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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ports”女装成衣设计

摘 要

体育运动发源于神秘的国度古希腊，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分门别类的运动项

目，其中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人类运动起源的象征之一。运动又称体育，英译为

Physical education，所以和人体活动的关系密不可分。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明现

象，是与人类文化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项行动性活动，从古至今体育运动经历了不断地

变革与进步，慢慢形成了现在被人们熟知的体系，并成为文化产业之一。

同样的，运动服饰早在体育运动起源时便有了实际的存在，经过几千年的科技和

文明的进步，逐渐发展成熟，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舒适且美观时尚的休闲运动服

饰，特点为个性化和主观化，多样性和功能性，并不断走向日常化，市场越来越大，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开发性，推动着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体育；变革；人体美学；市场；可开发性；功能性；体育文化产业；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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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ports" Women's Clothing Design
Abstract

Sports originated in the mysterious country of ancient Greece, dating back to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re are classified sports, in which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is one of

the symbols of the origin of human sports. Exercise, also known as sports, 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hysical education, so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activities. It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an action activity inseparable from human cultural lif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sports have experienced continuous changes and progress,

slowly formed the system now well known, and become on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imilarly, sportswear has a real existence as early as the origin of sports,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matured,

become a par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mfortable and beautiful and fashionable leisure

sports clothing, characterized by personalized and subjective, diversity and functionality, and

constantly towards daily, in line with human aesthetics, fit the human body struc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Change; Human Aesthetics; Structure; Market; Developability;

Functionality; Sports Culture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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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主题和意义

1.1作品主题

主题名称：“New Sports”

以一种新视角去探索和实践与运动穿着相关的想法，避免盲从和跟风，增大运动

服饰的发展空间与实际经济效益，拓展运动服饰新领域，促成“New Sports”运动品牌

的养成和发展。

1.2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2.1选题的背景

如今健身，网球和瑜伽等各类有氧运动在朋友圈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体

型塑造加入了健身行列当中，并钟意于此类风格的穿搭，对于运动时穿着的舒适度和

美观度变得更加挑剔和重视，再加上近年来运动休闲风格在服装界大肆盛行，很多网

红明星出街都会身着运动休闲类服装（如图2），所以自然而然热议对象——运动类服

饰就成了此次探究与设计的主题。

图1 明星出街穿搭

现代休闲运动服装更趋于时装化，已超出“运动穿着”的范畴变得更加地“平民

化”，成为了时装的一部分。所以在于采用合体的裁剪、亮丽的色彩、高科技的材料

和个性化的图案等多种元素，综合了体现功能性、舒适性和时尚性，在款式和面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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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得到创新。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正在改变我们的穿衣方式，2020年是个特殊

的年份，严重的疫情又让我们意识到了防护的重要性，所以在2020年80%的面料在本质

上将更具技术性，强适应性可再生面料将会越来越受到推崇，耐久产品与可再生成分

将在2020年愈发重要。

1.2.2选题的意义

“New Sports”女装成衣设计的意义在于运动服饰本身重视舒适度，人体贴合度和功

能性的同时，提升其时尚感和可出街率，设计主题“New sports”想要表现新生休闲运动

服装的状态，不仅需要在面料上进行功能运用和创新（如图2），运用混搭造型将功能

面料的可塑性发挥到极致，也需要在服装结构上下功夫。毕业设计的作品将运用到解

构主义的思想，并结合设计人体美学（如图3）和结构进行服装款式结构的解构与重组，

最大限度上发挥运动服饰的时尚性。

图2 各种科技面料

图3 贴合人体结构的运动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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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调研
2.1市场调研
2.1.1国内休闲运动服饰市场现状

近几年来国内外许多品牌都刮起了“运动休闲风”，时尚与体育产业深

度融合，运动服饰时尚化成必然趋势（如图4）。运动时尚服饰是将运动服装

的自由舒适和专业功能性与时装中的曲线修身、潮流时尚巧妙地融为了一体，

许多国内品牌争相模仿开始走联名限定的开发模式路线，刺激消费者的购物

欲望，有很多各类“老牌”中国食品和化妆品品牌如旺旺和百雀羚也在开发

休闲联名服装，五花八门趣味十足。运动服饰时装化趋势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两点：

①消费形态的改变是运动时尚服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居民

逐渐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全新、时髦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其

中。

②新生代消费者和女性消费的迅速崛起。80、90后新生代消费者逐渐成

为运动服饰的消费主力军，年轻一代消费者更为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化，因而

格外青睐时尚特性兼备的产品。

图4 中国运动服饰市场规模增速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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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受众调研

