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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带”
:
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
它影响着着装修养和社交伦理，
且所承载的职业责任日益突显，
构成了现代人们社交礼仪中尤其引起关注的文化符号。文章基于
“国际着装惯例”
，
系统分析和阐释领
带的礼仪级别、
社交语言和实务案例。从结构和视觉方面归纳出领带设计的创作空间，为领带的艺术
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创作实践，
并提出领带设计不能简单地只考虑纹样、色彩、材质和装饰手
走向世界设计舞台的关键因素。
法，
其系统的文化功能、
社会价值和社交规范也是走出国门、
关键词院领带；
社交规范；
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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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Research on the Tie
XUE Yan-hui

(Eastern International Art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1450 China)

Abstract：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 ‘tie’gradually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

duties and becomes the cultural symbol in social etiquettes of modern people, while affecting dressing
cultivation and social ethic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dressing conventions”
,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the etiquette grade, social language and practical cases of a tie, summarizes the
creative space of the tie design in structure and vision, proposes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and creative
practice for the art design of a tie, and comes up with an idea that designers can’
t just consider pattern,

color, texture and decorative techniques in terms of the tie design. In fact, the systematic cultural functions
of a tie, its social value and social norm are key factors to help China's tie design stand out on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stage.

Key words: Tie; social specification; cultural functions; innovative design

随着我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国际地位日

是男人衣橱必不
领带作为服饰中普通的单品，

益提高，进而使我们出席的场合更加多样性和

可少的一部分，
它集合了男人衣服的所有元素，

规范化。虽然西方服饰仍是当今世界时尚流行

体现出穿着者的品味素养，也是个性化的终极

的主导，但顺应全球化的发展，多元化的文化

象征。其独特的文化功能、
社会价值、
审美情趣

艺术与设计的结合成为现代服装设计的潮流。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尝试通过领带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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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级别和社交语言来把握设计元素，为领带的
艺术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设计思维。

1 领带的划分
领带从正式到非正式场合大体可以划分领
结和领带两种格式，
适用于礼服的领带有三种类
型：
领结、
阿斯科特领带与日间常用礼服领带。
一般根据其形态、
（1）领结。领结款式多样，
大小命名。如蝴蝶领结是指其造型像蝴蝶翅膀
的大号领结，
丝带领带是丝带状蝴蝶结的简称。
图1

蝙蝠翼领结近似于蝙蝠翼形状的一种大领结。
方头领结是打结后两端呈方形，宽约 4cm，
属最
传统的典型领结造型。三角形领结是打结后两
是商务人士的
端呈三角形，
搭配效果简洁利落，
端部不展开的棒状结
宠儿。棒型领结指直线型、
构，
曾因俱乐部经理经常使用而得名。小领结俗
称压缩版的领结，通常表达晚礼服小巧而精致
的语言。如宽约 2cm 的窄版且端部裁成方形的
小方头蝶结领带或小三角形蝶结领带，造型时
髦漂亮，
成为时尚雅皮人士的选择。而蝴蝶结是
他们的总称。除这些以形状命名的领结外还有
以俱乐部命名的领结称俱乐部领结，实际上是
直线型棒状的蝴蝶结，
晚间社交惯用。由于被夜
总会经理和调酒师所喜欢，也会以他们的名字
命名，
1930 年代被常青藤联盟所推崇。
在这些领结中，颜色的不同也体现出不同
的社交文化定位。如白领结是晚礼服中燕尾服
用的固定搭配，它是晚礼服搭配中的标志性要
素，在绅士社会社交中成为燕尾服的代名词，
沿用至今。黑色领结指搭配塔士多礼服惯用的
提
蝴蝶结。如果请帖上标注“Black tie”
的话，

Fig.1

领结
Bow tie

（2）阿斯科特领带。阿斯科特是伦敦郊外
伯克希尔州（Berkshire）的一个地名。从 1711
年安妮女王在这里设立的赛马会后至今一直
保有“全球最奢华赛事”的盛名。皇家赛马比
赛有着非常严格的着装礼仪，其核心就是正
式。由此诞生了在晨礼服中被称为阿斯科特
晨礼服的经典日间礼服，与它配套的阿斯科
特领 带也成 为了 一 种优 雅 绅士 搭 配 的 符号
(图 2)。阿斯科特领带成为定式出现于 1876
年，同类型的还有蝉形领带，也可以理解为阿
斯科特领带的别称。在 V 区翼领口打成蝉翼
形结扣，并用领夹在交叠的部分固定，是搭配
翼领衬衫经典的穿法。阿斯科特领带现在经
常作为搭配弗瑞克外套（日间正式礼服）和晨
礼服等日间礼服的围兜风格的宽幅领带。自
己打结也是准绅士的基本功课，而那些事先
打好结扣的成品阿斯科特领带，只能成为舞
台上的道具。面料使用满地小花纹织锦缎，少
有素色。

