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化雨的云”系列针织服装的设计制作

何小祎,孟家光*

(西安工程大学,陕西 西安710048)

摘 要:介绍了“愿化雨的云”系列针织服装的设计过程,包括灵感来源、样板设计及缝制工艺,展示了成衣效果。系

列服装以天之蓝作为主色调,配以云之白与灰;非织面料做成的装饰物,带人进入“雨”的世界,纱给人带来一种飘逸、朦胧

之感。将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给人以美的感受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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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织面料作为服装面料之一,具有透气性强、保暖

性好等特点,舒适又随意,而且极具视觉效果满足人们

对个性服装的需求[1]。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针织服装

从内衣逐渐发展至外衣,具备成衣化、时装化的特点,
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

1 灵感来源

“愿化雨的云”系列针织服装的灵感来源于孟庭苇

的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她的云是心里全都是

雨,在风里伤透了心,苦苦守候一人的归期,太过于悲

伤。设计者的服装灵感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云,是空中

雨做的云,是想要化成雨的云,向人们展示一种拥有自

由梦想的权利,渴望不断变化的态度,勇于触摸未知的

冒险,做真实、向美好与愿望不断前进的自己。

2 色彩选择与装饰搭配

色彩是服装中的重要元素,具有传递情感的功能,是
服装中的记忆符号,设计中融入设计者的情感,通过色彩

完成感情的表达[2]。白色与天蓝色是这个设计的主体选

择,各种元素的运用为现代服装赋予新的含义及新的可能

性[3]。设计的服装装饰大都是云、雨形状的非织布,部分

位置配有纱。前云后雨,云有白、灰之分,代表白云和乌

云,再加少许羊毛,以增添立体感,部分服装加以闪电装

饰。装饰是由非织造布裁剪而成,在用酒精胶粘贴在面料

上,构成“愿化雨的云”之意境。

3 样板设计及缝制工艺

3.1 第一款服装的设计工艺

3.1.1 服装成品规格

第一款服装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1。
表1 第一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吊带长 吊带宽

尺寸/cm 86 74 92 24 2

表2 第一款服装的成品长度规格

名 称 前裙左侧长 前裙右侧长 后裙左侧长 后裙右侧长

尺寸/cm 72 98 98 72

3.1.2 服装样板裁剪尺寸

前裙左侧长样板尺寸=前裙左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72+4+2=78cm;

前裙右侧长样板尺寸=前裙右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98+4+2=114cm;

后裙左侧长样板尺寸=后裙左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98+4+2=114cm;

后裙右侧长样板尺寸=后裙右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72+4=78cm;

1/2前(后)胸宽样板尺寸=1/4成品规格+裁片

缝耗=1/4×86+2=23.5cm;

1/4腰围样板尺寸 =1/4成品规格+缝耗=1/4
×74+2=20.5cm;

1/4臀围样板尺寸 =1/4成品规格+缝耗=1/4
×92+2=25cm。

3.1.3 服装样板

第一款服装的样板尺寸(未加挽边与缝耗)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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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缝制工艺

第一款服装的缝制工艺过程[4],纱和布料吊带各

自为合侧缝(包缝机)→前片下部、后片上下部挽边(绷
缝机)→靠上的“云”片挽边,靠下“云”片挽边及与前片

面料缝合(绷缝机)→靠上的“云”与前片上部的衔接,
前后片合侧缝(包缝机)→纱吊带与前后片的衔接,前
后片稍长部位(绷缝机)→布料吊带与前后片的衔接

(手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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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一款服装样板图

3.2 第二款服装的设计工艺

3.2.1 服装成品规格

服装主要部位的成品规格尺寸见表3、表4。
表3 第二款服装的成品规格

名 称 胸 围 腰 围 臀 围 领 长 领 深 袖 长 袖 宽

尺寸/cm 64 96 74.5 54 90 150 16

表4 第二款服装的成品长度规格

名 称 前裙左侧长 前裙右侧长 后裙左侧长 后裙右侧长

尺寸/cm 83 88 107 117

3.2.2 服装样板裁剪尺寸

前裙左侧长样板尺寸=前裙左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83+4+2=89cm;

前裙右侧长样板尺寸=前裙右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88+4+2=94cm;

后裙左侧长样板尺寸=后裙左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107+4+2=113cm;

后裙右侧长样板尺寸=后裙右侧长成品规格+
上、下挽边+缝耗=117+4+2=123cm;

1/2前(后)胸宽样板尺寸=1/4成品规格+裁片

缝耗=1/4×86+2=23.5cm;

1/4腰围样板尺寸 =1/4成品规格+缝耗=1/4
×80+2=22cm;

1/4臀围样板尺寸 =1/4成品规格+缝耗=1/4
×100+2=27cm。

此款服装在腰身处做了收腰设计。

3.2.3 服装样板(未加挽边与缝耗)
第二款服装样板制作图(未加挽边与缝耗)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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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第二款服装样板图

3.2.4 缝制工艺

领口、袖口、下部挽边(绷缝机)→纱合侧缝,前后

片合侧缝(包缝机)→上袖(绷缝机)→前、后片长的部

分(绷缝机和手缝)。

4 服装特点与款式效果

4.1 X型云片连衣裙

第一款服装是一套吊带裙,裙子前片缝有2个装

饰,装饰是云的形状;前后片下部成“X”形,挽边挽的也

是云形;前片右侧与后片左侧吊带处缝有2条纱带,呈
现些许的不对称。服装效果如图3所示。

4.2 化蝶连衣裙

第二款服装是一套连衣裙。正面从右向左下斜,
下斜部位的挽边是云的形状;用蓝纱在右侧做了一个

袖,纱看起来较轻,给人视觉的不对称感觉不会很强

烈;背面与前面服装最大的不同是多了一只蝴蝶,她在

雨中翩翩起舞,是一种自由。服装效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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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第一款服装正反面款式效果图

图4 第二款服装正反面款式效果图

5 结语

“愿化雨的云”系列服装选择的主体颜色是蓝色,
附以代表“云”的白色,给人整体一种清新的感觉。非

织面料做成的装饰物,带人进入“雨”的世界,纱给人带

来一种飘逸、朦胧之感。这一系列服装将实用性与艺

术性相结合,给人以美的感受与思考。款式设计中最

大的特点是服装边部或其余个别部位是有起伏的,有
“云”之感。我的云是在蓝天中自由存在,她有一颗想

化雨的心;化雨是她的冒险,亦是她的梦想,赌上自己

去触碰那未知的世界。蓝白相衬加以些许的灰,正如

蓝天中的白云为化雨变成乌云,滴滴落在人世间,她的

下落并不孤单,有风相伴。愿你化成风,我幻化成雨,
酌一壶清酒,忆往昔似水浮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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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f"CloudsWillingtoRain"SeriesofKnittingClothing
HEXiao-yi,MENGJia-guang*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designprocessofthe"cloudswillingtorain"seriesofknittingclothingwasintroduced,includinginspiration

source,sampledesignandsewingprocess.Theeffectofclothingwasshowed.Theknittingclothingusedblueasthemaincolor,

whiteandgrayasauxiliarycolor.Thedecorationsweremadeofnon-wovenfabrics,anditletpeopleentertheworldofrain.Thegauze

broughtelegantandhazyfeelingtopeople.Thisseriescombinedpracticalitywithartistry,gavepeoplethefeelingandthinkingof

beauty.

Keywords:clothingdesign;knittedfabric;garmentproduction












 



“节能减排,大有可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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