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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实用性辅料在服装设计中的装饰性应用
陈 玲,曾

真，陶

晨

（绍兴文理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
绍兴 312000）
摘 要：[研究意义]服装辅料品类繁多，根据自身价值的不同分属不同功能范畴。实用性辅料侧重材料的技术有益性，
装饰性辅料突出材料的艺术美观性。基于固有认知的辅料分析较多，而功能拓展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研究方法]为
探究常见实用性辅料的装饰性应用方式，文章以缝纫线、纽扣、拉链、别针为研究对象，突破传统认知框架、拓展固有功
能界限，从庞杂的现代服装体系中撷取相关案例，总结其艺术表现手法与装饰应用规律。[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实际效用是实用性辅料的立足之本，而装饰艺术则是其发展之道。缝纫线装饰常见的装饰手法包括镶边装饰、分割装
饰、绗缝装饰、浮线装饰；纽扣装饰性应用则以线形装饰、块面装饰和悬垂装饰为主；拉链借助尺寸、色彩、位置、数量、形
状、排列和形态等方式建构装饰美学，通过重组分解的零部件实现解构艺术；单一装饰和组合装饰是别针的两种装饰性
应用方式，单一装饰通过夸张尺寸和创新设计获得“以一敌百”的装饰效果，而组合装饰则通过线形组合、局部组合、整
体组合成就“集腋成裘”的设计典范。无论是何种装饰手法都体现功能延展性创新设计，赋予实用性辅料全新的奇妙观
感，一方面可提升其存在价值，
另一方面可满足人们求新求变的审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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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rative Application of Common Practical Accessories in Clothing Design
CHEN Ling, ZENG Zhen, TAO Chen

(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 China )

Abstract：There are many types of clothing accessories, which belong to different functional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values. Practical accessories focus on the technical use of the material, while decorative accessories highlight the artistic beauty
of the material. There are more analyses of accessories based on inherent perceptions, while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functional expansion. This article takes sewing thread, buttons, zippers, and pi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reaks through the tra⁃
ditional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inherent functions, picks up relevant cases from the vast modern
clothing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ir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decorative application rul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practical
utility is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ccessories, while decorative art is the way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common decorative tech⁃
niques of sewing thread include: hemming, splitting, quilting, and floating thread; buttons are mainly used for linear, block, and
drape decoration; zippers are used to construct decorative aesthetics utilizing size, color, position, quantity, shape, arrangement
and form, and to achieve deconstructive art by reorganizing disassembled parts; single decoration and combination decoration
are two decorative applications of pins. Single decoration obtains the "One Vs. All" decorative effect through exaggerated size
and innovative design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decoration achieves "less into more" design paradigm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near, local combination, the overall combination. No matter what kind of decorative techniques, the functional extension of in⁃
novative design can be reflected, giving practical accessories a new sense of wonder. Thus on the one hand, it enhances its exis⁃
tence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it meets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people seeking newness and change.
Key words: practical accessories; garment design; decorative application; functional expansion

服装材料由面料和辅料组成，面料是构成服装
的主体物质，辅料则是除面料以外所有其他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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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辅料品种繁多，如里料、絮料、衬料、垫料、线
料、纽扣、拉链及花边等 [1-2]，虽然在服装中处于“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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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地位，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辅料选择

曾真，硕士，绍兴文理学院纺织服装学院讲师。陶晨，博士，

时，要做到局部服从整体，即辅料的选择要与面料在

绍兴文理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

外观、质地、性能等方面协调。辅料选择得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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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装的整体效果和档次；反之，则会影响服装
的质量与销售

[3-4]

。服装辅料品类五花八门，几乎可

囊括一切实体类物质。为进一步明确其构成要素，
一般从两个维度加以划分。第一，根据材料来源分
类，可划分为天然辅料、合成辅料、再生辅料；第二，
根据材料功能分类[5-6]（表 1），可分为实用性辅料、装

饰性辅料。实用性辅料强调材料的实际使用功能，
表 1 服装辅料分类表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garment auxiliaries

功能划分

连接件
实用性
辅料

种类

缝纫线、带类(腰带、皮带、松紧带、罗纹
带)、
绳类、
扣类(纽扣、
拉链、
搭扣、
别针)

