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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知”创意服装设计

摘 要

观察这个时代，会发现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外面的信息在增多，

物质欲望的追求在上升，以及时间也仿佛在加速。然而，内心的世界常常被遗忘。

本系列作品想通过 “觉知”，让脑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休憩，把人的思维从

外在世界的投入做一次短暂的区隔，进入到内心的世界的角度去察觉和看待事

物，因此才能从念相的外在世界回归到永恒的内在——一体意识。

“觉知”是一个以局外人的视角静观“我”与世界，从外在世界转入内在的

生命，从而体验到神圣永恒的部分。如其在内，如其在外。作品通过以“我”出

发，运用了人的面部五官特征作为寓意的代表，结合面料改造进行抽象的表达形

式，以及秉持可持续的理念相融通。

关键词：觉知；“我”；念相；一体；面料再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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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creative clothing design

Abstract

Observing this era, we will find that human society has been developing at a high
speed. Information outside is increasing,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desires is rising, and
time seems to be accelerating. However, the inner world is often forgotten.

This series of works wants to make the brain have a short pause through "awareness",
make a short separation of human thinking from the input of the external world, and
enter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ner world to perceive and see things, so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return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of thinking to the eternal internal oneness
consciousness.

"Awareness" is to observe "I" and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outsider, and
transfer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to the inner life, so as to experience the sacred and
eternal part. As without, so within. Starting from "I", the work uses the facial features
of people as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bstract expression of
fabric transformation, and uphold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integration.

Keywords: Awareness; "I"; Thoughts; Oneness; Fabric reconstruction;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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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主题、意义及构思

1.1 作品主题

主题名称：“觉知”创意服装设计

笔者时常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为何？

细心观察这个时代，会发现人们在社会中的步伐不断加快。无论是对物质的

欲望，对名利、成功、财富的追求，还是对时间的掌控，大都呈现出一种紧张感。

外在世界无止尽的追求往往会使人陷入一个僵局，被无数的身份构建的‘我’，

被无尽外在世界意识束缚掌控的‘我’，一生走过也不知身在何处，意义为何。

通过觉知，以一个全新的视觉来探讨及感知人生。在生活匆忙的步调中，让

人有一个休憩的机会。放下周围的一切事物，以及头脑制造的无数念相，从外在

世界进入到内在的宁静，之后再从内心往外体会，会发现所处的世界已有了变化，

这个变化心会感知得到，因为如其在内，如其在外。这个转化过程称之为‘觉知’。

本系列作品结合时代背景、艺术形式及融入可持续设计理念，运用五官及人

像代表‘我’的元素，以服装作为创作的载体，来探讨和感知人生（如图1）。

图 1 主题版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2.1选题的背景

在现代社会的快讯发展下，一切的运转在加快，同时会感觉时间也在加速，

信息不断的增多以及人们物质欲望不断地增加。从消费欲进行观察，人们对穿着

打扮也渐渐开始注重起来，依照长时间的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人们服装

购买力上涨，即使商家生产出各类个性的服装产品也满足不了人们。当代社会情

境下，服装及纺织行业已渐渐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污染行业，据统计每年产生的废

旧衣物已呈亿数计算，这已成为迫在眉梢的行业事情，已产生了生态危机，让地

球环境超载负荷（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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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现状

1.2.2选题的意义

笔者察觉周身的环境，发现快时尚流行，而人们忽略了环境，把人与万物分

离。可持续设计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是将人与万物友好相融的一个契机。这次设

计的亮点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觉知人生意义的同时，感知到人类与自然

应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之道。

让心静下来，往内觉知，心是人们的本质，万物皆为一体，不再分离。

1.3 设计调研

1.3.1在服装中的可持续设计

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得出总结，在服装中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分为物质基

础、特定理念、生命周期这三个方面，以下内容进行陈诉（如图 3）。

图 3 思维导图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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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是物质基础，从“量”中减少材料的使用与减量化的设计。例如：

简约设计，提倡节俭美，少就是多的原则，其中 Jil Sander设计品牌为代表，主

打简约类服装，款式简洁大方利落，以及三宅一生的简约设计也尤为具有代表性；

从优化服装的材料着手，通过 “质”来进行设计，运用到了天然的材料，如对

面料进行蓝染、草木染、水果染的制作方法等，其中楚和听香的《观心》服装系

列则是在“质”上突出体现可持续理念，运用了自然的原料进行设计；以及废旧

的材料的再生设计，让它们进行解构、重组、拼接（如图 4）。

图 4 “量”与“质”的实例

第二个方面是特定理念，运用感情化的设计方法传达给消费者可持续设计的

理念。从直接传达入手，使用直观具象类，如图案、廓形、设计要素或是从间接

传达入手，使用设计说明与消费者进行交流中到达共情的效果（如图 5）。

图 5 “野生动物保护”服装

第三个方面是生命周期，设计以延长服装的使用率以及寿命作为目标，让消

费者可以对服装进行再利用，以及使用效率与延长服装的生命周期，可以从服装

一衣多穿功能性、百搭设计和可拆卸及组合，三宅一生的一些设计作品中能够直

观的感受到这一特点（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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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提高使用效率设计

