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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多穿服装分类体系探讨
王小雷 1,2，陈 然 1
（1.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2.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目前关于一衣多穿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现有一衣多穿分类体系类目间逻辑关联性不强。
[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对大量的研究案例进行分析归类，推导出逻辑性更强、利用效率更高的递进式一衣多穿服装分类体
系。[研究结果]研究认为：①利用思维递进的方式从整体到细节对一衣多穿进行重新整理并规划，总结出按操作程度、
操作方式和外观方式划分的一衣多穿分类观点。②根据以上观点从多种不同角度对多穿服装进行划分，完善不同角度
的一衣多穿知识信息，激发多穿性设计思维的多元化；③根据一衣多穿及市场发展现状推测出疫情后情感类、生态类、
智能类三大多穿服装设计趋势，为深入服装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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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Multi-Wear of One Clothing
WANG Xiaolei1,2, CHEN R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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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 present theoretical study on Multi-Wear of One-Clothing clothes has been more mature, But the existing multiwear clothes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not logically related between categories.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categorizes a large number
of case studies, deduces a progress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One-Clothing Multi-Wear clothes categories with stronger logic
and high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t is believed that：progressive thinking can be used to rearrange and plan about One-Clothing
Multi-Wear clothes from the whole to the detail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multi-wear cloth⁃
ing from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ngles，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f One-Clothing Multi-Wear clothes from differ⁃
ent angles，Stimula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ulti- wear design thinking;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ne- Clothing
Multi-Wear market，it is conjectured that there are three multi-wear design trends of emotion, ecology, and intelligence after the
epidemic providing effective help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Key words: Multi-Wear of One-Clothing; classification; sustainable

一衣多穿服装分类体系是指根据特定的分类

的平行分类体系为主，为一衣多穿的服装市场提供

目的，通过对一衣多穿进行分类、赋予称谓和编制

了有效的理论途径和可借鉴的方法 [1-7]。然而笔者

目录等行为活动后，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认为，平行分类体系类目间个体性较强，结构间缺

的一衣多穿服装品种的集合。一衣多穿服装分类

乏逻辑性，并且实践应用时的组配行为有一定的复

体系的构建有助于产品信息的统计、交流、研究与

杂性，于是笔者在此基础上以设计思路延伸为切入

创新，不同的目的和要求能够产生不同的分类体

点进行有层级、有顺序的思维递进式分类体系建

系。研究发现，目前一衣多穿的分类以按照表现形

立，推导出按操作程度、操作方式和外观方式划分

式、设计手法、消费需求等各类目间不交叉、不重叠

的一衣多穿分类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完善一衣多穿
分类体系，并以此进行探讨。最后结合市场现状分
析、预测多穿服装未来发展方向，帮助设计师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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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明确设计目标，提高设计效率及知识利
用率，
推进一衣多穿市场化。

1

按操作程度分类
操作程度的确定能够帮助设计师明确产品特

性、设计目的以及消费者的参与程度、缩小变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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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选择范围，便于设计构思的细化。因此，设计
师在进行设计构思时可以先行根据设计目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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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一般可逆型

