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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理念下的服饰配件的设计探析
邓琼华
（江西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学院，
南昌 330201）
摘 要院[研究意义]研究 DIY 理念开拓设计者的思维，增强其动手能力的趣味性，创造独一无二的新颖作品，为消费者
因此发展 DIY 理念下服饰配件设计具有现实意义。DIY 手工制作的服饰配件产品，
既能满足服饰搭
提供设计的新途径，
配的个性化需求，又让每位消费者参与设计，体会制作的趣味，做到人人都是设计师，极具市场价值。[研究方法]通过课
程改革促进 DIY 理念思路的融入，对服饰配件设计开辟新的探究。[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DIY 独有的魅力在于从
启发设计师的设计思维，为人们增添更多的
设计改革着手，
融入到生活，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同时，
手工乐趣，更为提高全民的艺术修养起到推动作用。将 DIY 配件设计“个性化”
“创新化”
，并通过学生作品实例看到廉
价、
废弃的材料也能通过 DIY 的打造，
成为下一个时尚。这不仅具有着传承手工艺的社会价值，
更具有着推动全民艺术
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关键词院DIY；服饰配件设计；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TS941.3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20）04-0064-06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garment accessories based on the DIY concept
DENG Qiong-hua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Nanchang 330201)

Absrtact: The study of DIY concept opens up the thinking of designers, enhances the interest of their hands -on ability,
creates unique and novel works, and provides consumers with a new way of desig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accessories design under DIY concep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DIY hand-made clothing accessories products can not only
meet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clothing matching, but also let every consumer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and experience the
interest of production, so that everyone is a designer, with great market value. Through the curriculum refor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Y ideas, the clothing accessories design to open up a new explor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DIY The unique
charm lies in starting from design reform, integrating into life, creating more practical and artistic values for the society,
inspiring the design thinking of designers, adding more fun to people's handiwork, and promoting the art accomplishment of
the whole people. DIY accessories design is "personalized" and "innovative", and students' works are used as examples to see
its cheapness and waste Discarded materials can also be made by DIY to become the next fashion. This not only has the
social value of inheriting handicraft, but also has the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rt.
Key words: DIY; clothing accessories design; application analysis

“Do It Yourself”
“DIY”的英文缩写
，即“自己

修养，利用简单的材料和易掌握的制作方式去展

动手做”通过已有的小物件或旧物，根据设计者

现每个人的创意，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设计师。

创意构思利用简单的工具制作出全新的作品，
且

其实对 DIY 服饰配件设计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作品是独一无二的。DIY 理念在服饰领域应该非
常广泛，
如服装设计、服饰设计、
家装、
布艺、染织
结合自身的美学
艺术等。它主张自己动起手来，

年代西方朋克风格中已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就主

张 DIY 来打造粗糙的风格，
如皮革和铆钉结合的
这些设计更多的注
狗链装饰，
故意的磨损、
撕裂，

重通过廉价的材料自己动手体现该风格的整体
着装效果。在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如何将手工
2019-10-17；

2020-04-07。

DIY 运用在设计中，而这些手工 DIY 更多的是传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S19108)。

《手工时
统手工艺，如《中国红：传统手工艺》[1]、

邓琼华，
硕士，
江西服装学院服装设计学院副教授。

光：中国结》[2]、
《中国手工艺文化》[3]、
《纸编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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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4]、
《生生·匠心比心》[5]，同时也有较多的相关

们而言，造型设计的独一无二性，个性化的极大

本文的重
论著研究 DIY 手工在服装设计中运用，

展现就是服饰品设计的另一新的辟机。

点是研究融入 DIY 理念下的服饰配件设计，推动

1.2 服饰配件设计的材质美

可以通过 DIY 手工实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完成自

来的美感，
是对材料本身的审美价值的重新认识

己的梦想作品。

和提高。传统昂贵的黄金、珠宝饰品已不能满足

1 服饰配件 DIY 设计的原则

现代服饰配件的需求，
对于新材料的选择和运用

DIY 创新意识的增加，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人都

服饰配件是指除服装以外所有附加在人体
[6]