设计的刻板印象（图 1-a）。②锁边缝镶边。以锁边

工艺将缝纫线镶嵌在服装边缘进行装饰。例如，
Edun 2016 年秋冬系列服装以锁边缝装饰于服装的
领边线、门襟线，通过细节的处理表现服装自然、纯
粹的风格，这也是设计师所坚持的品牌理念（图 1-b

左）。无独有偶，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2019 秋
冬系列坚持以黑色为主色调以凸显日本风格。设
计师打破黑色底色的手段多样，白色锁边线装饰就
是破解方式之一（图 1-b 右）。

1.2

分割装饰

与镶边装饰不同，分割装饰是在服装廓形内的

衬料(衬布、衬垫)、里料、填料(絮类填料、

一种内部造型布局手段，它利用缝线对服装整体进

材料类填料)

行区域划分，以增强其美观性[13]。①结构分割。以

标志件

标签、
吊牌

服装内部结构线为基准，进行明线装饰的手法。例

挂件

衣架、
仿人模特

如 ，以 美 国 服 装 品 牌 普 罗 恩 萨·施 罗（Proenza

填充件

装饰性辅料突出材料的艺术观赏价值，两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依据一定逻辑规范的功能分类是理性
思维的结果，
而打破界限的装饰应用是创新设计的体
现。颠覆传统功能划分的装饰形式陌生化处理，
可赋
[7-8]

予服装以新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涵

。实用性辅料

Schouler）2019 年春夏系列中的一件黑色风衣为代
表，常规剪裁贯彻着品牌一贯的简约风格，白色缝

线的分割装饰将服装从沉闷中唤醒（图 1-c 左）。
又例如，塔达希 (Tadashi Shoji) 2016 早春度假系列

中，设计师通过前中线、公主线、前侧线、侧缝线等

品种繁多、
不胜枚举，
因此本文主要选
取缝纫线、纽扣、拉链、别针等常见的
实用性辅料作为论述对象，分析其在
服装设计中的装饰应用形式。

1

缝纫线装饰
缝纫线作为最重要的服装辅料

之 一 ，主 要 用 于 缝 合 衣 片 [9] 。 服 装
制作对缝线的选择主要依据服装的
用途和要求。从实用性角度而言，为
了使缝制的服装具有良好的外观质
量，应保证缝线色泽与面料相同或
接近 [10] 。从装饰性角度而言，为了

(a)平缝镶边

(b)锁边缝镶边

（c）结构分割

突出设计细节，应选择与面料异色
的缝线。缝线装饰应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种形式。

1.1

镶边装饰
将异色缝线镶绲在服装边缘，突

出服装的整体外部轮廓结构，进而达
到装饰的目的[11-12]。①平缝镶边。以
平缝工艺将缝纫线镶嵌在服装边缘
进 行 装 饰 。 例 如 ，Maison Margiela1
2019 年秋冬系列作品，白色缝线以
稀疏的针脚在黑色服装边缘走线，从
翻领延伸到衣摆，打破西服程式化

(d)形状分割

(e)有序绗缝

(f)无序绗缝

(g)浮线装饰

图 1 缝线装饰时装作品
Fig.1 Fashions decorated with sewing 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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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割线中装饰明线，塑造多片裙的内部界限，

类（布带扣、树脂扣、塑料扣、陶瓷扣等）原料[15]。正

进一步凸显女性的线条感（图 1-c 右）。②形状分

如其定义一样，纽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用性方

割。利于缝线刻画某种形状或图案，从而达到装饰

面，而装饰性主要以线形、块面和悬垂三种形式呈

效果。例如，爱马仕（Hermes）2019 春夏女装系列发

现。在巨大的服装背景下，一颗纽扣犹如一个小

布会上，设计师借助袋盖、袋布、腰带、袖克夫等形

点，其装饰功能极其有限，通过点动成线，线动成面

状的分割线装饰于一件皮夹克之上，以真实的形状

的几何原理，
实现线形和块面装饰效果。

性分割线营造丰富的虚拟款式细节（如图 1-d）。

2.1

1.3

绗缝装饰

线形装饰
运用连点成线的原理，将纽扣以线条的方式排

绗缝是指用长针缝制有夹层的纺织物，使里面

列，视线从一颗纽扣移向另一颗纽扣，进而在视觉

的填充物固定的一种缝制技术，如羽绒服、睡袋、被

上形成各种或直或曲的装饰线。①直线型。纽扣

子、坐垫等产品均采用了绗缝工艺 [14]。从词义角

的装饰形式以直线展开，这种直线型一般包括单列

度，绗缝侧重技法的实用性；从设计角度，绗缝强调

式 、双 列 式 和 多 列 式 。 例 如 ，杜 嘉 班 纳（Dolce &

工艺的装饰性。绗缝装饰主要通过缝纫线迹在面
料上留下的各种规则或不规则几何图形，达到提高
服装美感的作用。①有序线条。将一个个规则线
迹按一定规律串联起来，使服装呈现某种规范性和
秩序感，如格纹、菱形纹、Z 字纹，心形纹等。芬迪