一般可逆型一衣多穿是指具有一种或多种变

预期的服装特性选择满足外观、功能多样化需求的

化能力的服装产品，它没有可以恢复到服装原始状

可逆型设计方式亦或是满足部分细节化、人性化需

态的高度可修改能力，只能在服装基础款型不变的

求的不可逆型设计方式。

前提下进行款式或造型的变化。其变化程度虽不

1.1

及高度可逆型一衣多穿，但足以满足消费者对一衣

可逆型
可逆型一衣多穿是指在服装变化同时具有一

定恢复能力的多穿型服装。就一衣多穿本身而言，
可逆型一衣多穿更具创意性和趣味性，能够帮助消
费者更充分的体现自我个性、提高个人辨识度，因

多穿的基本要求与期待。如独立设计师品牌 MIA⁃

HAN 的可变化 T 恤通过设计过程中预留出的手臂
穿脱结构使服装穿着效果在长袖体恤与无袖 T 恤

造型间变换（图 2）。设计简单多变，即具有较高的

此一衣多穿的设计中可逆型设计较为普遍。为了

辨识度，又有足够的变化空间体现消费者自身的创

操作程度划分的更加精细，结合可逆型操作的变化

意表达。尽管变化数量有限，但好处在于其恰到好

特性由高到低划分为高度可逆型和一般可逆型。

处的参与程度不会让穿着者因频繁、相似的操作过

1.1.1 高度可逆型

程产生参与的疲惫感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参与热情，

所谓高度可逆型即是指服装具有上百种变化方

并且在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参与性等要求条件下

式或具有一定程度的的逆向操作能力，促使服装在

设计效率相对更高、技术要求相对更低，设计师更

变化后不仅可以恢复到服装基础造型形态甚至对能

需要注意的是服装外观的精美性与操作的简易性。

够更早的形态阶段进行修改的服装产品。高度可逆
型多穿设计通常以模块化的形式呈现，
降低了一体化
服装各部位间的联系限制，
通过不同模块的修改、
组
合变化出多种形式、
功能均有所差异的产品[8]。这类
产品对于通过乐趣的参与方式、创意的款式变化与
百变的服装样式吸引消费者有着浑然天成的优
势。例如图 1 中设计师塞巴斯蒂安·埃拉苏里斯

（Sebastian Elasuris）的“Zipper dress”由 120 个定制

Fig.2

的拉链制成的。它们中的每个部分都可以与衣服
的其余部分拆分、排列、组合或仅打开一部分露出

1.2

图 2 MIAHAN 可变化 T 恤
The changeable T-shirt of MIAHAN

不可逆型

底层或皮肤，有上百种的变化可能性。这样高度可

不可逆型一衣多穿也可以说是单向型一衣多

逆的变化形式与开合件的相辅相成，使服装能够经

穿，是指变化后无法恢复为基础状态的多穿类服装

受起消费者无数的变化考验。但值得注意的是，尽

产品。常见的不可逆型的设计方式主要有两种：①

管这类服装拥有高度可操作性能及外观形式，但频
繁重复的参与方式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参与疲惫感，
从而降低参与热情与积极性。因此，在设计高度可
逆型服装产品时设计师可以适当融合不同的操作
方式，
让产品更加科学、精巧。

将部分可增加的量隐藏于某些细节或结构中作为
延展部分存在；②在服装表面预留出可修剪或单项
可修改的“空白”部分让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自行
修改。如图 3 是一款可以延展的阔腿裤，将延展部

分暗化于装饰线中，既能调节裤长又能起到装饰作
用。成年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需求剪开连接线将
裤长调节到满意程度，若将其运用于正在长身体的
孩童服装设计中，延展的裤子可以随着孩子的成长
而“成长”，根据孩子生长情况和喜好进行剪裁修
改。将这样的设计方式运用于产品中能够更好的
帮助缩减服装号型与人体间的“空隙”，让产品更加
细节化、人性化，减少消费者因不合身而闲置服装
的问题。但其劣势在于，不可逆型一衣多穿一经改

图 1 Zipper dress
Fig.1 Zipper dress

变就无法复原，缺少了可逆型一衣多穿的趣味性与
丰富的视觉效果。也因此，不可逆型的设计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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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独应用于产品中，也作为可逆型设计中某些功

可以根据喜好或灵感在三件连衣裙之间进行任意

能性的细节设计而存在。

切换或组合搭配，产品将以不同的外观形态反馈给
消费者，
成功建立起“设计师-产品-消费者-产品”的
良好关系模式。

2.2

自我调节式
服装中预留的活动量在无需拆分重组或借助

其他辅料帮助的情况下仅通过自身的扭曲、缠绕、
包裹、悬挂、穿插、打结、位移等结构变化方式主动
改变服装整体或局部形态、位置以及穿着方式等达
Fig.3

2

图 3 可延展阔腿裤（笔者自绘）
Variable length wide-leg pants (painted by the author)

