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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理念下的一衣多穿服装结构设计研究
王小雷 1,2
（1.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2.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类一衣多穿服装应运而生，但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产
对国内外代表性
品普遍存在重复度高、实用性不强等问题。[研究方法]针对这一现象，
采用实证调研及设计实践等方法，
的一衣多穿服装品牌和设计师作品进行梳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3+”一衣多穿服装的结构原理和设计应用。[研究结果
与结论]研究认为：
以基础理论和设计推导为主，通过挖掘延展原理与一衣多穿服装在款式变化、设计应用之间的内在联
系，
采用“相加、
变化、
合一”
的方法，
获得有别于传统“一体式”和“零件式”的造型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衣多穿服用性
差、
适应面窄的难题，
拓宽了一衣多穿的理论研究范围，
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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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design of convertible cloth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3+’
Xiaolei Wang1,2

(1.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2.Wuhan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Textile and Apparel ,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people蒺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rious types of convertible
clothing have emerged at different time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s
have high repetitiveness and poor practicality.In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the paper adopts methods such a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practice to analyze the work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resentative clothing brands and designers to
complete this article. By explor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nsion principle and one-dress multi-dress in style
changes and design applications, ‘one-piece’and‘part-style’design, fundamental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poor wearability
and narrow adaptability, and widens the clothing. The theoretical scope of multi-wearing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Key words:‘3+’concept; convertible clothing ; extension; basic structure

时尚是一面镜子，
映射出时代特征。一衣多穿在不同年代、
不同民族都出现或存在过，
快时尚的迅
也将一衣多穿重新带入人们的视线中。一衣多穿
猛发展引发了人们对服装及相关生活态度的再思考，
使服装具有更多的观赏性和实用价值，在
是指一件衣服通过不同的着装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外观效果，
美化自身的同时还可以节约资源达到生态环保的目的，
深受消费者青睐。一衣多穿种类繁多、
功能各
性能上分为服用性和非服用性；
用途上
异，
结构上分为一体式和零件式；
操作上分为互换式和拆卸式；
分为实用装和表演装。互换式作为一衣多穿中的基础范式突出了样式的多变性及消费者的参与度，具
赵孟超的
“压褶
有较高的商业性和理论研究价值，
因而受到广泛关注，
也是本文的研究基础[1]。许旭兵、
的形态设计”[2] 以互换式一衣多穿为研究对象，
服装
‘一衣多穿’
强调设计师与着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提出了
“设计师—服装—穿着者—设计师”的创作概念。并在材料的拓展性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性探
索，通过面料的压褶处理丰富了服装的外观效果，使褶皱独特的延伸性、包容性以及趣味性在一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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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中得以充分展现；
朱铿桦的
“
‘互动参与式’服装设计方法的系统构建研究”[3]从设计理论着手，研究
认为一衣多穿服装设计系统与传统服装的最大差别在于消费者在系统中占有较大比重，设计师仅仅
起到提供素材库和操作引导作用，提出了在“互动参与式”服装设计系统中起决策作用的是消费者而
不是设计师；在一衣多穿的商业化实践与探索中，国内品牌起步较晚，
主要包括江南布衣的部分系列
以及 RAN BI 的模块化产品；
美国设计师唐娜·凯伦（Donna Karan）在一衣多穿的设计方法上进行了有
益尝试，
设计师不是一味炫技、
孤立强调一衣多穿的变化能力，而是秉承“现代人设计现代化服装”的

“cozy”
理念，
将都市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融入一衣多穿手法中使服装充满了时代美感。DKNY 旗下的
系列以针织外套为基础型通过扭曲、伸展后可呈现 12 种着装效果，
这种适合上班、旅游、社交等多场
“权力套装”
，满足了现代女性多
合的外套，
以一衣多穿的形式简化了穿衣搭配的过程并替代了盛行的
方位需求成为一衣多穿成功的商业典范[4]。以上学者和设计师分别从一衣多穿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应用
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本文希望从服装结构原理入手找到更多适合一衣多穿的基础结构，为设计应用和
款式创新创造条件。

