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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编结因材料选取不同,编结技法不同,结构形式不同会产生疏密、虚实、长短等平面变化和层叠、交叉等立体

变化。从编结技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多层次视觉传达表现形式出发,对其因结构变化、空间造型和材料混合形成的不同视

觉效果展开了论述;并将编结艺术运用在服装设计中,设计出具有传统肌理感且符合现代审美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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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结技法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技艺从古至今都被广

泛应用,无论是农渔耕作还是服饰穿戴,小到物件固定

大到整体装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编结成品织造肌

理装饰性强,且原料和服装材料相近,柔软适宜穿着,
逐渐作为新元素应用在服装设计中。结合挂毯中应用

到的编结技法并以服装为载体,从肌理构成、编结服装

廓形和多材料混合应用等方面分析其形成的视觉效

果,从而为服装设计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也为传统技

艺的传承发展提供新的应用方式。

1 挂毯编结技艺概述

1.1 基本定义

“编”字的基本释义为把条状物交叉地组织起来或

者按一定的顺序组织排列;“结”字的基本释义为用绳、
线、皮条等绾成的疙瘩。这样单从字面的基本释义可

以直观地理解为:编结就是运用2股以上的棉、麻、毛、
丝等拧成的条状物交织在一起绾成疙瘩后,经过一定

的顺序排列成为完整的作品。

1.2 情感寓意

编结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古代俗称“绛子”或“络
子”。古代人们对于编结有着深厚的情感,编结不仅在

实际生活中广泛应用于农渔耕作、服装配饰以及日常

记事,在情感寓意上也有广泛的含义。编结包含几种

寓意。
一是绳子外形符合中国古代图腾中龙的形象,而

编结图案也大都有着吉祥的内涵,传达着历史变迁中

人们始终不变的美好愿望。

二是“结”字在汉语大词典中的含义除了结网、结
绳这类本质含义之外,最大一层含义就是“合”:结晶、
结交、结合。而团结合作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三是“结”与“吉”谐音,所以编结有万事大吉的美

好寓意。

1.3 发展历史

查阅考古资料发现,人类在距今6000~7000年以

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应用以毛竹为原料进行编

织的生活用具。编结是由远古时代的结网技术发展而

来。
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编结的文献并不是很多,但

也有证可考。《后汉书》记载,流苏在中国汉代已经以

五彩毛线编结成穗的形式出现,并用作车马装饰;宋代

帝王祭服上饰有流苏;明清两代妇女的云肩下缘和清

代官吏冠帽上都饰有流苏。这说明当时编结作为装饰

物已经用在了封建阶级上层社会中,说明其在当时具

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后面随着殖民者的入侵,欧洲

的编结工艺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编织工艺也随着编结

工艺专著的影响渐渐丰富起来。

1.4 编结原料

编结原料有很多种,传统的可以分为天然纤维和

化学纤维两大类。如羊毛、兔毛、棉纱线和腈纶、维纶、
涤纶等。随着创意服装的出现,更多的非服装材料被

当做原材料应用在服装制作中,比如铁丝、竹子、塑料

等,其独特的材料特征使编结成品呈现独特的肌理感

和视觉效果。
编结原料的材质、粗细、色彩等都会形成不同的成

品效果,粗线编结成品风格粗犷,较细棉线编结肌理精

致细腻;材质细光滑华丽秀气,材质粗糙豪迈大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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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视觉感沉重,浅色轻盈。

