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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一生“132 5.”的折纸设计分析
徐昕玥，
齐志家
武汉 430073）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摘 要院[研究意义]三宅一生
“132 5.”
系列采用传统折纸艺术原理进行造型设计，
完成了二维平面向三
维立体的转换。它采用一整块布进行山折和谷折（凸折和凹折）制成，
作为面料上的零浪费和一种新的
设计理念是未来服装发展的一个趋势。[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对三宅一生“132 5.”
中的正方形旋转折叠
款进行复刻和详细的版型尺寸分析，[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
①折叠款服装是基于不同面积角度
的形状在拼接时所产生的一种相互支撑的空间关系中产生；②在版型设计中需要保持折叠的各边边
长的长度、
高度相等。在设计制版时要保证各底边线（横线）以及每排（横向）线段高度的采寸一致，每
条（纵向）采寸从上之下依次递增；③角度的设定需要依赖于一定的三角形函数原理，
每一个角度都需
要有个精确的设定，
才能达到折叠后层叠旋转的正方形。
关键词院
拼接造型
“132 5.”
系列；
服装设计风格；
折纸设计；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1

文献标志码院B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19）04-0074-08

Analysis on Origami Design of Issey Miyake's ‘1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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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SSEY MIYAKE's ‘132 5.' series, the traditional origami art principle is used in the

design, and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two -dimensional plane to the three -dimensional one is completed.
ISSEY MIYAKE's ‘132 5.’is made of a whole piece of cloth through the mountain folding and valley

folding (convex folding and concave folding). As a zero waste on the fabric and a new design concept, it is

a trend of future garmen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 -engraved and detailed layout
dimensions of the square rotating folding style in ISSEY MIYAKE's ‘132 5.’
. The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folding style garments are based on a spatial relationship created by the shape

of different area angles when splicing. Second, in the structure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length
and height of the folding sides equal. In the design and plate making,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height of each bottom line (horizontal line) and the height of each horizontal line are consistent; each

(longitudinal) inch is increased from top to bottom. Third, the setting of the angle depends on a certain
triangle function principle. Each angle needs to have an exact setting to achieve the stacked rotation
square after folding.

‘132 5.’series; fashion design style; origami design; stitching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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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一生于 2010 年在日本正式成立“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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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 人体 上 时折 痕 处的 保 留了 一 定 的空

5.”
系列。在
“132 5.”中的
“1”
代表一块布；
“3”

间。由折痕组合起来的几何造型的服装，有

代表三维形态；
“2”代表来自 3D 材料变成二维

形却又不呆板，是一种全新的形状和轮廓。

的状态；
数字“5”
则 代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1]，

三宅一生“132 5.”
的经典款黑金色连衣裙，它

追求折叠的美感、穿着起来的美感、行走时的

但是当它
放在平面上看上去像一朵折纸玫瑰，

美感。三宅一生的
“132 5.”系列是和日本主要

穿在身上就变成一件立体的礼服裙（图 1）。平

研究计算机绘图、CAD 和计算折纸的工程设计

放时是多个不同大小的正方形有规律的螺旋

师三谷纯进行合作，致力于创造出更为严谨的

排列，排列在最上面、正中间的正方形最小，

高 科 技 服 装 。 三 谷 纯 通 过 ori-revo 和

正方形依次向下向外变大，螺旋折叠出多个

ori-ref 等折纸软件，对三宅一生“132 5.”折

正方形。由于宽松的造型和足够的立体空间，

纸系列的服装进行了设计。
“132 5.”通过不断

“132 5.”系列的服装基本都是均码，没有体

地解构、
重塑、再造的创新设计，打破了平面视

形的限制，仅仅配备了一根可调节肩带来调

角。这些款式时尚、
轻盈并且实用，
充满立体感

节出最舒适的着装感。在存放时，用特定的、

与未来感的设计让其很好地融入了快节奏的都

相对 简单的 折叠 拧 绕缠 放 法 放置 衣 柜 的角

市文化。
“A-POC”在服装的理念上，
与“132 5.”