1 一衣多穿研究新趋势——
—“3+”
理念
一衣多穿服装成为
“T”台新秀，受到
随着生态理念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多角色服装需求的增加，
人们推崇，
但模仿多创新少、
秀场多商场少的
“两多两少”
现象突出，
究其原因主要缺乏新的思路，
基础
如上下互换、
前后互换来获得新的
研究空白点多。传统一衣多穿服装是通过改变基础款的着装方式，
造型，
因此基础款肩负
“一变多”的责任，为平衡各款式间的造型以及方便互换，
基础款的设计一般较
为简单、
前后同片现象严重。主要依靠材料伸缩性能以及缠绕手法体现服装造型，
在人体结构、
运动机
片面
能等方面考虑欠缺，
服装的外观效果和实用性都有待提高。另外任何产品都存在功能的有限性，
强调款式的多变性容易将人们带入以量取胜的误区而忽略了服装的基本功能，不利于一衣多穿服装
的发展。
大小、
范围向外延长、
伸展获得的新造型。
“3+”
设计领域的延展是指在原始型上通过长宽、
一衣多
穿服装借用延展原理采用
“相加、
变化、
合一”
的设计方法，
得到服装的基础款与外延衣片两部分，
并通
过外延衣片的设计变化使服装获得不同的款式造型，
达到一衣多穿的目的，
具有分工明确、适应面广、
“3+”
分工明确。基础款负
还原性好三个特点。
一衣多穿服装的基础款与外延衣片在结构上彼此独立、
责服装的服用性能，外延衣片负责服装的款式设计变化，
这种明确的职能分工保证了产品质量，解决
了一衣多穿服用性差、
款式缺乏创新的问题。延展原理是通过服装基础款尺寸的外延获得新的款式造
型，
操作方法简单、
实用性强具有广泛的适
应性与推广价值，适用于不同的服装类别
裤子等。
“3+”
如上衣、
裙装、
一衣多穿服装
中款式的设计变化主要集中在外延衣片，
各款式间的互换和手法变化主要通过纽
无破损性操作提高
扣、
拉链等开合件完成，
了衣片的还原性和完整度，为服装的二次
利用创造了条件（图 1）。

2“3+”一衣多穿服装的设计构思
2.1 表现手法

图 1 “3+”
一衣多穿服装基础结构
Fig.1

Basic structure of‘ 3+’convertible clothing

表现手法是设计师长期从事相关工作中技艺与方法的总结，强调手、
脑结合，它是设计思想的物
“3+”
其独立性以及平面化的结构特征具有较
化再现。
一衣多穿服装的款式变化由延展衣片负责完成，
强的可塑性和表现力，
适合于服装造型中常见的平面手法和立体手法（图 2）。平面手法的应用主要是
通过调节延展衣片的大小及形状达到丰富服装廓形的目的，
这种手法简洁明快、效果突出，如增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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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尺寸能在视觉空间上强化服装的外观造型，并利用材料自身重力形成的悬垂感及褶皱来美化服
能有效增强作品的空间感与体积
装。立体手法在延展衣片的空间造型上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可视性，
翻转法、
层叠法等[5]。提拉法通过对面料的向上拉伸形成褶皱空间，
包括单褶提拉和
感，
主要有提拉法、
多褶提拉。单褶提拉由于作用面较广、
体块突出，
多用于大廓形款式和表演装的设计；
多褶提拉具有较
垂挂也是延展衣片中常用的立体手法，
面料在重力
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画面唯美，多用于各类礼服；
作用下自然垂坠，
布边呈现波浪状具有飘逸之感，
多用于各类休闲装如大摆裙、
阔腿裤等（图 3）。