（fendi）2020 早秋系列将绗缝工艺的实用性与装饰
性合二为一，规则的菱形纹布满衣身，使服装在理
性与感性间找到平衡的艺术（图 1-e）。②无序线

Gabbana）2018 秋冬系列高级成衣发布秀上，服装上

的单排纽扣即保留原始功能性，又兼顾现代装饰
性，成为简约款式服装的点睛之笔（图 2-a）。又例

如，Gayeon Lee 2016 春夏系列侧重纽扣的艺术性装
饰，将大小不等的纽扣以两列直线排开，打破单一

面料和色彩带来的严肃感，使服装蕴涵简洁的秩序
感（图 2-b）。②弧线型。纽扣在二维平面或三维空

间沿着弧线延展，其运动轨迹形成平面弧形或立体

条。以针为笔，以线为迹，可勾勒出
任意形状的抽象图形。例如，斯宝麦

斯（Sportmax）2016 年秋冬秀场将其
演绎得淋漓尽致，设计师以黑白两色
为基础对比色，在简约的廓形中搭配
繁杂的不规则绗缝装饰，彰显一种自
由而动态的美感（图 1-f）。

1.4 浮线装饰

浮线是缝线未与缝料紧密贴合
而浮于表面的一种现象。从缝纫工
艺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瑕疵现象，而
设计师们从中找到另类的装饰美

(a)单列直线型

(b)双列直线型

(c)平面弧线型

(d)立体弧线型

(e)散布块面

学 。 例 如 ，索 尼 亚·里 基 尔（Sonia
Rykiel）2017 年 秋 冬 系 列 与 Maison

Margiela2017 年秋冬系列的设计点如

出一辙，缝线的一端以纹路或纽眼的
形式固定，另一端彩色的缝线凌乱地
披挂于服装表面，以特立独行的风格
打破传统，
让设计异于常规（图 1-g）。

2 纽扣装饰

众所周知，纽扣是套入纽襻或纽
眼把衣服扣合起来的服装配件。纽
扣材质繁多，囊括各种天然类（石头
扣、木头扣、贝壳扣、骨头扣等）、化学

(e)散布块面

(f)集中块面

(g)串联悬垂

图 2 纽扣装饰时装作品
Fig.2 Fashions decorated with buttons

(h)并联悬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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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造型，进而起到一定装饰效果。例如，Maza⁃

首首相连，同时尾尾亦相连。例如，中央圣马丁

rine 2020 秋冬高级成衣以纽扣为配饰主角，进一步

（Central Saint Martins）2018 年 秋 冬 系 列 作 品 进 一

为多向的平面弧线型排列（图 2-c），赋予静态服装

结成面，垂坠于裙摆处，赋予服装轻盈柔美之姿

拓展线形装饰模式，由单向的平面直线型排列变化
以流动感。又例如 Eudon Choi 2018 年春夏时装系

列，设计师创新性地将纽扣排列方式由二维升格为
三维，将平面弧线型排列演化成立体弧线型排列
（图 2-d），
赋予平面服装以空间感。

2.2

块面装饰

步延伸了纽扣装饰形式，以编织的方式将纽扣联

（图 2-h）。

3

拉链装饰
拉链作为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辅料，通过连续排

列的链牙，使服装合拢或分离，主要应用于门襟、袖
口、
裤口、
袋口等穿脱部位[16]。当设计师抛开对拉链

运用连线成面的原理，将纽扣以块面的方式排
列，在视觉上形成各种或密或疏的装饰区块。①散
布块面。这种装饰手法强调分散性布置，纽扣与纽
扣之间存在一定间距。例如，维维安·韦斯特伍德
（Vivienne Westwood）2016 春夏秀场，设计师将一件
垫肩西服中融入纽扣元素，不同大小、色彩、材质的