可持续设计的思想在服装设计中的实践不仅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展

现，更是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考量，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阐释。基于物质基

础的服装可持续设计策略中，简约化设计已成为实践最为广泛的可持续设计方

法，以及使用自然原材料也是特色之一，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力，对废旧材料、再生材料的再利用也是一种重要的可持续设计思路。

基于特定理念传达的可持续设计策略可分为直接传达和间接传达两种，运用

服装的廓形、图案以及设计理念与消费者形成情感共鸣，能够从心理上使消费者

认同可持续设计理念，是一种感性的设计方法。

基于生命周期考量的服装可持续设计则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的前提下，延

长服装的生命周期为目标。百搭设计、功能性设计、可拆卸设计以及组合式设计

为基于生命周期考量的可持续设计提供了方法与手段，体现了实用性与可持续性

的完美结合运用。

1.3.2在本次系列中可持续的应用

笔者通过调研后，拟定出本次系列作品设计主要从物质基础和生命周期（因

为后期在尝试这理念中的一衣多穿时，没能深入进去，所以着重物质基础的陈述

和运用）的可持续理念着手。

系列服装主要运用到物质基础中‘质’的理念。其一系列中会使用天然材料，

例如：多种棉麻类面料，以及运用植物蓝染为面料着色，让部分成衣面料进行蓝

染，让它在面料和染色上体现出自然环保的可持续性。

其二系列中会运用到废旧面料再生的可持续设计特点，在后续的面料再造中

能够很好的体现，将制作成衣裁剪时剩余的面料存放起来，再次将它们进行重组

拼接。这样的运用既能体现可持续性，又能达到面料再造的丰富多彩性（如图 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设计学院

5

图 7 左：收集的部分废料 / 右：用于废料制成的图案和蓝染后的面料图

1.4 设计背景

1.4.1流行趋势

本次毕业设计系列主要参考了 SS19-20的服装流行趋势，汇合了款式、廓形、

面料、细节、图纹这些个部分进行归纳。款式的流行趋势主要以上下装搭配及裙

子类服装为主，廓形主要以 H型以及 A型为主，其中表现手法有运用到的有不

对称设计、印花、褶皱以及抽绳等，有一些细节亮点部分例如：在服装结构当中

进行合理巧妙的运用抽褶设计，使结构与抽绳结合起来，既丰富了服装又表现了

其特色；在服装的颈部，将衣领结合运用拉夫领；另外在结构中还运用到了堆积

的褶皱形式，很好的构造了服装的廓形感；以及在服装中运用尺寸不一的面料表

现出层次感等（如图 8）。

在秀场中的面料特色，其一应用了赋有肌理感的面料，无论使用印花来体现

表达理念，还是通过运用面料再造而制成的特殊肌理都是它们的特点（如图 9）。

图 8 SS19-20秀场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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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S20秀场面料细节版

在秀场中多次使用的图纹有笔触的形态，其中在 Issey Miyake Spring 2020
Raedy-to-wear的秀场服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它们所呈现出的状态是赋予了随机性、多变幻的以及生动有趣的，让服装在

原有的廓型基础上展现出另一个更为活跃的跳动，仿佛能更强烈的感受到设计师

对所表达的一些理念和思想（如图 10）。

图 10 SS20秀场图纹合集

1.4.2 工艺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1.4.2.1 面料再造

服装中的面料再造也就是对面料进行第二次的创造设计，也就是在已有的面

料上，结合设计者所想表达的奇思妙想和理念等进行再次的艺术创作，根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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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种材料和不同的工艺技法来达到设计者的表达意图。

随着时代的发展，服装已不再只是为了保暖遮体，而是转化为代表个人的特

色或是个性的象征，于是人们对于着装的要求也随之上升了，然而面料改造正是

一个尤为能够展现独特的方法，因此早已在市面上发展了起来。它的技法种类十

分丰富，其一可以从材料上进行多种搭配，其二也可以从空间感着手，运用到抽

褶，编织，皱褶，折叠，刺绣等方法创作（如图 11）。

图 11 面料再造范例图

在这次服装系列作品中，结合了面料改造的形式，运用不同的面料材质和使

用人体脸部特征作为代表，为表达从‘我’觉知外在念想的纷扰，由这些念相组

成了‘我’和这个世界。以下为部分面料改造的成品实物图（如图 12）。

图 12 部分面料改造成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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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刺绣工艺

刺绣寓意为使用针在织物上绣制各类的图案。它是使用线和针将设计的图案

或纹样以线条艺术的形态展现出来（如图 13）。它有渊源的历史足迹，是中国

的民间手工艺之一。它赋有丰富的技法，其中有：错针绣、平绣、乱针绣、刮绒、

挑花等等。它的用途主要围绕着生活与艺术装饰，如服装、服饰品、艺术品装饰、

家居用品、舞台等。

图 13 刺绣范例图

在这次服装系列作品中，运用了刺绣的工艺技法，为了将图纹更加细腻的方

式展现出来，采用刺绣一针一线的绘制形式来表达主题中的念相是以千丝万缕般

的特质展现，是念相构成了这个‘我’，无数的线条能够表现出无数念想的特征

感。以下是部分刺绣成品实物图（如图 14）。

图 14 部分刺绣成品实物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1%E9%92%88%E7%BB%A3/9138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91%E8%8A%B1/481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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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印花工艺