落，再次穿着时拿出来抖一抖即可，无需熨

有着相似性，
即用一块布料完成一件服装，
同时

烫，节省空间又不易变形。折纸模型服装的几

穿着者可以调整服装的造型，而“132 5.”
系列

何形态各不相同，在设计时需要根据人体尺

的服装平放时有规则收缩成折叠后的平展造

寸和穿着效果，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精确的尺

型，穿着时人体活动在服装面料折叠展开后所

“132 5.”系列
寸计算。考虑到人体的中心线，

产生的空间里。其所运用的折纸造型设计使服

服装的结构基本为几何对称的款式 （图 2，见

装更加独特富有个性，
造型美感也颇为新颖。

下页）。折纸模型的结构决定了服装并不是合

1 三宅一生“132 5.”
造型分析

体的，而正是由于服装与人体的这个空间形

“132 5.”
三宅一生的
系列从日本折纸中吸

成了相对宽松，穿着舒适的服装款式。经过严

取灵感，设计方法大多都是按照三谷纯设计的

密的科学计算，
“132 5.”系列的服装符合人

折纸模型所创作的。完全跨越了二维与三维之

体的曲线和运动力学，是宽衣文化与立体裁

间的界限，把立体时装折叠成了规则平面的几

剪技术的最佳结合[3-4]。

何图形 [2]。这些几何图形的平面服装轻轻提

1.1“132 5.”
折纸造型原理

拉，就形成了一套个性、立体的时装。经过特
殊工艺处理的再生面料的折痕带有永久性，

Fig.1

在已知的常规折纸法中大部分采用的是
直线折叠法，
在制作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两点[5]：

“132 5.”系列中的折叠连衣裙
图 1 三宅一生

Folded dress in the ISSEY MIYAKE‘132 5.’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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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132 5.’系列
三宅一生

ISSEY MIYAKE‘132 5.’series

①折痕线迹是采用山折或谷折。不同的折痕线

其折痕展开图，红色部分为山折蓝色部分谷

段分别有山折和谷折及凸折和凹折。在每次

折（图 3）。在调整造型时可根据自身要求，
在对

的山 折和谷折 中 构成 了 一 个新 的 立体 空 间

齐中心抽的前提下随意变更任意一点的位置和

面，数次的山折和谷折则形成了一整套规律

任意一根线段的长度、
角度等[8]。

有形的立体空间面。若山折谷折没有考虑周

区别于常规的直线折纸，
三谷纯创作了前

全，在后续的折叠操作中面与面的穿插重叠

弧线折纸也是在 Ori-revo
所未有的弧线折纸，

的关系将会受到造型上的影响。②另外一点

软件上先行设计图案模型，
对齐中心轴设计每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所设计的折纸模型

个点线面，
制作完成瓣球体（图 4）。

应当进行严密的尺
寸 和 角 度 计 算 ，确
定其每一根折痕线
的位置、长度、角度
等，必要时需采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
具，每一根这横线
都将影响整个模型
的整体造型

。

[6-7]

Fig.3

图 3 三谷纯在三宅一生
“132 5.”
系列中所使用的 ori-revo 三维设计软件

Ori-revo 3D design software used by Jun Mitani in the ISSEY MIYAKE‘132 5.’series

三谷纯在三宅
一 生“132 5.”中 使
用了 ori-revo、ori
-ref 等三维折纸软
件辅助设计，在设
计软件页面布局
中，中间的部分为
制图区，右上为对
应形成的三维折纸
模型，右下区域为

图 4 ori-revo 设计出的瓣球体

Fig.4

Petal sphere designed by ori-r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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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依次绘制 FKOJ、
KPTO、
PUYT 区域。由于在后
续的旋转对折后为五个层叠的正四方形，所以
在绘制过程中应注意角度和各边边长。
将 AE 和 UY 连接缝合后，沿虚线谷折（凹
折），沿各条实线山折（凸折），以虚线 DJ 为中
心线将 IJ 和 EJ 两条线进行重叠对折。得出 e
点，
eJ=IJ,DI=De,DIJe 为一个菱形四边形。依
次 得 出 a、
b、
d、
e、
f、
g、
h、
i、
j、
l、
m、
n、
q、
r、
t、y
各点, 试验研究得出各点在各线段 1/3.5 处。
图5
Fig.5