图 3 AcneStudios 作品

图 2 延展衣片不同的造型手法
Fig.2

Different modelling methods of extending garment sections

Fig.3

AcneStudios蒺s works

2.2 表现形式
通过对人体形状进行柱状式归纳并结合服装特点及实际应用规律，笔者总结出“3+”一衣多穿
服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全方位和丰富性两大特点。全方位是指延展衣片在位置安排上的全面性，即
可在基础型衣身的任意区域设置一个或多个延展元素（图 4）。由于不受位置制约，设计师的表现空
间更加广阔，人体的任何部位都可能成为设计
焦点，
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衣之间的关系；丰
富性是指延展方式及外观的可变性和多样化，
作品可以是直线分割，也可以是曲线或斜线分
割（图 5）。如荡褶在不同的分割形式下呈现的效
果也各不相同，纵向式荡褶呈现出均匀且富有

节奏感的“S”型，外观典雅漂亮多装饰于裙边；
横向式呈现出波浪型，
大的荡褶热情奔放、小的

图 4 丰富的表现形式
Fig.4

婉约细腻，主要用于裙下摆；斜向式装饰性最

Diversity of expressions

强、使用面最广，通常用于大“V”型领口服装以
及礼服的胸、腰、臀等部位能较好地烘托作品氛
围；组合式是各类形式的集合体，变化最为丰富
特征也更加明显，在一些创意服装和舞台装中
应用较多。由于组合式具有较强的变化性，
在服
装的款式设计、色彩应用以及纹样选择上都需
也
统一协调，
如果一味强调变化而忽略了整体，
会给作品带来松散凌乱的感觉。

图5
Fig.5

中道友子作品

Nakamichi Tomoko蒺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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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计效果
效果是在给定条件下由其动因或
所产生的
其它原因等行为对特定事物，
系统性或单一性结果。服装设计效果
由服装款式造型、
色彩、
材料、
装饰以及
展示空间等综合因素组成，是服装最
直观的表现，能给人明确的判断和感
受。“3+”一衣多穿服装表现手法与表
现形式的有机融合为设计师提供了一
个独特的创新平台，其包容性、转换

图 6 综合设计图示
Fig.6

性、无障碍等特点能充分激发设计师

Graphic expression of comprehensive design

的设计灵感，达到既定的设计效果并
将其转化为产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一衣多穿（图 6）。在造型手法上平面
与立体的结合使得服装的设计效果
更为饱满，延展衣片既可利用材料本
身的重量获得自然的垂坠效果，也可
采用立体手法获得不同的褶皱，增强
了服装的灵活性、可变性。两种手法
还可在不同空间维度自由转换，理论
上为款式的无限量变化提供了可能；
在外观效果上二维与三维空间交融，
既有长短变化形成的外观廓形，也有
重叠、堆积产生的体积空间，丰富了
作品的视觉效果满足了不同角色的
需求；在细节工艺上分割、镶嵌、拼接
等平面手法与抽缩、褶皱等立体手法
并存，作品的装饰性和局部表现力进
一步加强，能够产生设计亮点提高作
品的观赏性与审美价值（图 7）。

图 7 Lazaro Hernandez & Jack McCollough、Rick Owen 作品

Fig.7

Works of Lazaro Hernandez & Jack McCollough, Rick Owen

3“3+”一衣多穿服装的应用推导
3.1 设计师角色的多元化
“3+”一衣多穿服
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A·偌曼在《情感设计》[6]一书中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设计师，

装中的预留设计通过引导消费者参与，使设计师、服装、消费者三者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设计师—服
装—消费者”
转变为
“消费者—服装—消费者”
，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了现实。角色的转换加深了消费
者与服装间的感情，作者同时指出“情感化在产品设计上有巨大的功能作用，产品的真正价值是为了
。消费者通过参与设计将情感物化，
使人、物
满足情感需要，
使用户产生共鸣，
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随着时代
间产生情感依恋，
从而提高服装的使用率、延长服装的使用周期；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追求，
“自我暴露”
的工具，承载着人们没有说
的发展服装已超出保暖御寒的实用性功能，
成为了社交场合中
价值判断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
这种个体
出的心境和对自我身份的旁白。由于消费者在审美情趣、
间的差异会在参与设计的过程中暗化到作品里，呈现出各自风格特征，
提高了服装的辨识度满足了现

