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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纺织材料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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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与方法]以拓展服装设计创新空间，探索未来纺织品的发展方向，并为服装设计师提供更深更广的创作
思路为目的，通过分析非纺织材料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结合具体实例研究非纺织材料与服装设计中造型肌理、纹样风
格等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对非纺织材料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的分析，从而总结出非纺织材料的发展趋势。[研究结
果与结论]通过分析发现，非纺织材料具备传统纺织材料所不可替代的创作独特性，以及符合时代发展的科技、环保等先
进因素。只有充分发掘利用非纺织材料的这一特性，
才能使其为服装设计提供更多更广的设计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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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Non-woven Materials in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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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and the space of fashion design innovation,to explor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extile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deeper and broader creative ideas for fashion designe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on-woven material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ombined with specific ex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woven materials and the modeling texture, between pattern style and other aspects of clothing design, especially the analy⁃
sis of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non-woven materials in clothing design, so a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on-wo⁃
ven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non-woven materials have the unique creative features that can not be re⁃
placed by the traditional textile materials, as well as advanced factor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 on,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Only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woven mate⁃
rials, can it provide more and wider design innovation for clothing design.
Key words：non-woven materials; Fashion design; Application; Analysis

无论是穿着在消费者身上的成衣产品,还是设

审美 [2]。随着科技的进步，服装制作对于材料的选

计师在发布会上的走秀作品，色彩图案方面的创新

择越来越突破传统，尤其国外的服装设计师，更热

已经不能够满足于设计师以及消费者的需求，服装

衷于将非纺织材料和服装设计相结合，寻求新的

面料已成为当今人们对服装追求以及衡量服装价

尝试与创新。20 世纪 60 年代正逢美苏两国对于

[1]

值的重要标准 。打破常规创意求新，现在的服装，

宇宙太空技术的激烈竞争，未来主义风潮流行起

已经不满足于在传统面料上的一些工艺技法的改

来，意大利设计师皮尔·卡丹，根据登月题材，利

良，而试图寻求另一种途径去体现服装的价值以及

用金属材料如锡等制做服装和头盔等。同时期
的西班牙设计师帕克·拉巴纳，他所擅长设计的
也是具有前卫材质的服装，在他的设计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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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纸张、光纤、皮革、羽毛、塑料瓶子等材质，
制 作 的 时 候 也 需 要 钳 子 、胶 带 和 电 线 。 维 密 在
1998 年推出过“天使 2000 系列”的内衣裤，它们所

用的材料是液态观感面料，如果说 20 世纪中叶设

计师们不断用各种材料的创新、拼接来展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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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那么进入到 21 世纪之后，未来主义更多的
是用高科技来体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3D 打印

全息影像、可穿戴智能设备。例如亚历山大·麦
克奎恩 2006 秋冬系列的秀场上，在 T 台上走秀的
并 不 是 超 模 凯 特·摩 斯 ，而 是 她 的 全 息 影 像 ，麦

克·奎恩采用全球同步直播的方式，展现了柏拉
图的亚特兰蒂斯未来主义主题，每件衣服上交杂
的印花都由电脑生成。可见非纺织材料在服装
设计中大行其道。本文试图对其表征和应用方
法进行探讨。

1 非纺织材料在服装设计中的表征
1.1 创意之奇
通过分析服装材料的发展我们发现，最初设计

图3
Fig.3

雕塑风格裙装

Dress with sculpture
style

师们都是在创意服装设计上运用非纺织材料，因为
非纺织材料无论是从造型质感还是色彩肌理等方

最擅长玩转材料的设计师胡赛因·卡拉扬，他

艾曼•阿赫塔尔的科
幻主题套裙
Fig.4
EIman
Akhtar's
ovwrskirt with sci⁃
ence fiction style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时尚影视圈想要收获

面，都是传统纺织面料所不可比拟的，它们具有更
强的艺术表达性。

图4

更好的市场反应，服装是最能够快速广阔地吸引人
的眼球。百变魔女 Lady Gaga 在出席她的音乐发布

设计的服装完全颠覆人们对于传统服装的认识，对

会的时候，穿着一款雕塑风格的硅胶服装，夸张的

于非纺织材料的应用，更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

造型，颠覆传统的材质，诠释了服装与穿着者的风

的设计作品与其说是服装不如说是科幻电影中的
演出道具。胡赛因·卡拉扬在 2007 年春夏女装高
级成员秀场上展示了一件会发光的裙子（图 1）。这

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于传统服装的认知，服装不仅

格（图 3）。类似的例子还有埃曼·阿赫塔尔的科
幻 主 题 套 裙 ，不 仅 使 用 了 3D 打 印 技 术 ，而 且 将
LED 镶嵌其中凸显了科幻的氛围（图 4）。