到造型效果变化万千的设计方式被称为自我调节
式。与灵活的可拆分的零件化产品有所不同，受基

按结构变化方式分类

础框架和结构的限制，自我调节式是在基础款型框

一衣多穿的结构变化方式是服装可操作程度

架固定的条件下围绕身体结构进行变化的，是以自

确定后的实现因素，在确定服装性质、特性等概念

我调节式变化的设计产品通常立体性好，层次感

构思后明确结构变化方式，帮助设计构思落实到实

强，具有较高的艺术及审美价值，但也因此导致消

践完成一衣多穿设计雏形。故而结合结构变化契

费者需要根据操作的难易程度掌握相应的结构、空

机及因素，根据服装整体性及开合件应用将一衣多

间或相关服装知识及创造力，故而部分产品的可操

穿结构变化方式分为拆分组合式、自我调节式和开

作程度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操作空间因人而异。

合式三种变化方式。

如图 5，美国设计师 Donna Karan 的 DKNY Cozy 系

2.1

拆分组合式

列，设计师通过缠绕包裹的方式展现了一件衣服的

拆分组合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对服装部件的

数种可能。消费者需要根据产品售后指导完成造

拆除或重新组合以满足不同的穿着或功能需求的

型方式与观赏效果的改变，也可以巧妙利用服装配

一衣多穿设计方式。大部份学者将拆分组合式归

件进行结合创作使原本简单的一件衣服在消费者

纳为拆分式与组合式，但笔者认为，其操作本质是

的参与与灵感中展现了无限的可能，让消费者在参

相同的，是以将二者精简为一体。由于可拆分的变

与和创作中不断获取灵感、成就感与幸福感。

化方式减少了结构间的变化牵制，拆分组合式的变
化设计可以更轻易的达到高度可逆的变化程度。
通常由两个或几个活动部分组成，手法相对灵活自
由，既可以是仅拆卸或仅组合的变化方式又可以是
即拆卸又组合的变化方式，甚至不同的两件服装也
能结合成第三件、
第四件，
这种系列开发的服装成品
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多
种形式的组合，
以满足
消费者个性化的着装
需求 [9]。荷兰纺织工
厂“De Ploeg”与 平 面
设计师米歇尔·斯楚
耳曼（Michiel Schuur⁃
man）共同推出的“替
换连衣裙”集三件均

2.3

有图案设计的基础连
衣 裙 于 一 身（图 4），

开合式是指在保证服装完整性的情况下利用
拉链、扣子、魔术贴、吸铁石等开合辅料释放、隐藏

设计师将每件衣服进
行模块分割并通过纽
扣相互连接。穿着者

开合式

图 5 DKNY Cozy 系列
Fig.5 DKNY cozy series

图 4 替换连衣裙
Fig.4 Replacement Dresses

或转移服装局部造型结构，从而达到改变服装形态
或品类的目的，同时，服装有了辅料的帮助，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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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程度与属性跨度的设计空间远高于没有辅

产品从生活用品到生活工艺品的价值转换。但弱

料帮助的自我调节式一衣多穿。在操作框架方面

势在于，从其外观变化性质来看，涂鸦式的外观方

开合式操作方式同样受基础款型束缚，属于一般可

式通常是有限制的，服装面料特性、绘画材料特性

逆型，相较其他操作方式来说更具简易性与整体

及绘画方式都直接影响到涂鸦式外观的变化次

性，因此开合式操作方法也是一衣多穿变化方式中

数。目前，涂鸦式外观方式被运用到一衣多穿中的

最常见的一种。如图 6 是一件通过开合方式变化

实例并不多，
并且其变化方式几乎都是不可逆的。

的背包短裤，在拉链的连接固定下，使产品外观与

3.2

感应式

形式在短裤、裙子和背包三者间来回变化，这样简

感应式是指服装在经过外界不同条件的刺激

易趣味的操作形式轻易颠覆了基础的服装款式，提

后做出的视觉效果变更反应，是服装科技化后产生

高了产品的实用性与装饰性能，让消费者在朴素的

的新的外观形式，这种变化方式通常出现于科技服

生活中找到简单的乐趣。

装设计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达到变化目的：①材

料本身刺激反应。②传感器或微芯片遥控反应。
Stone Island 热反应夹克是由棉和尼龙制成（图 8），
加入了热敏液晶材料，能够对温度进行感应并随着
温度的变化而改变衣服的颜色。当温度达到 27℃