本次毕业设计受众市场调研的方法采取线上调查问卷（如图5）以及线下

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调查的对象为 18岁以上的女性，共收回实际填写

调研报告 206份，其中线上（109份），线下（105份）。

图5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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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目的为更准确地了解当前消费者对于运动服饰类型的喜好和其在服装

市场的实际需求数据。分析了解市场的动向，更好的掌握市场的需求，预测潜在

市场并由此设计出更加贴合市场需求的运动服饰款式。

最后，通过调研得出实际情况为，在最想购买的运动服装里，55.3％的人

会选择简约偏设计感的类型，款式偏向时尚且休闲、40.5％的人选择长袖上衣

和束脚运动裤,这两种款式较低调，也为身型不那么完美的消费者提供了选择，

体现其显瘦包容性的特质，其次是挑身型和腿型的吊带款和贴肤紧身的

Legg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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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为消费者在挑选运动服饰时会先考虑是否适合自身身

型，运动服饰合身性的重要程度得以体现，其次是对款式面料的选择，也就是

美观度和舒适性。

2.1.1参考品牌调研

Particle Fever品牌解读：

品牌介绍：以古灵精怪的方式解读运动装，用一种非常规的实验态度设计

每一件运动穿着，彻底地从工艺和审美的角度思考到底一件运动服可以变成什

么样子。对创造力有着高要求，避免盲从，拒绝无意义标签，从艺术科技和文

化的多元角度实践一切和运动穿着有关的计划。

风格与定位：前卫与先锋，打破固化的运动穿着。打造高端，有创造性，

全球化的运动服装品牌。价格区间为79-3299元。

图 6 参考品牌Particle Fever 2020春夏款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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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参考品牌Particle Fever 2020春夏色彩版

款式分析（如图6）：以贴身露肤款紧身衣为主，结构与色彩的搭配相得益彰。

色彩分析（如图7）：以几种明亮色调为主，视觉上给人以清新夏天的感觉。

面料分析（如图8）：LYCRA(莱卡）品牌系列面料成为了世界上知名的弹性纤

维标准，为服装纤维领域树立了品牌标杆，使轻便贴肤且肉眼几乎不可见的莱

卡纤维成为我们衣服上活跃的元素之一，它将服装转化为更合身、更持久，并

能追随我们身体一起跃动，表现出优美身形，以及持续的塑形功能与舒适感的

衣服。其次是一些耐脏抑菌防异味的功能性面料，都是针对运动者在运动时身

体上出现的生理状况而产生的带有有效作用的面料。

图 8 参考品牌Particle Fever使用的科技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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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包袋趋势分析

从参考品牌和其他运动类品牌的包袋集合(如图9)调研分析来看，运动类包袋首要

还是实用性，然后是功实用结构和美观设计巧妙结合，款式上，近年流行的腰包和斜

挎包偏多，其次是更实用的双肩包，行李包和健身包；面料上，大多采用耐脏防水防

风型面料，少部分近年流行的网眼和PVC材质；色彩上，纯色大logo设计偏多，其次是

印花和拼色。参考品牌里销量最好的也是近年来流行的斜跨包，其次是实用类的健身

包。所以在配饰包袋设计方面，主款式以实用性为主，趣味性和美观性为辅，色彩多

以纯色logo和花纹图案为主。

图8参考品牌Particle Fever2020包袋合集

图9 各运动品牌2020包袋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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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过程
3.1市场定位

根据前期线上线下的调研，趋势资料的收集、分析和总结，得出本次毕业

“New Sports”女装成衣设计的市场定位：风格定位于功能性舒适度为首要，

简约与性感时尚结合的现代运动休闲成衣服饰，价格区间定位在 300-2000

元，消费人群定位在 18-38 岁的活力十足热爱运动健身的时尚女性。

3.2设计方案

3.2.1设计灵感版

此次设计采用新年鼠年限定主题，创作印花和Logo,并设计相关包袋配

饰，根据不同面料的特性以及结合印花进行女装成衣设计。

图11 主设计灵感版

3.2.1色彩灵感版

色彩方面根据 2020春夏流行色采集和分析，筛选出几个冷色调的流行

色作为本次毕业设计的主色调（如图12）。主打色为Pantone发布的2020年度

流行色经典蓝，点缀清爽绿和活力黄，再用灰一点的肉粉中和整体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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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色彩版

3.2.3款式灵感版图

款式上根据 2020春夏款式流行的趋势，在系列服装廓形上主要以 H型为主，

款式上则以运动套装，解构运动背心，大廓形罩衫，运动型连衣裙为主要款式

进行设计。细节上则以 2020 年流行细节进行具体表现。

图13 款式灵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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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款式设计草图

