奏感。恰好也展现出

[14]
衍生出折叠意识的突出表现。”

VALENTINO 女性的优雅气质（图 24）。
3.3 品牌文化

由此可见，服装褶皱的设计和应用，与一
个品牌的文化是具有关联性的。将品牌拟人化

品牌文化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综合表

来看，文化就是它的个性特征以及价值观，具

现，其决定了品牌的价值特征、发展方向、
心理

有持久性和继承性。品牌文化作为深层次的内

构架、行为方式以及符号语言等，是构建品牌

容，不像物质形态通过感官体现出来，而是贯

的核心内涵

。因此，品牌文化在服装设计的

穿于品牌的方方面面[15]。褶皱作为特殊的视觉

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服装褶皱作为服

语言和触觉肌理在不同的品牌文化中扮演着

装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受影响于品牌文化的同

不同的角色，
它的应用形式在一定程度受到品

时也体现着品牌的文化。

牌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它的应用也让品牌

[12]

通过资料研究发现，
VALENTINO 品牌崇尚
西方宫廷式的奢华，
极度强调女性意味，在服装

的文化更加的丰富且深刻。

4 结语

服饰与产业：
品牌研究

通过对VALENTINO
以褶皱造型作为出发点，
近 10 年来的高定服装的案例分析，笔者了解
到褶皱作为独特的造型语言对于服装设计表
达的重要性。VALENTINO 褶皱在服装中的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无论是单种类型褶皱元素的应
用，还是多种褶皱元素的设计，它都掺杂着设
计师感性和理性的思考。VALENTINO 褶皱造型
的设计与品牌文化、季度主题定向以及服装风
格流行趋势有着关联性。因此，作为一个成熟
的服装品牌，或是一名合格的服装设计师不能
仅仅把褶皱纯粹作为一种服装装饰物，
而是要
在品牌文化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命脉节奏，
结合当下流行的主题，考虑服装风格的流行趋
势，去延续品牌的个性特色，稳中求变。不仅让
褶皱成为品牌服装的表达语言，也该让品牌成
为服装褶皱造型发展的依托，以期让时尚界创
造出更多的“褶皱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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