1.5 基本技法

编结技法包括平结、单向平结、斜卷结等,见表1。
在这3种编结技法的基础上应用不同排列组合形式可

以形成复杂多样的织物结构。
表1 编结技法

平 结 单向平结 斜卷结

  平结是编结技法中一个最古老、最常用和最实在

的结,是中国结中的一个基本结。“平”在汉语中有高

低相等,不相上下之意,同时,又有征服、稳定的含义。
单向平结和平结编法相似,只是在编结方向上发

生了变化。单向平结整体呈螺旋状,空间立体感强。
但是单元编结品为线性结构,需要多个单元共同组合

来形成结构变化。
斜卷结是以一根线为轴,然后其他线条在上面以

固定方向打结形成。其编结方式决定了该结具有固定

性好、不易脱散和结构简单易于变化的优点。斜卷结

在编结过程中常用来编制独立纹样以及应用在边缘处

起固定作用。

2 编结在服装中的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编结艺术

品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编结因为具有和服装相

同的原料来源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服装辅料以及成衣制

作中。其固有的手工精致感和怀旧情怀,有较大数量

的固定消费者。在编结特征的基础上,服装设计师们

将编结艺术运用在服装面料设计、廓形设计、局部装饰

设计中,设计出具有特殊肌理感与视觉冲击感的服装。

2.1 面料再造设计

面料再造设计是指不直接使用市面上现有的成品

布料,而是在现有面料基础上进行特定的工艺设计形

成全新的个性化服装面料。编结通过一定的打结技法

排列形成,使用棉线或布条或其他新型材料,按照编结

技法形成拥有独特肌理和层次感的服装面料(图1),再
结合一定的服装廓形和色彩形成具有传统质朴感的服

装。

图1 编结面料

2.2 整体廓形联想

服装廓形有A、H、X、Y、O等,除此之外在创意服

装设计中也会采用夸张、仿生类服装廓形。例如Vik-
tor&Rolf2015春夏高级定制(图2),服装整体不再

以人体为基础进行廓形变换,而是采用花朵作为其廓

形的衍生。编结本身就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可以联想

转化形成服装的基本廓形,作为服装廓形设计中灵感

来源之一。
2.3 服装局部装饰

编结可以作为服装的一部分展现其价值,局部装

饰也是表达设计理念的重要部分。利用编结本身的肌

理特点和空间结构,采用夸张的手法应用在服装局部

是表达设计师设计理念的有效方式。也可以作为服装

结构组件来进行设计,例如腰带、花边、蝴蝶结等,形成

纯朴、浪漫的服装艺术风格。

3 编结服装视觉效果分析

编结是历史悠久的手工技法,具有独特的风格特

点。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技法,都可编织出形态各异的

肌理效果。编绳朴素的线条以及特殊的编结技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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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然且华丽的视觉效果。当编结与现代时装结合

后,其独特的肌理效果和艺术气息使整个服装呈现出

典雅和前卫感。编结时装如编结艺术品一样拥有古

典、优雅的特征。

图2 Viktor&Rolf2015春夏高级定制(图源网络)

3.1 编结肌理变化形成的视觉效果

编结因材料选取、编结技法、结构形式不同产生不

同的肌理效果,从而存在疏密、虚实、长短等平面变化

和层叠、交叉等立体变化。影响编结品平面肌理的因

素主要是编结材料的选取和编结纹样的变化。
不同编结肌理会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编绳

张力的强弱变化给人以放松或紧张的心理;具有强烈

节奏感的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肌理,使人视觉感到整

齐统一而心情舒展;粗线条与精致布料的肌理对比,则
直接展示了不同面料之间的拼接碰撞,给观者在视觉

上以强烈的冲击力。

3.1.1 疏密变化视觉效果

疏处可以跑马,密处难以插针,这是对疏密对比的

形象比喻。疏密变化就是要加强对比,制造视觉反差。
不同规格的编结材料会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较细棉

线编结品感觉轻盈、单薄且疏松;较粗线编结品整体厚

重但肌理感明显。在编结过程中要结合二者特点共同

完成编结品的制作。
在线型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编结技法构成形式可以

很大程度改变成品的疏密关系(图3)。单向平结通过

不同排列方式会形成疏密对比,其特殊的螺旋结构多

根排列,结构简洁疏松充满韵律,整体风格隽丽优雅;
平结变化形式多样,应用多种组合排列方式可以形成

不同风格的图案。其按规律编制可形成密集整体的编

结品,也可设计镂空使其更加疏松柔软风格飘逸;斜卷

结既可以单独编结图案肌理也可辅助以上2种编结技

巧共同发挥作用,其线条明显、轮廓清晰常作为分割或

图案边缘设计。
编结服装本身就编结技法不同存在着疏密对比,

编结技法的排列组合也对服装效果有着很大影响,在
应用中需要将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变化才会产生和谐

的服装整体感觉。

平结

斜卷结

单向平结

图3 结构疏密变化

3.1.2 虚实变化视觉效果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互依存并通过彼此

对比显现出来。虚处模糊且层次单一,实处清晰且层

次丰富。不同技法可以形成编结品虚实变化,同一种

编结技法运用不同排列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虚实视觉

感受。
在编结服装中,编结成块出现带给人厚实沉稳的

视觉效果,编结线条则给人穿透感强,轻便舒适的视觉

感。如图4是由斜卷结以8×6形式构成菱形,之后运

用四方连续形成对称纹样,菱形部分结构紧密厚重感

强,线条部分结构简单形式疏松。二者结合相互对比,
突出各自特征,整体大方简洁,延伸感好。

图4 编结虚实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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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层叠变化视觉效果

编结艺术并不是只有平面效果,可以通过多层叠

加或立体编结等方式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也可以直

接在立体模型上进行编结。空间形式使编结品结构更

加丰富、层次肌理感更加突出、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层叠编结是指在传统平面编结品的基础上增加了