醒着绅士此次社交晚宴需要穿搭塔士多礼服
配塔士多衬衫戴黑色领结，也称为塔士多领结
（图 1）。与塔士多礼服搭配的领结中还有一种
交叉式领带，宽约 4cm，长 50cm 左右的罗纹缎
带领带。在衬衫领座上绕一周交叉于前并用领
带针固定，初次登场在 19 世纪 90 年代，作为
休闲用的领带，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成为塔士
多礼服的领带被大书特书。

图 2 阿斯科特领带
Fig.2

Ascot tie

78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四月 / 第八卷

第二期

（3）日间常用礼服领带。素灰色领带和猎

带给人诚恳和沉稳的印象。条纹领带包括常青

装领带是日间常用礼服的两个大类型。灰色系

藤领带、
军团领带等。军团领带派生出军团阔

领带是日间礼服的惯用领带，银灰色系厚丝质

彩领带、
俱乐部领带等经典的领带风格。常青

材料是它的标志性元素。如小花纹礼服领带，

藤领带由常青藤联盟推动，流行于 20 世纪 60

即以从中灰到亮灰的灰色系为底的满地小花

年代, 领带的宽幅为 5cm 左右，更窄的达到

纹厚缎丝织物制作而成的，它是日间礼服的标

3cm。其条纹特征是在粗线的基础上组合四种

志性搭配。猎装领带中的斯托克领带、狩猎领

颜色以上的细条纹和浅色条纹进行重复设计。

巾是经典造型。斯托克领带是一种古老的衬衫

军团条纹主要是指军队的传统色标或各个军

领装置，即可拆装领，其较高的立领装置工艺

团旗帜色设计成彩色斜条纹(图 4)。而俱乐部

是将硬衬布上浆后制作而成的，材料使用丝

领带是以俱乐部颜色构成以条纹图案特征的领

绸、
细纱或棉麻(图 3)。斯托克领带和衬衫的小

带，
和军团条纹一样可以有多种变化。它还派生

立领组合时，
在背面用钩或扣固定。这种装置

出俱乐部图案领带，即将俱乐部标识设计成小

可以抬高下巴，显得佩戴者更重要、更正式。它

花纹图案织入领带中，
也称徽章领带(图 4)。皇

初次面世在 1735 年，到 19 世纪后期成为绅士

家军团条纹与军团条纹不同的是皇家徽章和

衬衫搭配的标志性领型，此间一直作为日常领

军团条纹进行组合，强化了皇家的信息。这种

带，也被使用在狩猎服和骑马服的搭配中，而

花纹的领带因其独特的文化信息仅限于英国

且这种形制对马术选手来说从未过时，通常要

王室的近卫连队将军佩戴，不过后来被贵族俱

求为白色，现在仍是马术制服中的标准配置。

乐部的绅士作为优雅的时尚语言而普遍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颜色组成
的条纹领带，如果不是团体内的成员，佩戴这
种条纹组合的领带会比较失礼，
而这种失礼常
发生在英国，因为英国的领带设计受学院、俱
乐部、
军团所局限而没有太多选择。个性化领
带的选择还包括深色底小印花图案、葛伦格纹
领带等。

图3

素灰色领带、斯托克领带

Fig.3

Plain gray tie and Stock tie

狩猎领巾是斯托克领带的狩猎版。它是垂
巾在高硬立领的领腰周围绕两圈、再在前部打
成垂巾结或褶边。因为是在狩猎时作为安全措
施使用的领巾，因此得名。

—商务领带的划分
2 一种重要的领带——
商务领带分为正式和休闲两种类型。素面
领带和条纹领带是商务正式场合着装根深蒂

图 4 军团条纹领带、俱乐部领带、徽章领带
Fig.4

Regimental tie，
Club tie，Crest tie

固的搭配。素面领带是指单色无花纹领带的总

在条纹领带中，条纹方向的不同也有着不

称。通常搭配军服、商务、校服等制服。如深蓝

同的文化含义，
左上至右下排列分布一直以来

色西服套装搭配热情洋溢的红色系领带总能

是英国军人便装搭配的最爱领带之一，
象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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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荣誉的勋章穿过心脏，代表永远忠诚。而逆