时，热敏液晶材料中微胶囊的外部层分子便会开始

Fig. 6

3

图 6 背包短裤（笔者自绘）
Backpack shorts (painted by the author)

按外观变化方式分类

在一衣多穿的变化方式中不单只有通过结构
变化达到改变服装造型及观赏效果的目的，设计师
同样可以通过外观图案、色彩等变化达到服装的多
变需求。外观变化尽管不如结构变化款式个性多
变，但是能够通过涂鸦式、感应式两种截然不同的
参与方式满足其他生活个性及实用需求，在产品使

移动，从而改变服装颜色。通常，衣服上的颜色是
由深色逐渐过渡到浅色。当温度回到一个正常范
围时，衣服的颜色也会回归到它原本的颜色。这样
的感应式操作不仅有着丰富的视觉变化层次，同时
能够为生活提供便利，有效的缩短了功能性与观赏
性之间的距离，更加全面的贴近消费者需求。然
而，感应式难点在于根据不同难度的科技特性需要
花费相应的时间、人力等研究成本，故而更适合作
为研究项目或艺术作品进行创作行为活动。

用过程中更直观的展现穿着者的内心艺术与生活
乐趣。

3.1

涂鸦式
涂鸦式是指消费者通过涂鸦、填色等绘画手段

改变产品外观效果，增加产品艺术及情感附加值的
设计方式。如图 7，是一件涂鸦 T 恤，通过画面留白
与灰色阴影的提示吸引消费者利用点、线、面的绘

画手法主动参与图案创作。涂鸦式操作方法简单
直观易上手，没有繁复的结构性操作，消费者仅是
以“画家”的角色进行创作，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
心情感和自我个性以服装为媒介向外界展现，完成

Fig. 8

4

图 8 Stone Island 热反应夹克
Stone Island thermal reaction jacket

一衣多穿的发展前景分析

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的小到个人大到企业的
影响给时尚行业带来了的巨大冲击，人们消费观的
转变与品牌策略的转型却也使疫情成为了加速可
持续时尚发展新的转机。笔者针对后疫情时代消
费观及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并预测出情感
类、生态类、科技类三大一衣多穿未来发展趋势。
Fig.7

图 7 涂鸦 T 恤（笔者自绘）
Graffiti T-shirt ((painted by the author)

帮助一衣多穿分类全面化，设计构思深入化，根据
不同设计需求深度挖掘设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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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类

和意愿融入产品中，在制作参与的过程中完成“产

所谓生态类一衣多穿是指将生态设计理念贯
穿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在满足环境属性要求
的同时，保证多穿产品应有的功能、特性、使用寿命

品”-“作品”的情感价值过渡与“设计师”-“引导

者”、
“消费者”-“设计师”的角色转换，增强产品的

独特性及与消费者的匹配度，满足消费者愉悦的参

及质量等 。生态类一衣多穿具有自然、节约、低

与体验与成就感。同时，在消费者参与过程中其品

碳、减量、高效率、高利用、易回收、多变化甚至本地

味偏好及设计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也能更直观、充

化等特征，
这些富有自然和谐、
创意美感以及可持续

分的传达给设计师，帮助设计师更精准的判断产品

发展内涵的生态化一衣多穿在激烈的服装产品角逐

特征及市场动向，有助于建立“设计师-产品-消费

[10]

中被赋予更大的优势。以服装品牌“3+”概念 为

者-反馈-设计师”的良性循环交流模式。

例，产品由基础面料预留出活动量及可以调节大小

4.3

[11]

的内部延展量连接而成，在“零浪费”的条件下达到
细节化、人性化及多变化的生态类一衣多穿基本要
求。同时，简单的连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
率，消费者仅需针对可活动的外延衣片进行提拉、
堆积等简单的操作便能轻易完成多样的外观形式
转换，操作的自由性与无障碍性随时满足消费者新
鲜的视觉体验。此外，设计还考虑到产品废弃后发
展方向，
有效提高回收或再利用的效率与空间。
综上所述，生态类一衣多穿展现了一种更加绿
色化、人性化的多穿类服装设计方向，给设计市场
带来了新的设计思路。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向导的当下，能够考虑并顺应环境需求的同时能
够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生态化设计、生产方式必
然成为多穿类服装设计、
生产的一大趋势。