由瓣球体延伸设计出的双瓣球体

Double -petals sphere designed from the extension of the
petal sphere

随后三谷纯将此瓣球体进行延伸拓展，
设计出双瓣球体。折叠时将两个 8 片瓣球体
按反向旋转的方式相连接（图 5），这款双瓣球
体最复杂的就是需要处理好两个球体中间相
连接的部分[9]。
Ori-revo 设计出的瓣球体而在三宅一生
“132 5.”折纸造型的设计中，三谷纯借鉴了
IN-EI 系列折纸灯具的旋转折叠法（图 6）。

正四方形各边边长相等，
YEJ=JO=OT=TE （最外
层 方 形 ）,XDI=IN=NS=SXD （第 二 层 方 形 ）,
WCH=HM=MR=RWC（第三层方形）,VBG=GL=LQ=QVB
（第 四 层 方 形）,AUF=FK=KP=PＡU （最 内 层 方
形）。由于不同层次翻折高度不同，
且每层翻折
高 度 应 保 持 相 同 。 所 以 DE=IJ=NO=ST=XY,
CD=HI=MN=RS=WX,BC=GH=LM=QR=VW,AB=FG=KL=
PQ=UV,由此得出 AE=UY。面积角度五层不同大
小正方形由小到大依次层叠，
从上至下面积依
次递增。AB<BC<CD<DE,AF<BG<CH<DI<EJ。以底
层面积最大的不规则四边形为例，折叠时沿橘
色线翻折第一层、绿色线翻折第二层后，形成
第一层橘色阴影重叠区域和第二层绿色阴影
重叠区域（图 8）。∠a3 保持不变，∠a1 构成三

Fig.6

图 6 IN-NE 方形旋转折纸灯具

IN-NE square rotating origami light fixture

1.2“132 5.”
折纸造型应用实践

个角度不相等的面，分别为两个相互面折叠的
阴影面和正方形外漏的三角形最小角度的锐
角区域面，
且折叠面锐角角度大于未覆盖面锐

对 2010 年黑金色方形旋转折叠连衣裙进

角角度。∠a4 则为折叠后形成的两个面，
被相

行复刻实践得出版型（图 7）。在版型绘制过程

邻的∠a3 所覆盖。∠a2 被第二层的折叠后的

中先行绘制 DIJE 不规则四边形，
再由下向上绘

∠a4 和相邻不规则四方形折叠后的∠a1，
涉及

制 CHID、
BGHC、
AFGB，
得出 AFJE 区域。接着由左

图 7 方形旋转折叠连衣裙平铺和折叠版型
Fig.7

Tiled and folded versions of square, rotation and folded
dresses

图 8 折叠后不同角的位置变化
Fig.8

Position changes at different angles after 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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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个面，及∠a4 的

三宅一生的很多作品中都以褶皱方式呈

两 个 面 和 ∠a1 的 三

现。这些服饰很多都是在缝制成版式后再被处

个面。而整个倒幅旋

理出褶皱，
呈现出丰富流畅的线条。“132 5.”