“New sports”系列女装设计主要遵循解构主义，设计符合人体美学的剪裁结

构，配合整个系列的主题进行不对称性的款式设计，根据主题和流行元素的总

结进行了以下计 12款（图 13）。

图14 系列手绘草图

3.2.5款式图定稿

图15 最终款式图

一共有四套衣服，九件单品，紧身上衣，半裙，紧身连体衣，宽松pvc外罩，棒球上衣外

套，紧身运动背心，压褶束脚运动裤和连衣裙，廓形以H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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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效果图绘制

设计要素说明;主要设计工艺为解构穿插拼接，规则与不规则褶，肩部功能防冲撞

设计和撞色包边设计。主要为贴肤款式，配合不同材质的面料拼接，鞋子为机织面料

袜靴和运动鞋。

图16最终效果图

3.4印花设计

图17 印花图案

图18 logo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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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进行草图的绘制，以鼠年限定为主题，结合“New sports”主体名称的首字母缩

写，配色为色彩版的一个主色经典蓝和一个配色亮黄结合做出设计，印花的大小为

3.5*3.5cm。

3.5 配饰（包袋）设计

3.5.1包袋主灵感版

图19 主灵感版

3.5.2包袋草图

图20 包袋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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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包袋效果图

图21 十款包袋效果图

款式设计以实用与不规则结合，色彩以经典蓝为主，用印花大和小，以及颜色深

浅做对比感，从而打造错落的立体视觉感，印花的应用突出系列感。面料选用上参考

品牌和流行趋势，主要为防风防水材质，透明PVC，漆皮，网眼，尼龙和少量编织面料。

4 成衣制作过程

4.1 面辅料的准备

4.1.1主面料的选取与运用

在主面料的选择上，选择了带有特殊功能效果的莱卡纤维面料，主材质

为锦纶氨纶尼龙，主属性为贴肤合身，塑形功能强，保型性高，舒适度一流，

干爽吸汗透气，非常适合地运用在运动型服装上能完美展现它的性能，使穿

着者的运动体验感大大提升。配合半透明pvc和网眼面料增加服装趣味性（如

图22和23）。

图22 主面料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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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主面料版2

4.1.2辅料选择

图24 辅料版

不同宽度长度以及不同质感的拉链装在成衣上带来的效果不同，主要以不同形式

运用在腰部，运动收缩带用在帽边和裤边起装饰作用，魔术贴在裤脚起塑形作用打造

束脚裤裤型，反光裤边装饰且带反光实用作用。

4.2 制版和裁片

图25 各单品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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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样衣制作

胚样制作了两套，单品分别为，一件背心，一件外套，一条裤子，一件罩衫和一

件连体运动衣。制版和裁片由于面料的特性不同，在款式上有些细节可能达不到预期的

效果，因此，选取相近特性的面料进行样衣的制作尤为重要（如图25），并且使用了拼

色面料来体现层次感，有弹性的胚布来体现质感和特性。

图26 胚样裁片与制作

4.4胚样制作遇到的困难
4.4.1实验过程

经过前面的打版与裁片的完成，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以下几个可解决性的问题或难

度：

(1)由于大面积使用弹性氨纶纤维面料，在车缝过程中线迹容易跑位，要有熟练的车缝

技术才可以做好；

(2)外套的肩膀撞色处的保护设计，因为拼接的原因不好车缝，需要剪裁斜纹

的面料再手工包边，车缝时肩膀处不平整需要慢慢转动缝制；

(3)裤子上部褶皱设计需先手工压折熨烫裁剪，再进行裁片，四片进行连接固

定，工序较为繁琐；

(4)连体衣制作部分，小片穿插较为复杂，结构繁琐，需耐心连接与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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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体设计效果

5.1整体效果

图27 第一套人台效果图

图28 第二套人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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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细节效果

图29 细节图

6.1 设计要点和总结

6.1.1设计要点

以一种新视角去探索和实践与运动穿着相关的想法，避免盲从和跟风，增大运

动服饰的发展空间与实际经济效益，拓展运动服饰新领域，促成“New Sports”运

动品牌的养成和发展。在面料上进行功能运用和创新，运用混搭造型将功能面料的

可塑性发挥到极致，并在服装结构上下功夫，最大限度上发挥运动服饰的时尚性与

舒适性。

6.2 总结

经过此次探索设计，真正的走入到了科技面料的实际运用当中，深入发掘

了运动服饰的实际市场，在探索的过程中，更加深入了解体育运动文化，也更加

的感受到了其在市场上上的竞争性和多样性，因此还需要进行继续地摸索。并且

在这次初步探索设计当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在为下一次设

计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同时也可以使以后的设计更加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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