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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中绳带的装饰性设计
仵晗晗
曾红美，
戴 鸿，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西安 710048）
摘 要院[研究意义]从古至今绳带在材质及其应用范围上皆有很大的改变，
然而绳带元素与陕西民俗文化结合应用在现代
“陕西十大怪”
之一的 biangbiang 面为主题，
女装中较少。[研究方法]文章基于陕西民风民俗中的
提取线形元素由绳带形式
通过运用丰富的
表示出来，
进行系列女装的设计，
进而阐述绳带元素在服装中的装饰性效果。[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以此在系列女装中形成的各种特殊
造型手法在服装的各个部位进行抽褶、
打结、
穿插等，
对绳带自身价值进行二次创作，
质朴的穿着体验，
符合人们回归自然、
回归本真、
认知自我的心理。
的肌理对比，
具有极强的视觉效果，
带给着装者清新、
装饰性；
现代服装
关键词院绳带元素；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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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rative Use of Ropes in Clothing Design
ZENG Hongmei,DAI Hong,WU Hanhan
(Apparel and Art Design College，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ges in the material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rope
belt. Howev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ope belt element and the Shaanxi folk culture is seldom applied to modern women's
clothing. Based on the biangbiang noodles, one of the "top ten Strange Customs" in Shaanxi folk customs, this paper extracts
linear elements and expresses them in the form of rope and belt in a series of women's clothes and expounds the decorative
effect of rope and belt elements in clothing.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fabric reconstru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rough the use of rich styling techniques to pleated, knotted, interspersed, etc.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clothing, and the
second cre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rope belt is carried out, so as to form various special texture contrast and present a very
strong visual effect, bringing a fresh and rustic dressing experience to the wearer, it is in line with people's psychology of
returning to nature, returning to the reality, and self-recognition.
Key words: rope element; garment; decoration; morden costume design

“绳文化”
在璨若星辰的众多文化和文明中，
的诞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
[1]

物，横截面为圆形，有一定粗度，主要用来捆东
西。”
“带”
是指：
“有纤维织物、
皮革或其他有一定

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 。绳带

柔韧性的物质制成的条状物，其长度比宽度大很

带有原始气息的独特气质和简单质朴的结构特

[2]
用来捆扎衣物等”
。
多倍，
甚至上千倍，
呈扁长形，

征，
符合人们回归自然、回归本真、
认知自我的心

人们对于绳带的加工使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

理，内心对原生态事物的渴望，对简单自然的生

[3]
在没有文字以前，
人们就已经学会了
“结绳记事”
。

活状态的憧憬。《现代汉语辞典》中“绳”的定义

这一时期绳带主要起到连接衣片作用，使服装更

是：
“用两段以上的麻、
棕毛或稻草等拧成的条状

具有耐磨性、
抗拉强力，
增加服装的使用寿命。随
着时代的发展，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下，绳带造型不仅在服装上延续了其固定、连接
的作用，例如人们常用绳子绑东西、做中国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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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带、
跳绳等。从古到今绳带本身没有变化，但是
其作用经历了从实用性到装饰性的完美转变，掌
握好绳带应用在服装上装饰性的火候，绳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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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给服装平添几分装饰性和灵动感，
使服装具
有使用价值的同时又升华了其审美价值。因此，
着重从绳带对服装
本文以系列女装为研究对象，
装饰性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进行可行性的分析，凸
“修
显服装造型设计中的亮点,使服装更好地起到
饰”
和
“装饰”
人的作用。

1 绳带元素在成衣中的装饰性效果
1.1 成衣中织带装饰的美观性
织带虽小，
却承载着人们的聪明才智,在服装
中也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图 1 所示，
LOGO

字母织带搭配美颈设计，
创新的可拆卸腰带可多
增添穿着趣味的同
用作为时尚内衣的新颖细节，
时，装饰效用和功能性同在，提供了更丰富的时
结合金属扣件的
尚搭配。图 2 所示的条纹织带，