1.2 实用之新

如今随着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保护环境让资源

具有蔽体保暖装饰的作用，更将服装推向了装置作
品的范畴，这一切都要依赖于非纺织材料的使用。

能够循环利用是目前全世界的焦点。服装的生产

服装中镶嵌 LED 灯装置，虽然今天 LED 的使用异常

涉及到材料的选择，工艺制作 [3]，印染整理等方面，

普遍，但在十几年前卡拉扬却将这一新材料赋予了
服装极强的科技感与未来感，他用自己特立独行的
思想诠释了时尚（图 2）。

必然会对资源造成污染和消耗 [4]，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以实现环保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成为当下服装
设计师们进行创作的原动力。例如秋冬季节人们
为了追求保暖与美观都会选择皮革制品的服装，但
众所周知皮革制品在选取和制作时都会对环境和
生产者产生巨大的危害，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
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科学家们研制出了以菠萝叶
为原料提取了天然纤维 Pinatex。这种纤维的质感与
皮革十分相似，
因为菠萝纤维不含任何动物副产品，
它是以菠萝的叶子为主要原料，
经提取是皮革制品
的最佳替代品[5]。这种非纺织材料具有和无纺布帆
布类似的外观效果，经制作印染后可以加工成服装
鞋类甚至延伸到汽车航空领域，目前 Puma 和 Camp⁃
er 已经利用这种材料生产出了服装样品，相信这种
材料作为实用装的面料一定会被消费者接受和喜

图 1 2007 年春夏 Airborne 作品 图 2 胡赛因·卡拉扬的激光服装
Fig.1
The work in 2007 Fig.2 Hussein Chalayan's laser
Airborne Spring and
garment
Summer

爱。

1.3 功能之全
服装不仅要体现环保和创意，还应该体现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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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性。智能服装

制作出的礼服，色彩和图案深受印染和织造工艺的

是服装设计的重要发

影响。非纺织材料应用下的礼服设计主要取决于

展趋势。服装的智能

材料自身的属性以及材料之间的和谐搭配。以郭

化主要体现在服装材

培的高级定制礼服（图 7）为例，服装色彩主要取决

料的应用，传统纺织材

图5
Fig.5

墨玺智能纤维

Ink seal intelligent fiber

现出光滑闪亮的华丽效

型上予以服装变化万

果，图案打破传统纺织面

千的姿态。墨玺智能

料的印染技术而采用电

纤维（图 5）是一种新型

脑切割等技术制作出镂

的纤维，将石蜡类相变

空或者堆叠的效果。该

材料制成纳米颗粒，再

作品运用非纺织材料设

结合磁性纤维一起融入

计出的礼服更具有立体

棉麻毛丝等纺织材料

动态感,实现了视觉效果
的转变。设计师艾里斯·

中，因此面料具有磁疗、
远红外恒温储热、无染
[6]

料等特点 。
图6
Fig.6

龚婷作品

Gong Ting's work

于金属原有的色彩与光泽，经打磨，抛光等工艺呈

料只能在色彩纹样造

范·赫本采用 3D 印刻技术

制 作 的 ，木 材 原 有 的 历

荷兰新锐服装设计

史、岁月感以及朴拙不加

师龚婷，她的设计作品

修饰的特性和建筑本身

“——消失”
（图 6）利用

新科技和纳米孔径材质作为面料[7]，
以高温边缘粘合

艾里斯·范·赫本 2011 春
夏高级定制系列
的风格完美结合（图 8）。Fig.8 Iris Van Herpen's ad⁃
图8

材料的不受限制，利用材

vanced

customization

技术无缝处理轮廓，将 3D 投影与表演结合一体，作

料本身的属性和色彩，结

品展现在一定的空间内人与服装的关系。

合先进的制作工艺，有助

2 非纺织材料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2.1 非纺织材料的色彩纹样选择

于设计师自我情感与设计意图的更好体现。

当非纺织材料作为服装面料在设计使用过程

series in 2011 Spring
and Summer

2.2 非纺织材料的造型风格塑造
服装的造型设计一般都是借鉴雕塑、建筑、产

中，材料之间也有其自己内在的意蕴与规律。每一
种材料都有自己的特质属性与情感诉求。例如金
属材料带给人理性、规律、精准的心理体验。塑料
制品带给人科技、轻便、快捷易接受等心理感受。
另一方面色彩作为服装设计的三大要素之一，它影
响着服装的最终效果以及传递给人的心理感受。