一层附加编织品,使之视觉上更加具有层次感,在应用

中表面编织品也会比较自由灵活,不会完全受身体曲

线的限制,增加整体灵活性(图5)。

图5 编结层叠变化

3.2 织品空间变化形成的视觉效果

点、线、面、体是服装设计乃至艺术设计最基本的

构成要素,不同点的运用在服装中会产生不同的造型

风格。编结艺术服装是在点、线、面、体等平面立体构

成原则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编结技法设计出的独特服

装造型。
不同的编结技法会形成不同的空间结构。就编结

本身而言,平结空间立体变化最小,整体编结成品呈平

面,但是其编结技法决定其拥有丰富的疏密变化形式。
斜卷结编制成品立体结构变化高于平结,但不及单向

平结,其编结技法决定该结牢固程度,单一轴线形式决

定其可以随意勾勒想要的线条图案,形式多样。单向

平结由于其螺旋结构,空间层次最为显著。
空间感编结服装可以采用类似于立体裁剪的方式

来完成,通过直接在人台或其他立体物品上编结的方

法可以编制立体服装。其成品具有特定空间形态,既
克服了编结服装宽松不贴合人体的缺点,又拥有编结

独特的肌理感。在此基础上选用硬度大的材料进行服

装编结会使服装具有明显的廓形,而且服装整体硬度

灵活性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构廓形和细致的面料

肌理结合,使编结呈现全新的视觉感受。

3.3 不同材料搭配形成的视觉效果

编结可以和多种材质混合使用在服装中,作为服

装的一部分和其他服装材料共同呈现服装整体效果,
相互映衬更加凸显各自面料的肌理感。编结通常与其

他对比面料搭配,将柔软和硬挺的面料搭配;质地疏松

与质地紧密面料搭配;轻薄面料与厚重面料搭配等,这
样通过彼此之间的对比可以突出各自面料本身的材质

特色,而且也有很强的舞台效果,展示出另类的感觉和

设计师天马行空的创意思维。
编结服装面料混合使用可以从3个方面发散思维

进行设计:
(1)不同季节面料相互配合。因其面料厚度不同

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感,在服装设计中,为了使服装

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会在服装局部使用不同

面料。利用各种面料在质地、肌理方面的差异来产生

设计师理想的服装效果。
(2)编结和皮料搭配。皮料厚重感和编结镂空感

巧妙搭配,使整体具有廓形感的同时也拥有细致的肌

理感;编结和皮草搭配使整体感觉较为厚重,二者结合

更加凸显了皮草的绒感和空间感,削弱了编结的立体

感,整体感觉典雅复古(图6)。

图6 不同季节面料搭配

(3)不同硬度面料相互搭配。硬度较高面料与传

统面料搭配,二者面料特征相互结合在服装中使整体

效果粗犷且有细节。比如TPU和编结混合使用,会产

生传统和新型碰撞的感觉;皮革和雪纺绉的混合搭配,
产生了新颖的视觉效果和穿着体验。

(4)不同用途材料相互搭配。可以将舒适的服装

面料与其他非服用材料搭配,如鱼骨在服装造型中的

关键作用。在编结服装设计中可以采用铁丝等硬度较

大的材料和传统材料进行编结设计,硬质材料和软质

绳线相互结合对比,表现出现代感和传统技艺结合的

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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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编结是具有深厚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多

元化需求的影响下,编结技法更多地应用在服装设计

中。结合编结本身特征进行服装面料设计、廓形设计、
局部装饰设计,进而在编结肌理、空间构成、材料搭配

方面形成多样化的视觉效果。编结不仅仅是一个历史

文化产物,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会衍生出特定的附加价

值,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编结技术会生生不息地流

传下去,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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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EffectofKnottinginClothingDesign
YANGXiao-hong,HANZhi-qing

(SchoolofTextile&Gar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Duetodifferentmaterials,differentknottingtechniquesanddifferentstructuralforms,theknottinghadplanechanges

suchasdensity,virtualreality,lengthandsoon,aswellasthree-dimensionalchangessuchaslayeringandcrossing.Fromtheper-

spectiveofthemulti-levelvisualcommunicationformofknottinginclothingdesign,thedifferentvisualeffectsofknottingweredis-

cussedintermsofitsstructuralchange,spatialmodelingandmaterialmixing.Theknottingartwasappliedintheclothingdesign,to

createtheclotheswithtraditionaltextureandmodernaesthetic.

Keywords:knotting;clothingdesign;multilevel;visual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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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Pre-QinDressCultureontheDesignofModernClothing
WUQian1,YANGChen1,2,3,*

(1.Jiangxi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2.JiangxiCenterforModernApparel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chang330201,China;

3.JiangxiCultureandArtScienceKeyResearchBaseofChineseCostumeCultureResearchCenter,Nanchang330201,China)

  Abstract:Thepre-Qindresshadthecharacteristicsofhealthpreserving,beautystyleandetiquettesymbol,whichwasworth

studyingandstudying.Itwasthemainproblemthatcontemporarydesignersshouldpaymoreattentiontounderstandthedressofpre-

Qindress,andcreatethedresswithChinesecharm,whichwasinlinewithmodernaestheticandhadpracticalaestheticfunction.

Keywords:pre-Qinclothing;etiquette;clothingculture;moder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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