材质美更多的是指材料本身质地所展现出

已经成为设计师寻求的亮点。除传统材料外，新

帽
上的装饰品和装饰 ，
其中包括鞋、
包袋、首饰、

材料的选择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如废旧的易拉

饰、
腰饰、
眼镜、
手套、手表等，
在现代着装中甚至

罐、
皮绳、旧灯泡、
缎带、
布艺、
绳结、
水晶泥、压膜

将假发、打火机、伞、纹身等都纳入服饰配件中。

亚克力、合金藤条等，只

对于服饰配件，它在着装中同样也是不可忽视

有你想不到材料，没有

的，它同样传递着着装者的众多信息，同时更好

你用不好的材料。利用

地加强完善服装整体搭配效果.服饰配件设计的

小木块切割出多面体坠

原则强调“造型美”
“材质美”
“色彩美”
“图案

子，上色后再做旧处理，

美”
“材质肌理美”
“工艺美”等多种形式的元素

穿上皮绳，这便是风格

高度协调的产物。

别样的个性项链（图 2），

1.1 服饰配件设计的造型美

促
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

造型美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提

使我们对材料的选择不

出来的必然要求。在造型艺术中，服饰配件设计

再停留在新材质上，
废弃

的造型丰富而多样，
通过创造性思维掌握设计方

的小灯泡焊接上耳钩就成为了新的时尚（图 3）。

法和造型手法，结合服饰配件设计的造型特点，

图2

木块项链

Fig.2 Wood block necklace

市场上各种多元化的材料及工具，以及网络物流

将设计灵感转化为设计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的便捷，
这便使得设计的灵感构思能够得到最大

有别于服装设计的造型设计，
服饰配件设计在造

这也为 DIY 的爱好者提供多样的材
限度的实现，

型的创新突破上都不受人体的制约，可以逼真、
抽象、
趣味、
甚至是偶然。如爱马仕奢华蔬菜珠宝

料选择，合理科学的运用手工制作的材料，你将
会发现乐在其中。

胸针，就是通过蔬菜的仿生设计的造型来演绎
的，
营造低调的奢华（图 1）。对于 DIY 的设计师

图3
Fig.3

灯泡耳环
Bulb earrings

1.3 服饰配件设计的色彩美

色彩美是视觉感官所能感知的空间性的美，
图1

爱马仕胸针

Fig.1 Hermes brooch

是人们通过视觉生理和心理所反映出来的感情
效果。色彩是服饰配件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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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首饰设计中，
由于天然宝石丰富且颜色多

逐者（图 7）。还

样，由于这些材料的折光力很强，在光源的折射

有一些设计师较

下呈现其晶莹剔透、五光十色的效果，这也就是

注重将手工价值

配件设计的材质造就色彩美，以色彩为主导的设

与手工娱乐结合

计思维从古至今来都是配件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在一起，如美国

宝格丽在 2011 年的“蓝宝石花”系列与“地中海

著名设计师扎

的丰富颜色与璀璨光芒，呈现大自然的缤纷之

Posen)，将父亲留

伊甸园”
系列里，
注重细节和色彩，
借助彩色宝石
美，
耳目一新，
独一无二（图 4)。世界时尚主流趋

克 - 珀 森 (Zac

Gucci package

下来的一个传统

向多元化，色彩对时尚的影响尤为重要，天然的

复古打 手提 包，

宝石过于昂贵，难以完成 DIY 加工，无法满足大

通 过 DIY 打 造

型材料，多彩色的亚克力、人造材料来满足跟上

在背带上装上一

时尚的脚步（图 5）。

些铆钉和复古徽

众消费群体，但时尚离我们很近，取而代之是新

图 7 Gucci 包包

Fig.7

成双背包，同时

章（图 8）。

图8

Fig.8

Zac Posen 包包

Zac Posen package

1.5 服饰配件设计的材质肌理美
材质肌理美是指材料本身的质地、肌理，可
表面或内部的纹理美感。材质具体而言实质的东
西是材料的性质要素，
纹理形态是材料的肌理要
素，设计师时要将两者紧密结合。服饰配件设计
较之服装设计在材料选择上更加广泛，近几年来
如鳄鱼皮、蛇皮、鸵鸟皮
各种皮革肌理大行其道，
包袋、
鞋类设计中占进风头（图 9），
还有天然宝石
的生长纹理，
这些肌理效果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
图4

图 5 亚克力项链

宝格丽项链及戒指

Fig.4 Bulgari necklace and ring

Fig.5

Acrylic necklace

1.4 服饰配件设计的图案美
图案美本身就是较强的装饰性手法表现。在
服饰配件设计中图案常常运用在包袋、袜、手套
众多大牌包包，
如 LV
运用广泛，
尤其是包类作品，