56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零年

六月 / 第九卷

第三期

代人追求符号化与时尚感的愿望[7]；拓展了设计外延，角色的转换使得设计师的设计心理与设计行为
发生改变，
消费者的兴趣点、
参与度被一并纳入设计范畴，
即由单一物的设计向设计服务转移。设计师
更多充当指挥的角色，
负责提供产品的整体概念与创作流程，
将部分内容交予消费者完成，
使设计师、
产品、消费者重新走到一起；增强了消费者的参与意识，作品的实用性与消费者的参与性是实现一衣
多穿的前提，
当产品具有了一定的实用价值，
消费者能从中有所得才具备了参与活动的可能性[8]。过于
复杂和难以完成的设计也会影响消费者的参与热情，
“愿意参与、
能够完成”才能最大限度调动消费者
的积极性、
完成角色的转换。

3.2 操作的方便性与灵活性
一衣多穿服装品类繁多、穿用方式各不相同，如果缺少对操作环节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性探索，容
易脱离实际增加服装的使用难度。如过量的零配件组合设计以及说明书式的操作指南显然违背了服
“3+”
装作为日常用品的基本属性，
阻碍了一衣多穿服装的发展。
一衣多穿服装的特点在于多变的着装
方式以及丰富的款式造型，
良好的操作性是设计方案有效实施的前提。首先相对固定的操作方式方便
了消费者的使用，
“3+”
一衣多穿服装的款式变化及操作范围仅限于延展衣片，不涉及服装基础款，消

费者无需穿脱可在着装状态下直接完成款式互换，达到一衣多穿的目的；其次服装款式的变化转换主
要依靠扣子、
环形针以及拉链等开合件协助完成，
这类开合件不仅操作方便可靠度高而且色彩丰富造
型美观，既可以直接应用到作品中起装饰点缀作用，也可和面料颜色相一致，通过忽略自身的存在来
凸显服装的风格特征，
达到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的统一[9]。

3.3 作品的还原性
还原性是指服装使用周期结束后
通过简单拆卸衣片呈现的结构特征、外
观与初始状态的相似程度，较高的还原
性可以提高服装的二次使用率，它是实
现生态设计的重要保证，体现在产品的
基础结构、外观设计以及使用过程三方
“3+”
一衣多穿服装采用延展原理，
面[10]。

图 8 结构还原性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uctural reduction

基础款与外延衣片在结构上互为一体保
证了服装的整体性，使其具有较高的还
“一片式”效
原度，部分款式还可以达到
果，
避免了零件式服装中衣片配伍性差、
还原度低的问题（图 8）；款式设计以简
约的“H”型、
“A”型为主，直线型衣片结
构清晰明确避免了繁复的轮廓及不必要
的装饰，
提高了面料的使用率、
缝制效能
以及还原性；使用过程中款式的设计变
化与转换均由扣子、拉链等开合件协助
完成无破坏性操作，
拆卸后完整度高、无
破损现象。作品的还原性使服装的生命
周期模式由传统的线性式“产品—使
用—废弃”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闭环式
“产品—使用—再利用”
，为二次利用创
造了条件[11]（图 9）。

图 9 三宅一生作品

Fig.9 Miyake Issey蒺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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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3+”
一衣多穿服装秉承生态设计理念，从基础结构原理入手将服装的服用性、款式变换的多样性
以及操作的方便性作为研究重点，并将该理念贯穿到服装设计的各个环节，
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衣多穿
现象。
“3+”
者，
相反鼓励和提倡人们对美的
中常见的
“两多两少”
一衣多穿服装本质上不是
“禁欲主义”
生活的追求，并将这种美的造物思想融入服装中，探寻人、物、自然的和谐之道，最终实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的大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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