商务休闲领带比较个性化、休闲化，还体

向条纹是从右上开始斜着左下排列。其实军团

现在图案式的花纹，
又称纹样领带。包括圆点

条纹排列初始也是逆向的，只是 19 世纪 50 年

花纹、具象花纹、抽象图案、几何形花纹等种类

代被贵族学校俱乐部确定为了正向排列，
并成

丰富多样。比如圆点图案领带指圆点花纹的领

为当时的主流。然而后来被美国颇具影响力的

带，蓝底配淡黄色或白色的圆点图案最为经

布鲁克斯兄弟打破了这种格局，创造了经典风

典，是 19 世纪流行以来古典领带图案的代表

尚：反转条纹方向，迅速成为最流行的服装配

之一。圆点越小，
领带就越考究，
越正式。圆点

饰之一，更是推出的真丝领带成为常青藤学院

越大越个性，
但是有时会像小丑。0.5cm 到 1cm

风格的典型装扮。

之间编织的圆点图案和印花圆点图案领带较

商务休闲领带适用于商务休闲场合，
从廓

为普遍。诚然，
纹样的颜色、
大小、
题材决定了

形上来分有阿斯科特巾、德比领带、直线型领

纹样领带的个性化程度，重点是如何把握这个

带、
瓶状领带(图 5)等。阿斯科特巾用在礼服上

度，文字只能作为判断依据，完全融入还要靠

称它为阿斯科特领带，在休闲社交的场合配合

践行。商务休闲领带从材质上来说最有特点的

休闲西装作为饰品称为阿斯科特巾。与礼服搭

是羊毛领带和针织领带。他们可能不会出现在

配最大的区别是穿着方式，阿斯科特巾是在衬

英国绅士的城市衣橱里，却是作家、
学者、艺术

衫领子内侧贴合脖子缠绕。最适合与带领扣衬

家、
记者的最爱。羊毛领带通常只有一种颜色，

衫、细格衬衫、有颜色的衬衫等内穿休闲衬衫

因此很容易与格子衬衫搭配，不过也有条纹和

搭配。德比领带是最常见的领带样式，末端呈

图案。佩戴羊毛领带有远离尘嚣的暗示。深蓝

尖角状态，
打好领结后垂于胸前。商务休闲场

色和黑色的针织领带比较正式，搭配浅色西

合的德比领带不同于正式场合的特点主要体

装。通常单色的针织领带和有图案的衬衫很

现在图案和色彩更大胆，轮廓显示更宽或更

搭，
只是风格很难把握。

似直
窄。直线型领带的宽端和窄端基本相同，

3 礼服领带结构的应用设计

线型，末端尖角，基本为窄版类型，造型简洁利

好的领带不是能看出来和对比出来的，瞬

落，用于达人。瓶状领带指系好的领带前部中

间的触觉才是最好的指导意见。经典的商务领

央处膨胀得像瓶子一样的领带。是一种非常古

带绝不追求标新立异，正如那不勒斯的

典优雅的领带样式。半酒瓶型领带的宽度介于

Marinella 品牌生产的领带，低调却无法掩盖

直线型和酒瓶型之间，末端略微较窄，也是目

高品质的内涵。领带是由一块面料斜裁三个部

前最常见的领带样式之一。

分构成，再加上内里和里衬制作完成，手工缝
制完成则更具有耐磨性和弹性。斜裁布料既可
避免浪费素材，贴合脖子曲度，还可使扭曲的
领带更容易复原。领带的长宽和体积大小要与
身体成比例，领带最宽处的尺寸为 8.5~9.5cm
之间，
这个宽度永远不会过时。领带太宽会使
打结的区域较厚，
视觉上容易缩短喉咙部位的
长度，不太令人满意。领带内衬太厚也会影响
领结的大小，
简单的四步结就能打出温莎结的

图5

直线型领带、瓶状领带
阿斯科特领巾、

Fig.5

Ascot tie, Straight tie, Bottle-shaped tie

效果。标准的领带长度一般是 132cm~147cm
长。身材修长的的男人适合根据领带长度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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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结，因为温莎结是堆出来的，厚高的同时也