4.2

情感类
体验经济时代下，人们对产品的选择已经上升

到感官、思维、行为、情感等颇具个性化、情感化的
体验式消费层面。包含了情感体验与穿着体验等
附加价值的情感类多穿服装能够更直观、更长久的

智能类
受新冠疫情影响，时尚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充满人为和自然灾害的当下，普通时装难
以满足消费者的安全感空缺。生存本能及科技的
飞速发展让具有防护性与安全感的智能类一衣多
穿成为多穿类服装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智能类一衣多穿是指通过某种方式将便携式
智能设备或科技元素与服装相结合，使服装具有某
些特定的功能或提高自身性能、服务性及美观性的
多穿类服装产品[13]，设计师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对
服装材料或结构进行干预，通过特殊介质或技术改
变服装的颜色、款式、造型或满足声音、亮度、检测
等其他特殊需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个性化
不容小觑。然而，通常来说智能类一衣多穿跨度
广，难度系数高，对设计师来说依旧是个不小的难
题。如图 10 是柒牌男装 2017 年上市的智能夹克，
在满足可拆卸、折叠、品类转换等多种变化需求的
同时将智能模块及智能 App 融入服装的使用中，将

科技、功能及服装外观完美结合，满足商旅人士多
场景的着装需求，颠覆了人们对服装的固有定义，

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成为一衣多
穿设计的一大发展趋势。
情感类一衣多穿是指以人与物的
情感交流为目的进行创作的多穿类服
装产品。顾名思义，情感类一衣多穿
更注重用户情感联系与用户参与体
验，建立设计师、产品与消费者三者间
无形的沟通与交流，
其设计方法可以从
设计理念或营销方式出发，
在服装由概
念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加强与消费者
的联系，
从而深化消费者对于所购买服
装的情感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12]。图 9

是 设 计 师 Holly McQuillan 主 持 的

Make/ Use 项目，设计师将产品的创作
空间全权交付给消费者。消费者通过

半参与或全参与的方式将自己的偏好

图 9 Make/ Use T 恤
Fig. 9 Make / use T-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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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iaoju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One-cloth⁃
ing Multi- wear in Light Outdoor clothing[D].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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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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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北京服装学院，
2019.

XIONG Fen.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Deconstruction" Of One For All Design[D].Bei⁃
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9.

[5]王洋，王小雷.基于一衣多穿理念的婴幼儿服装
设计研究[J].服饰导刊，
2018(4):55-62.

WANG Yang, Wang Xiaolei. Research on the De⁃
sign of Infant Cloth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ne- Piece- But- Multi- Wear[J]. Fashion Guide,
2018(4): 55-62.

[6]高原.一衣多穿性设计在服装低碳设计中的应用
研究[J].山东纺织经济，
2016(3):46-49.

GAO Yua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One- for-

All Design in Eco Fashion Design [J]. Shandong
Textile Economy, 2016 (3): 46-49.

[7]岳文婧. 折叠元素在一衣多穿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Fig.10

结语
思维递进式一衣多穿分类体系的建立有助于

设计的实践应用，帮助设计师简练清晰的了解现有
一衣多穿种类及现状，笔者通过对一衣多穿的深入
分析，结合顺应设计思路细化的大方向引导，总结
出思路有序、多元的分类方式，笔者认为：①思维递
进的划分方式能够增强分类结构的逻辑性，使一衣

多穿分类精简化、设计研究思路清晰化，帮助设计
师提高设计效率。②思维递进式一衣多穿分类体
系的建立有助于对一衣多穿知识信息的完善，提高
知识利用效率，激发设计思维的多元化，为一衣多
穿的设计应用赋予方向性指导。③根据一衣多穿
现状与疫情后市场发展方向分析推导出生态类、情
感类、智能类三大多穿服装发展方向，为未来多穿
服装创新设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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