财富和瑰宝，
如绿松石、
黄龙玉、翡翠、
玛瑙，祖母
绿 （图 10）。我们可以并通过独特的肌理构成服
饰配件设计，来引发欣赏者的思考，体现设计的
灵感与制作意图，在与众不同的艺术样式与视觉
效应中追求设计的生动性和鲜明性。

在 1888 年就推出了经典 Damier 图案，
后续推出了
Monogram 图案（图 6），
Gucci 在 2016 年推出的酒

神包也将大量的刺绣花鸟虫兽图案、天竺葵印
花、
油画花纹图案、
巴洛克浮雕花纹、
彩色亮片装饰图
案等将大量的图

图9

案通过经典双 C

星都成为它的 追

图 10 绿松石手镯
Fig.10

Turquoise bracelet

1.6 服饰配件设计的工艺美

帆布以及反绒面
牛皮制作，众多明

Dior 秀场鞋

Fig.9 Dior show shoes
图 6 LV 包包

Fig.6 LV package

工艺美是通过工艺手法，可以手工 DIY 或机

器再造获得的作品美感。在服饰配件设计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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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项链、指戒、手镯（手链）、胸针、耳环、
臂环等，
现代年轻人需求不在是追逐金、
银、
珠宝等材质的首饰，
更多的是系列首
饰设计，利用市场的半成品材料加上创
新设计思维，通过 DIY 的形式呈现出

来，既有创意又经济实惠，还能完善整
体服装的搭配需求，展现自我个性，独

图 11

工艺手工项链

Fig.11 Craft necklace

图 12

皮雕零钱包

Fig.12 Leather wallet

一无二。尤其是在首饰的 DIY 设计作品
中我们可以通过淘宝获得非常多的原

材料，各种风格一应俱全，只要你能想

工方式不一样，产生的美感就不同，手工艺品富

的风格都能买到相关的原材料，
如浪漫风格的首

于人情味令人感到亲切自然而机械加工产品规

饰，可以选择珍珠、花型软陶、仿钻、布艺花饰等

整雷同，更多的体现了工业化社会的现代美感，

材料进行 DIY 创作；个性前卫风的首饰，选择的

不同的加工美，体现服饰配件外观美就不同，在

废旧的机械部件、
材料更广泛，
可以是金属铆钉、

首饰设计类，工艺美就是重要的因素，如花丝工

各类皮料、
毁色的条带、
斑驳纹理的石头等；田园

艺、冲压工艺、电镀工艺、錾刻工艺，现代首饰制

风格的首饰，可以选择麻/棉绳、木质、小彩珠等

作已不再单纯拘泥于传统工艺，
只要设计作品需

同时结合编钩针手法贯穿设计。

要，我们就可采用更多方便简洁的 DIY 的方法

在首饰设计过程中，尤其是 DIY 设计作品，

腐蚀（图 11）等等，这些加工工艺将
磨、裹环、
钻、

通常可以根据以下思路进行：
淤根据流行趋势及

工艺的包、鞋等也是独具匠心的，皮雕是具有深

作品生命，
哪怕是一个故事、
一个概念、一段典故

通过工艺手法的融
厚历史渊源的艺术表现形式，

等这些都能带来设计的畅想。于有想法没有实物

给首饰制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 DIY 皮雕
入提升作品的价值和品味（图 12）。

2 服饰配件 DIY 设计作品的应用
作为服饰配件，它更多的需要依附于服装，

设计需要进行灵感构思，
有灵感的作品就赋予了

来实现也就相对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现有
的设计而言，
材料获取的优越性是现在 DIY 配件