图 3 绳带穿插
Fig.3

图4

Rope threading

Fig.4

绳带抽褶
Rope shirring

1.3 成衣中不同材质绳带装饰的美观性

绳带本身的质感就很丰富，
将不同种材质的

尼龙织带化为装饰在创意女装中作呈现，突破了

绳带应用在服装上，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服装的视

只有素色的条纹设计思维，
摆脱了以往的单调与

觉效果。

乏味，更多的是设计师的创意，素雅又不失女人
味，
展示了条纹织带装饰性的不同表现手法。

丝织带给人们一种
轻柔、
高贵、
华丽的感觉[4]，
但图 5 展现出的棉麻材

质绳带的简单而质朴，

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心
理。图 6 中呈现光滑、
硬

挺的皮革绳带让人们嗅
到了野性的气息，同时
绳带随着步伐呈现给人
们的律动感，打破了服
帅气、
硬
装原有的沉闷，
朗、又不失狂野……同
种绳带材质的不同组合
图1

字母织带

Fig.1 Letter braid

图2

图5
Fig.5

棉麻材质的绳带
Cotton and linen rope

尼龙织带

Fig.2 Nylon braid

1.2 成衣中绳带褶裥装饰的美观性
在服装设计中，
将绳带在图 3、
图 4 所示两款

女装局部进行穿插、
提拉、
盘绕等操作，
可以使服

装的造型与风格千变万化。图 3 这款优雅的长

裙，在袖口处通过对绳带的抽褶处理，以及细长
的绳带悬垂，使服装整体感觉变得更加甜美柔
和。图 4 这款纯白色长裙，
稠密的绳带穿插，
浓密

的褶裥立体造型，
着装者的帅气与霸气久久不能
散去，
这份优雅有
“唯我独尊”的霸气一定能让新
时代女性怦然心动。

(a)

图 6 皮革绳带
Fig.6

Leather rop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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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使用，
也会呈现给人们千变万化的装饰效

议员竞选前，在中国

果，或质朴简洁，或优雅甜美，或帅气刚强，或古

制作了一件旗袍，这

典，
或现代……

件 旗袍 上的 两 颗 盘

2 成衣中绳带构成图案的装饰性效果

扣 的设 计不 由 的 让

绳带的编结构成了具有不同文化内涵、寓

人 惊叹 中国 文 化 的

表达设
意、
风格的图案，
成为设计师们传达情感、

博 大精 深， 一 颗 由

计思维的有效手段和媒介。编结作为装饰，
主要

“2000”字样组成，另

应用于服装与饰物中，给服装带来了吉祥之美、

的英文
一颗由
“纽约”

伦理之美、
秩序之美[5]。

缩写组成的 （图 9），

如图 7 所示，这款长

裙最大的特色就是长裙

案 的 盘 扣 不仅 有 连

的外层用绳带编结形成

接衣襟的功能，更称

了镂空的效果，粗糙的

为装饰服装的点睛

肌理与服装主面料融为

之笔，生动地表现着

一体，绳子的交替编织

服 饰 重 意 蕴 、重 内

这 两 枚 绳 带编 结 图

涵、重主题的装饰趣

充满了手工感，显得极

味和深厚的中华文

其质朴又不缺 乏 亲切。

化 底 蕴 [8]，让 整 件 服

图 8 所展现的 上装，盘
绕图案用于服装设计中
的装饰手法是将绳带卷

图 9 编结图案（2）
Fig.9 Knitting pattern(2)

装充满了灵性与活
图7
Fig.7

曲，盘绕成服装，加之编

镂空图案
Hollow pattern

疏密对比、穿插掩压
织工艺的多样化，
经纬交叉、
的手法，使其在编织平面上呈现凹凸、起伏的效
增添了服装的层次，
果，
展示了精巧的手工技艺，
极具装饰效果[6]。
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力。图 10 所示的泳

图 10 编结图案（3）
Fig.10

Knitting pattern(3)

装融合东西方韵味，
盘扣的无限光彩同样尽情释
优雅、
性感。
放，
传达着经典、
将编结纽扣应用在服装设计中，无论是用作
还是把编结
男女上装的门禁处作实用功能来讲，
纽扣“扩大化”形成各具寓意的大型图案应用在
服装的局部或整体来讲，
都是对绳带自身价值的
传承的是一种东方文化
再创造在服装上的应用，
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
也代表着着华夏五千年
的美好寓意。

3 绳带元素在成衣设计中的“线”形效果及
应用
3.1 成衣中绳带元素的
“线”
形效果
当众多形态各异的绳带排列在一起时，如缨
络，便呈现出“线”的集合，既富有力量感、实体
(a)

图 8 编结图案（1）

(b)