品造型并与之相关的事物，作为灵感来源。不同的

设计师在运用非纺织材料的时候，会注重材料色彩

现。例如可以

与质感之间形成的视觉效果以及由此设计出的作

根据纸的特性

品带给人们的联想。以礼

来塑造服装的

服为例，传统礼服主要采

造 型 ，纸 的 悬

用绸、缎等具有光泽感的

垂与柔软性

图9

折纸工艺服装

悬垂性好的纺织面料，面

虽然没有传

Fig.9

Origami clothing

料的颜色主要取决于纱线

统纺织品例如丝绸等所具有的柔软与悬垂显著，但

的颜色或纱线经纺织工艺
织造成成品面料后进行印

是纸张的硬度与它可以折叠的特性，却不是传统纺

染，图案纹样分为在面料

不同厚度硬度的纸张也可以塑造出流畅自然

意 识 ，都 可 以
通过不同的非
纺织材料来实

随意的服装造型。用纸张来体现花卉植物的题材
图7

或在成品面料上进行二次 Fig.7
印染得出，传统纺织面料

更好地体现服装造型艺术以及表现设计师的创新

织面料可以比拟的（图 9）。

的织造过程中用不同的纺
织工艺织造出各种纹样，

造型风格需要使用具有相对应风格的材料来体现，

郭培高级定制作品
Guo Pei's advanced
customized works

本身就和人们的传统观念相冲突，意识上的冲突成
就了作品的趣味性，如何将这种趣味性以及颠覆传
统性体现出来就需要在材料的既定下采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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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形式以及制作工艺。图

不相同，花瓣的立体感刚好被

质地比较坚硬的非纺织
材料，常用的设计手法，主要
是按照设计好的效果用激光
雕刻或切割形成镂空的效
果，这样可以使材料在虚与

纸张的硬挺恰到好处地体现

实、静与动之间进行自由的

出来，这是传统纺织面料难以

形态变换。激光雕刻技术服

10 中整件作品运用了重复构
成的设计手法，统一中存在着

变化，每一朵花在细微之处都

装见图 13。

做到的，下半身体量庞大的类

4 结语

似流苏的纸条由于重力的作
图 10
Fig.10

纸叠花卉
Origami flowers

用自然地悬垂向下，从形式上
凸显了胸前的主体花卉。

图13 激光雕刻技术服装
Fig.13 Laser carving cloth⁃
ing

2.3 非纺织材料的工艺技法

非纺织材料从最初在
服装上的局部或部分运用
到如今大面积以致全部运

服装的最终效果不仅要依赖于材质，同时制作

用，通过分析发现，均凸显出了非纺织材料在服装

工艺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非纺织材料的应用打

设计中的流行发展趋势。通过对非纺织材料的种

破了传统缝纫制作工艺，为了使材料更具创意性与

类梳理以及它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解析，发现

艺术性，设计师们可以通过例如堆积、
粘贴、
拼接、
编

随着科技的发展，非纺织材料的品种和形式也在不

结等技法来改变材料原有的视觉与触觉效果。可以

断的增加，设计师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创新。因

是对某一种材料的应用改造，也可以是两种或两种

此非纺织材料比传统的纺织面料更能够表达设计

以上材料的混合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非常强

者的创作理念，
体现作品的原创和价值。

大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协调材料与材料之间材料与
设计的关系，从而充分利用材料的特点创造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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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属丝、塑料鱼骨、藤条等材料进行编结缠
绕，根据作品的需要用编结的手法将材料进行布
局，通过不同的编结方法以及疏密对比、循序渐变
等设计法则，使材料从线到面从量变到质变，将现
代艺术设计中的韵律与节奏、比例与视错融入到服
装之中[8]。编结工艺服装见图 11。

图 11
Fig.11

编结工艺服装

图 12

串珠工艺服装

Knitting clothing

Fig.12

Beaded clothing

对于一些体积相对比较小的非纺织材料，如金
属片、塑料珠、小木块儿等，设计师会将这些材料局
部串联集合成片状或条状，或是全部串联覆盖于身
体之上，原本这些细小的材料所呈现的是硬朗或理
性的感觉，但经过二次设计之后，所制作出的材料
又具有独特的外观效果。串珠工艺服装图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