设计盛行的必然，材料选择要满足于设计所需，

必须根据服装的风格、
材料、
造型、
色彩等因素进

不在于昂贵与否。盂对材料的属性，加工手法的

行搭配。每位消费者都希望不同的服装，都能有

了解是作品是否成功的依据，DIY 的配件设计的

且这
适合的服饰配件来搭配出崭新的视觉效果，
些服饰品价格比较亲民。通过导入 DIY 理念下的

乐趣就在于自己动手打造。

结合设计手法，导入 DIY 理念下的首饰设

教学极强发挥学生个人创意，培养其兴趣，使学

计，
我们来看看学生作品。系列首饰作品（胸针、

从最
生的作品（服饰饰品）能做到有异于市场上，

项链、手链、指戒），利用铜丝、仿珍珠、透明塑料

初的设计创意灵感构思开始，到作品造型的设

珠等材料，通过简约花型

计、材料的选择，色彩的运用、手工的制作，到饰

造型加以裹环工艺体现虚

品的最终制作完成，整个过程都体现原创思维，

实的结合，让我们看到空

也就是我们提倡的
“手工化”
“人人化”
体现。

体状态的圆和实体状态的

2.1 首饰类 DIY 作品的设计及应用

圆，尤其是在项链设计作

成
服饰品的作用更多的是补充、点缀服装，

品中我们看见了设计师并

功的服饰搭配往往服饰品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仅

不是完美的如机器般的加

能增色服装，还能烘托独特的个性气质，在所有

工，而是极赋手工味用铜

的服饰品中包和鞋可谓是服饰品的必备，而首饰

丝绕环工艺来体现作品

可谓是重中之重，首饰所包括的内容也比较多， （图 13）。系 列首 饰 作品

图 13
Fig.13

学生作品（1）
Student鸳泽 work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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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环、项链、手镯、指戒、胸针）根据大雨海棠这

感，面料再造也可以颠覆面料本身的属性，使其

部电影的灵感，整体系列用圆形、三角形等简洁

在外观上和手感上都独具个性，为了便于课程的

的几何造型，利用木质材料、火柴棍、皮绳等材

教学实施，本次课程改革采用了不织布材料完

料，
通过废弃木材利用线的并置加以手绘的工艺

成。无纺布（Nonwoven)又称不织布，是由定向的

其中用木块制作的胸针
表现形式突出灵感主题，

或随机的纤维而构成，是新代环保材料，色彩丰

保留了树皮肌理，既有粗狂质朴的外观，又有细

富、价格低廉，对于学生而言易做、易搭配、易出

腻的内在，
内在的图案是本系列的亮点。设计师

成效。系列包袋作品（钱包、卡包、手拎包、单跨

足以让作品个性非
利用丙烯颜料加上绘画功底，

包），
利用蓝色不织布及各种彩色绣线为材料，本

凡（图 14）。系列首饰作品《灵动》
（项圈、耳环、
胸

系列最大的设计亮点在于手工线绣的表现，有结

海螺、
仿珍珠、
仿
针）灵感来源于大海，利用贝壳、

子针法、平缝针法、平排针法，这些针法贯穿点、

钻、铁丝为材料，以浪花为造型，通过海螺、贝壳

线运用、面的造型元素的，在配色上运用同类色

原因的色泽肌理纹样为突出结合米粒珠和仿珍

的对比，各种不同深浅的蓝色和白色进行，在钱

强化的视觉效果的体现
珠串至凸显海水的律动，

线绣的四方连续纹样
包的图案设计上非常漂亮，

大海中的世界，该作品即优雅、浪漫又不失夸张

运用于包盖面，
作品不仅体现民族风格有又现代

及自我个性的展现（图 15）。

气息（图 16）；
系列包袋作品（钱包、手机袋、单跨
利用切割、
拼接的的工
包）利用简单的黑白二色，
业手法进行块状组合，
每一块的缝合拼接都是学

图 14 学生作品（圆）
Fig.14 Student鸳泽 works（圆）

图 16
Fig.16

图 15
Fig.15

学生作品（4）
Student鸳泽 works（4）

学生作品（3）
Student鸳泽 works（3）

2.2 DIY 在包袋类作品中的应用

包袋在配饰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
配合服装的整体性，包袋需要与服装风格统一。
造型、色彩和装饰是首要被考虑的因素，而包袋
的肌理往往被忽略，除了每种面料本身的肌理

图 17 学生作品（5）
Fig17

Student鸳泽 works（5）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生们 DIY 创造的惊喜，大家乐驰不疲，从中寻找

手工的乐趣，可以看见作品的简洁现代的特色，
在服饰搭配的选择范围也非常大，任何的休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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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的喜好完成自身最佳服饰搭配作品。
也在充实
DIY 在不断丰富艺术设计内涵的同时，

着服装设计的外延。这种创新打破了传统制作，

格服装、
运动风格服装都能搭配出与众不同的效

让学生充分的动手来，既是产品，既是能满足自

卡包、
手拎包、
单
果（图 17）；
系列包袋作品（钱包、

还将沿着这个思路，
继
身服饰搭配的需求。今后，

跨包）灵感来源于西瓜仿生造型设计，不管在色

续探索服装设计专业服饰配件设计手法，挖掘更

彩上、外造型上都能看到仿生是设计手法，碧绿

多贴近社会需要的新路。

的果皮，鲜红的瓜瓤、乌黑的瓜子无疑这些元素
都使的设计师迸发灵感，
年轻、童真、可爱这就是
她要表述的风格（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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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鸳泽 work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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