转 的 角 度 为 ∠a4 的

系列的裁片是一片规则的几何形体，减少了面

二 分 之 一 （30° ~

料的浪费。服装基本上是熨烫成形的，将演变

35°），
每个面旋转的

过的折纸形态转印到打版纸上后再转印到面

30°也代表日常人体

料上，通过压烫机制作出每一条折痕，之后再

腰部的活动范围 （非

进行缝制、按照规律折叠，最后再在折叠好的

特殊和极限运动）为

服装上熨烫定型。

30°左右，水平左右

图 9 人体日常腰部活动范

扭转的活动面主要为
左右两侧腰（图 9）。

围
Daily waist activity

Fig.9

range of the human

在 黑 金 色 方形 连

body

衣裙方形旋转折叠的

2.2“132 5.”
折纸工艺原理及实践
在制作过程中一定需要注意在不规则四
边形两对角谷折的过程中，保证折叠后右线段
和下线段相互重叠，
且重叠点在下线段 3.5 等
就需要沿折叠线熨烫一
分处。每折叠一条线，

设计中，运用了二倍角和非标准三角形函数

次。经过多次熨烫定性后将左右两端侧面 AE

原理将不规则四边形沿中间对角斜线对折形

与 UY 连接，
进行旋转翻折。翻折步骤为重复翻

成两个部分重叠的三角形。在反复连续的折

折（图 11），以一个面开始翻折，沿橘色虚线对

叠中形成了 5 个大小不等上下重叠的四方形

齐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形面，灰色是重叠部分，

（图 10）。∠a1=∠a2=∠a3=∠a4=∠a5，且小于
30°每一条线段的交叠点都在其下一条线段
的 1/3.5 处。此款的三角形并非为 30毅、
60毅、
90毅的三角形，若边长 x=1，则短边边长 y= 姨 2

-1，斜边边长 z= 姨4-2 姨 2

。

[10]

图 11 折叠步骤
Fig.11 Folding steps

白色为外漏三角形部
分。第二层的翻折也
是以橘色为中心线对
齐，将两边重叠，形成
蓝色重叠面。按此方
法 依 次 向 后 折 叠 ，形
成旋转柱状的四方形
图 10 折叠后结构解析
Fig.10

Structural analysis after folding

（图 12）。
在完成模型的尺

2 三宅一生
“132 5.”
工艺分析

寸设定后，
即可进行白

2.1“132 5.”
折纸工艺

坯面料的基础折叠旋

图 12
Fig.12

折叠后效果图

Renderings after 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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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折纸模型白坯小样实验
Fig.13

Origami model blank samples experiment

得出以
转 1:5 小样实验（图 13）。经过数次试验，

EJ=JO=OT=TY=50cm 、DE=IJ=NO=ST=XY=37cm 、

下详细尺寸及详细角度和长度数据。由下向上，

DI=IN=NS=SX=40cm 、CD=HI=MN=RS=WX=28cm 、

从左到右。顺时针第一层分别为 88毅、
110毅、
72毅、

CH=HM=MR=RW=30cm 、BC=GH=LM=QR=VW=20cm 、

90毅；
88毅、
110毅、
72毅、
90毅；
87毅、
112毅、
71毅、
90毅；
85毅、

BG=GL=LQ=QV=23cm 、AB=FG=KL=PQ=UV=AF=FK=

114毅、
70毅、
90毅；第二层分别为 86毅、
112毅、
72毅、
90毅；

KP=PU=17cm（图 15）。

89毅、
109毅、
72毅、
90毅；
87毅、
114毅、
69毅、
90毅；
86毅、
114毅、

在完成五层方形山折、谷折的折叠旋转

68毅、
90毅；
第三层分别为 89毅、109毅、72毅、90毅；87毅、

后，放到人台进行整体造型调整，为了造型效

108毅 、
72毅 、
90毅 ；87毅 、107毅 、71毅 、90毅 ；87毅 、114毅 、

果局部折叠位置进行折叠处的线段缝合，经过

69毅、
90毅；第四层分别为 85毅、113毅、72毅、90毅；

数次调试后完成“132 5.”连衣裙的复刻制作

87毅、115毅、69毅、90毅；85毅、116毅、69毅、90毅；89毅、 （图 16）。
114毅 、67毅 、90毅（图 14）。 长 度 尺 寸 分 别 为