携带或收藏都
带。不但颜色丰富还可以卷起，

比较宽。领带打好后末端的长度基本要达到裤

很方便，最大的优势是缩短了领带的制作周

子的腰带处，
或者稍短一点也可以。

期。领带还模仿了领带夹的造型，设计一条明

领带也因其宽窄的不同分为三种不同的

显的对比色带，
更具时尚和创新性（图 6）。

基本形状，分别是宽度约 8.5cm 标准版，
10cm

随着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纹

以上的宽版和介于 4~6cm 的窄版。宽版领带适

样的视觉创新设计素材也越来越繁杂，
表现方

合搭配厚重感、有分量感的穿着；窄版领带具

式越来越丰富。不过设计在于创新，创新的灵

有流行时尚感。领带的宽度随着流行趋势一直

魂在于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

发生转变。年轻人更喜欢宽度约 3~6cm 的纤细

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深入

领带，不过这种宽度虽然让人印象精神却不饱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代领带造型结

满，又缺乏信赖。可是使用标准版的常规式领

合，
中西文化的艺术融合与设计使纹样在题材

带显的老气还过于成熟，更不适合年轻人，
因

和装饰手法上都有新的突破（图 7）。

此 7cm 宽的领带成了当下时尚的宠儿，
年轻人
士的首选。

4 领带视觉的应用设计
领带的款式变化相对来说虽小，但变化规
律明显。领带的级别越高、限制越多、变化越
少、程式化明显；级别越低，限制越少，变化的
空间越大。那么领带的视觉创新设计主要体现
在面料、纹样和色彩三个方面，其中更多装饰
手法的创新则应用于商务休闲和休闲级别的
领带设计中。
领带面料常用棉、麻、丝、毛、聚酯纤维等，

图 7 领带的视觉设计
Fig.7 Visual design of ties

而其创新设计多体现在对新型面料的使用，
比
如将环保时尚与科技时尚结合，将传统面料与

色彩是服饰设计中最直观、最敏感的第一

防水、抗菌结合，在领带设计中融合碰撞出不

视觉要素，
结合材质和工艺对其进行归纳和变

一样的火花。美国布鲁克林的 3D 编织公司

化，
在不同的场合佩戴形成别有韵味的新艺术

Thursday Finest （TF） 就与纽约设计师 Joe

魅力。装饰手法的运用可以天马行空，
蕾丝、镶

Doucet 合作推出了可以定制化的 3D 编织领

珠、
亮片、
刺绣等都可以创造出独特、新颖的艺
术效果。

5 结语
本文基于“国际着装惯例”系统分析和阐
释领带的礼仪级别，社交语言和实务案例，归
纳出领带结构设计的空间和视觉创作的联系。
领带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标识着穿戴者的个性
与魅力、
品位与能力。在设计中不能简单地只
图 6 3D 领带设计

Fig.6

3D tie design

考虑纹样、
色彩、
材质和装饰手法，
其系统的文
化功能、社会价值和社交规范是走出国门，走

服饰与艺术：
时尚研究

向世界设计舞台的关键因素。

81

[USA] Nicholas Antongiavanni.Men’s Wear Value

Million[M].Pan Yan-yan,translated.Tianjin:Tianjin Press,

参考文献：

2011.

[1]魏 静 .领 带 的 文 化 [J].吉 林 工 程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

[5]Bernhard Roetzel.绅士[M].魏善全 ，译 .北京 ：北京美术

WEI Jing, Culture of Tie[J].Journal of Jilin Engineer原

Bernhard Roetzel.Gentleman[M].WEI Shan-quan,trans原

2003(1)：61-64.

ing & Technical College, 2003(1)：61-64.

[2]顾 春 华 .领 带 纹 样 设 计 与 研 究 [J].丝 绸 , 2010(3)：4448.

GU Chun -hua, Design and Research on Necktie Pat原
terns[J].Journal of Silk, 2010(3)：44-48.

[3]中村达也 .男 士精 品衬 衫领带 [M].广 州 ：三 悦 文 化 图
书事业有限公司,2012.

Tatsuya Nakamura.Men's Exquisite shirt and Tie [M].
Sanyue Culture Book Career Co., Ltd, 2012.

[4][美]尼古拉斯·安东吉亚凡尼.Men 's Wear Value Million
[M].潘艳艳 ，译 .天津出版社, 2011.

摄影出版社,2013.

lated.Beijing:Beijing Fine Arts Photography Press,
2013.

[6 ] 戴 卫 .成 功 男 人 着 装 的 秘 密 [M ]. 上 海 ：华 文 出 版
社 ，2003.

DAI Wei, Dressing Secret for Successful Men [M].
Shanghai: Sino-Culture Press, 2003.

[7]Jeff Stone, Kim Johnson Gross. Chic Simple Compo原
nent-Shirt and Tie[M].New York:Alfred A.Knope Pub原
lisher, 1993.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