的固有认识，
打破常规，
拉链便产生了新的历史使命。

纽扣散布于其间，打破男性化廓形的沉闷，为服装

感。①尺寸。改变普通拉链固有的尺寸，以“尺寸

增添一丝女性魅力（图 2-e 上）。又例如，Edun 2016

秋冬系列利用同样的装饰形式，将纽扣散布于全
身，进一步扩展纽扣装饰范围（图 2-e 下）。②集中

块面。与前者相反，集中块面装饰强调聚集性布
置，纽扣与纽扣之间严丝合缝。例

3.1

建构装饰
在保留拉链基本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尺寸、数

量、位置、色彩、形态的变化或对比构造一种新的装
饰美学 [17]。这种手法实现了装饰性与功能性的统
一，既保留了拉链的原始作用又创造出额外的美
陌生化”构建趣味性。作为疯癫专家，德国设计师
本哈德·威荷姆（Bernhard Willhelm）2015 年秋冬系

列时装通过夸张抢眼的拉链，突出细节，创造出怪
诞的街头风格服饰（图 3-a）。②色彩。突破辅料花

如，早在 2009 年巴黎秋冬时装周
上 ，美 国 设 计 师 杰 瑞 米·斯 科 特
（Jeremy Scott）就利用大小各异、色

彩斑斓的纽扣装饰于各类服饰之
上。通过纽扣的相互联结，构成特
定形状的服饰或配件，如纽扣抹
胸、纽扣连衣裙、纽扣耳环、纽扣帽
子等，使整个秀场变成“纽扣的海
洋”
（图 2-f）。

2.3

悬垂装饰

悬垂装饰是对衣片范围装饰
的延展，它利用丝线通过纽眼将纽

(a)尺寸

(b)色彩

(c)位置

(d)数量

扣联结起来，
悬挂于服装下摆处，
营
造流动性和运动感。①串联悬垂。
这种手法以单向方式将纽扣顺次首
尾相连，
纽链根部固定，
梢部自然散
开，
在身体的带动下，
饰品产生摇曳
生姿之态。例如，2017 年秋冬纽约
时 装 周 上 ，桑 姆·布 朗 尼（Thom

Browne）再次将纽扣从实用领域带
到装饰范畴，以串珠的方式将纽扣
联结成线，
悬挂于衣摆处，
赋予服装
灵动飘逸之美（图 2-g）。②并联悬

垂。这种手法以多向方式将纽扣

(f)排列

(g)形态
图 3 拉链装饰时装作品
Fig.3 Fashions decorated with zippers

(h)解构

(e)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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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选择一致性原则，以“色彩差异化”构建新颖感。

勒出各种自由而随性的抽象曲线，同时依托链牙

例如，帕高（Paco Rabanne）2015 早秋系列时装，利

的金属感塑造豪放而帅气的服饰风格（图 3-h）。

用拉链布带与服装面料的黑白对比，营造出一种色
彩装饰效果（图 3-b）。③位置。颠覆拉链固有位

置，以“位置陌生化”构建奇特性。2014 年上海时装
周上，YCC 携手高峰宣传拉链品牌，特意避开门襟

开合部位，将拉链创新运用到衣片两侧进行装饰，
让一件普通衬衫瞬间创意十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图 3-c）。④数量。变更拉链常规数量，以“数量陌
生化”构建新鲜感。例如，2018 年著名华裔设计师
亚历山大·王（Alexander Wang）秋冬系列高级成衣
最突出的设计点就是拉链的花式运用，通过颠覆拉
链固有数量，制造别具一格的美感（图 3-d）。⑤形
状。创新拉链固有呈现方式，以“形状陌生化”构建
独特性。亚历山大·王（Alexander Wang）2018 年秋
冬系列对拉链的创新运用还包括对其固有形状的
摈弃，用半圆形或圆形拉链代替条形拉链，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图 3-e）。⑥排列。更改拉链常规排
列方式，以“排列陌生化”构建差异性。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2019 春夏男装系列，将拉链以扇

形、圆形的方式排列展开，借助细节创新诠释全黑

4

别针装饰

别针是由一条弯成环圈的金属丝构成的功能
性器具，主要用于衔接、夹合物品。设计师们以别
针为创作对象，试图突破传统认知框架的束缚，赋
予其新的生命力。普通别针的尺寸大多从 25mm 到
55mm 不等，单一别针的表现力是微弱的，装饰作用
形同虚设。为此，服装设计师们通常从两个角度入
手：第一，知觉简单原则。人的视觉具有高度概括
能力，倾向于将知觉对象简单化 [19]。第二，知觉接
近原则。在空间上接近的物体（如形状、颜色等）会
被知觉感知为一个整体。依据知觉组织原则而形
成的别针装饰应用形式如下。