Fig.14

图 14 “132 5.”
连衣裙展开版型各角角度

Angle of each corner of“132 5.”Dresses unfolded versions

图 16
Fig.16

在制作过程中应当考虑到面料的幅宽问

Fig.15

图 15 “132 5.”连衣裙展开版型各边边长

Side length of each side of “132 5.”Dresses unfolded
versions

复刻“132 5.”连衣裙折叠和展开效果图

Replica“132 5.”dresses folding and unfold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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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AE 为面料长度、EY 为面料宽度。EJOTY 构成

纸模型，在折叠过程中造型角度、长度以及折

了连衣裙的下摆，E 至 Y 的宽度决定了面料的

叠次数的改变，
都会使得面料旋转弧度和服装

幅宽。以所复刻的 160M 码为基准，幅宽可达到

的造型空间、
舒适度发生改变。当“132 5.”的

1.76M（图 17）。

服装穿着在人体上时，身上分布着大大小小整
齐排列的几何形状，但人体却又活动自如，并
没有被衣服的包裹而感到束缚。对称和螺旋的
结构形态是“132 5.”品牌设计的两种主要几
何折纸模型。螺旋式设计连衣裙是以特定角度
而对称式设
螺旋排列的三角形罗列在服装上，
计连衣裙则是以人体中心线为中心轴，折叠后
相对等的形状组合而成。
且两个三角形面积差为黄色区域（图 18），

图 17 “132 5.”连衣裙版型纱向、幅宽

Fig.17 Yarn direction and width of the“132 5.”dresses versions

翻折后为方形表面彩色涂层区域，
分别为 ABa、
BCb、
CDd、
DEe、
FGf、
GHg、
HIh、
IJi、
KLj、
LMl、
MNm、

3 三宅一生“132 5.”
面料和色彩分析

NOn、
PQq、
QRr、
RSt、
STy16 个三角形面。由此可

3.1“132 5.”
折纸面料和色彩

以得出四方形中翻折三角形面积小于被覆盖三

“132 5.”系列的颜色搭配是以黑色和灰

角形面积，
且两个三角形面积差为黄色区域。

色为中心配以亮金色、橘色、亮蓝色的金属镀
膜涂层。金属色块的分布不是由折痕来限制，
强
而是跨越了折痕展现在不同的立体块面上，
调服装视觉的层次感。所使用的 PET 聚酯纤维
再生材料采用回收的废旧塑料再生材料通过
合
研磨，溶解，制作而成。具有很强的抗皱性、
适的软硬度，经过特殊熨烫的折痕在这种面料
中不易消失，未有折痕的部分则不轻易起皱。
面料材质轻盈，如若面料过重的话，则会影响

图 18 彩色图层区域在版型上的位置分布
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color layer regions on the layout

到服装的立体造型的预期的效果,这种特殊的

Fig.18

PET 再生材料与折纸设计相配合将服装造型上

4 结语

的几何效果完美呈现。在 PET 聚酯纤维面料折

“132 5.”
系列立体且舒适，是二维与三维

叠成四方形的表面上，涂上特殊的金属肌理感

的完美融合。只需简单的旋转折叠存放，节省

镀膜涂层，展开时色块涂层随几何展开的变

空间不易皱，无需过多熨烫来保持服装的造

化，色块涂层发生位移，使得服装看上去充满

型。印证了西方传统美学的对称、空间和秩序

未来科技感和几何色块美感。

感的观点，
在古西方的建筑设计中也多以几何

3.2“132 5.”
折纸块面构成原理及实践

设计法则为主，
讲究黄金比例。三宅一生
“132

折纸 与 服 装 的 结 合 在 三 宅 一 生 的“132

5.”
系列之所以能取得世界时尚界的认可和广

5.”系列是具有实际意义和突破性的，其最重

大消费者的追崇，
不仅是因为他在作品中使用

要的价值就体现在服装的平铺放置和穿着时

了折纸的概念和设计方法。而是他在这种设计

折叠的空间关系中。不管怎样变化设计中的折

法中，兼具了东方服饰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同

服饰与艺术：
设计灵感

立
时也结合了西方审美中几何结构和秩序感，
体与平面完美融合，赋予了服装不一样的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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