Fig.8 Knitting pattern(1)

然而，
盘绕图案最好的佐证是编结纽扣在服
装中的运用，盘扣特点就在于用布料做成扣子，

图 11 所示，将绳
感，又增添了一份变化的韵律[9]，

带垂直重复排列，绳带的垂荡感与有节奏的韵
律，使服装整体的和谐质感发挥到了极致，也产
生拉长身形、修饰人体的效果。
绳带中“垂直线和水平线组合”设计是将水

是中国工艺——
—
“绳结”
的一种表现形式[7]。前美

平绳带和垂直绳带同时置于服装设计上，有一种

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
参加 2000 年纽约州参

稳定与活泼并存，女装中的上衣垂直绳带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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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图 11 绳带面料再造
Fig.11

83

Redesign of rope fabric

水平方向的腰带设计，
使服装整体平添了几分平
衡性，
也使整个服装造型柔和了很多。

3.2 绳带元素在《食·趣》系列女装中的应用
对服装设计中绳带的装饰性设计，笔者设计
灵感来源
了《食·趣》系列女装。在本系列服装中，
于陕西传统文化 biangbiang 面，它是陕西民风民

俗中的“陕西十大怪”之一 ，
“面条宽的像裤带”
。
在这种面的形态启发之下，
联想到大自然中形似
biangbiang 面的绳带，以其朴实而又丰富的表现
形式，
激发了笔者对此系列作品的创作。

《食·
面料和辅料是服装设计的前提和基础。
趣》系列女装面、
辅料的选择方面，
在考虑服装廓

图 12 面料小样
Fig.12

Fabric sample

来提亮整套女装的亮度，达到映衬肤色、提升气
质的作用，
进而彰显穿着者独特的个人魅力。

形较容易把控的情况下，选用高档卫衣面料为主

造型是款式的基础，点、线、面、体四味元素

料；以字母尼龙织带、松紧绳带、棉类绳带以及绒

是服装款式设计中至关重要的。在款式上，
《食·

类条带等不同材质的绳带以及和黑色针织面料作

“线”性装饰特点来
趣》系列女装重点运用绳带的

为《食·趣》系列女装的辅料。因为主辅料较易塑形，

塑造此系列女装的款式造型，主要以穿插、层叠、

应用在服装上体现一种质朴、
随意、
不事雕琢的休

拼接等传统手法为基础，
将绳带元素运用到设计

闲情怀，
穿着起来也更舒适、
自然，
体现着装者的个

中，外观造型上形成一种不对称的视错感，使服

人气质。

饰不仅是身体的覆盖物，而且成为“着者、身体、

《食·趣》系列设计中三款女装中运用了色彩
的和谐性原则、
统一性原则、
个性化原则。在对三

设计师理念”
三者交流的纽带[11]。
“线”的视错
绳带在《食·趣》系列服装款式上

款女装进行选色时，选择了高级灰作为主色调，

美效果进行了设计。第一、
二款所示，
在上衣门襟

黄色、
黑色作为整个服装的配色。第三款服装绳

处采用较长的、具有一定宽度的垂直绳带，利用

带构成的文字图案的颜色和主色区别开，
通过高

来纵向引导人的
绳带自身所具有的视觉延伸性，

级灰和优雅黄两者色彩的合理搭配实现服装色

视线移动，造成人身高增加的错觉感；第一款服

[10]

彩的强烈对比，突出主题，形成对比 ，这样的搭

装的裤装，通过绳带左右排列产生平衡，组合产

配在瞬间抓住人的眼球的同时而又增强服装的

三款服装衣袖是由
生节奏，
给人一种动感；
第一、

在该
和谐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图 12）。与此同时，

不同颜色绳带与宽窄、
长短不一的绳带进行排列

三款女装中的局部位置添加饱和度较高的黄色，

形如流苏，也
组合，
通过简单的纵向排列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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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符号的艺术风格。同时绳带元素的再应用也能
体现人类对回归自然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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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体现在对绳带二次处理手法的多样性变化
上。绳带元素在服装中的装饰性应用突破传统，
推陈出新，
打破思维定式。从绳带的色彩、材质、
编结图案等方面着手来塑造绳带的肌理效果，将
绳带元素融入到新时代的创新思维之中，对绳带
自身的价值进行再创造，
以此来表达带有人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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