4.1

单一装饰

当物品数量受到限制时，尺寸的突破就成为创
新的着力点。莫斯奇诺（Moschino）2020 早秋系列
发布秀上，设计师实践简单原则，摆脱繁杂的装饰，
以大取胜，将一颗巨型别针装饰于腰间，使一件普
通的裹身长裙变得前卫而另类（图 4-a 左）。突破
数量限制的另一条途径就是设计师的巧思，蕴含创

美学（图 3-f）。⑦形态。革新拉链

传统展现样式，以“形态陌生化”
构建新奇性。例如，2018 年春夏
伦敦时装周上，克里斯托弗·凯恩

（Christopher Kane）发布的女装利

用拉链开合功能进行豁口设计，
进一步创新拉链装饰表现形式

（图 3-g 左）。又例如，2009 年范思

哲（Versace）春夏时装发布秀上，
设计师借助拉链的定型性，将其
弯曲成心形装饰于前中，营造出
惊艳效果（图 3-g 右）。

3.2

（a）单一装饰

（b）线形组合

（c）局部组合

（d）整体组合
图 4 别针装饰时装作品
Fig.4 Fashions decorated with pins

解构装饰

普通拉链主要由布带、链牙、
拉头三大部分组成，缺失其中任
何一种部件，拉链将无法实现开
合功能，但却可以作为装饰元素
加以应用。解构装饰通过打破拉
链传统结构，利用分解的零部件
进行装饰 [18]。斯特拉·麦卡特尼
（Stella McCartney）正是这一理念
的实践者，2014 年秋冬时装发布

秀上，她将拉链结构分解成不完
整的部件，借助布带的可塑性，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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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单一装饰也会让人拍案叫绝。普拉达（Prada）
2019 秋冬系列中，设计师利用单一别针搭配各种颜
色 的 心 形 贴 布 ，装 饰 于 多 件 服 装 作 品 中（图 4- a

现旧的内容，实现与众不同的巧妙构思和“新瓶装

右），如此高的出镜率足以证明设计团队对其满意

计师们通过创新设计实现功能拓展：缝纫线以镶边

程度可见一斑。

装饰、分割装饰、绗缝装饰、浮线装饰的形式颠覆认

4.2

知；纽扣以线形装饰、块面装饰和悬垂装饰的形式

组合装饰

老酒”的奇妙观感。作为最常见的实用性辅料，缝
纫线、纽扣、拉链和别针与装饰性应用背道而驰，设

当物品尺寸受到限制时，数量的作用就日益凸

突破局限；拉链以建构装饰和解构装饰的形式实现

显。①线形组合。这种手法强调别针装饰区域在

越界；别针以单一装饰和组合装饰的形式创造美

线形范围内。别针装饰应用的鼻祖非范思哲（Ver⁃

学。总之，功能延伸可作为服装设计的创意理念和

sace）莫属，早在 1994 年春夏高级成衣系列作品中

思路参考，通过“越界”开拓艺术型、心理型的装饰

（图 4-b 左），设计师利用知觉接近原则，借助别针

形式，
最终推动服饰产业与文化消费的发展。

质地、颜色与面料的差异对比，通过密集排列的空
间布置构建完整的视觉感知，这一举措充分体现别
针功能性与装饰性的高度统一。后世的致敬系列
不断涌现，2018 年春夏亚洲时装周上，一件风衣外

套整体设计索然无味，而下摆的别针装饰成为作品
的点睛之笔（图 4-b 右）。②局部组合。这种手法
强调别针装饰区域在局部范围内。继 2018 年花式
运用拉链后，亚历山大·王（Alexander Wang）2019 春

夏系列成衣最突出的设计点就是别针的创意应
用。设计师以别针为设计元素，将其拼凑成各种装
饰花纹，如螺纹形、波浪形、蛇形、心形等，金属质感
的 别 针 让 服 装 个 性 十 足（图 4- c 左）。 又 例 如 ，
N0.21 2020 年秋冬高级成衣系列，利用数十颗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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