印花工艺是运用颜料或染料在纺织物上进行印染花纹、图案的工艺。它是赋

有艺术性的成品形式，印花的种类多样，能够让原有的纺织面料通过印花变得丰

富多彩（如图 15）。它通常运用在服装、服饰产品、艺术品、家居物品等，能

够灵活的展现印花的魅力。

图 15 印花范例图

在这次服装系列作品中，采用了印花的工艺结合抽象的大笔触形态来表达在

觉知过程中所感悟到灵气，运用了手绘形式的印花，大量使用抽象笔触，传达出

这其中的洒脱感。以下为手绘印花的成品实物图（如图 16）。

图 16 印花成品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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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蓝染工艺

蓝染是一门拥有几千年历史传承的传统染色技艺，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慢慢

的吸引到大众的关注与喜爱。人们开始对生活品质的注重，开始关注低碳环保回

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蓝染运用在服装上能够很好地贴近自然原生态的特性，它属

于植物染，染后色彩温和舒适，它既能够环保生活，还可以使人更贴近自然（如

图 17）。蓝染在可持续理念设计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图 17蓝染工艺案例

在这次服装作品系列中，以主题“觉知”融合了可持续设计的理念，运用到

了可持续设计理念中优化“质”的特点。“质”也就是材质，在服装的面料上进

行改进，结合蓝染让使用的面料自然生态化，将可持续理念深入到生活中来。

系列作品选用的面料，大部分选择的是棉类、麻类材质，少量使用纱类材质。

准备好面料、蓝染原料、木块以及绳子等后在家进行了染布，以下是染布的经过

历程（如图 18-19）。

第一步先是将准备的面料放入碱水中浸泡半天，让面料进行脱浆，为了提高

染布的呈色效果；第二步将纯植物蓝靛放入盆中加入相对比例的水（如果天气温

度相对较低，可以使用温水），在进行搅拌融化；第三步在另一个盆中加入一定

比例水，将相对比例的助染剂融入水中后，再将它倒入蓝靛盆中进行搅拌；第四

步加入相对比例的还原剂，进行搅拌融合，然后放置一段时间，直到盆中原料颜

色变为绿色时便可以开始染布；第五步在等待的时间里，使用长条木块、夹子、

绳子或者不同形态的珠子，将脱浆后的面料进行多样的捆绑，为制造各类形态的

造型；第六步原料变为绿色后，放入捆绑好的面料，另一部分面料平铺直接放入，

进行多次染后达到渐变的效果；第七步染色过程中进行不断揉捏，让颜色更好地

晕染，其中拆开面料让它充分与空气接触进行变色，再放入水中染，达到想要的

颜色效果；第八步将染好的面料放入清水中清洗几次直到水清澈，再用洗衣机甩

干面料，最后进行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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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8 蓝染制作过程

如图 19 左图：染后晾干 / 右图：干后的面料成果

1.4.3 灵感来源

灵感来源于笔者对生命进行的思考，如把人生比作大海，人们是漂浮在海面

浪花中的泡沫，浪花会随着风的去向潮起潮落，就像人生旅途中起起落落的经历，

有喜悦，有忧愁，有兴奋，有愤怒，有幸福，有失落，有成功，有失败……不断

在人世间的经验里面循环，打转，再投身到社会中，例如：学业、工作、人际关

系、生活等，甚至还想不断追求什么，想得到什么，才会感到满足。细想起来是

不是已经忘记了那个真正的‘我’，通过觉知回到心的层面，找回自我。

本次服装设计系列为展现觉知自我，察觉到人被世间各种各样的身份束缚

着，以及被头脑制造的念相世界给困住。结合人体中的五官来代表人不断向外寻

求的意识，在结合面料再造表现出纷繁的念相世界。以下为灵感版（如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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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灵感版

1.5 设计风格

本次系列主题服装定位于具有抽象创意类风格，运用层次感的搭配以及褶皱

和抽绳的形态，体现出我们被外在世界的念相束缚，将服装结构重组，配合整个

系列的主题进行不对称性的款式设计，体现出在生活中我们的情绪的不稳定状

态，以及运用麻网线的形式表达我们意识不断延伸编织着现实的世界。同时结合

不同的手工艺，进行面料二次创意改造，表现出纷繁的外在念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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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要素说明

2.1 款式设计

依据主题进行草图的绘制，“觉知”系列主题服装主要由棉麻、纱质等材料构

成，在款式结构上结合材料性质进行发挥。

草图的绘制总共分三轮，第一轮：草图中提取意识中原子的元素进行设计创

作，主要展现服装廓形、部分服装的细节设计以及尝试运用可持续设计中的一衣

多穿的形式（如图 21）。

图 21 第一轮手绘草图

第二轮是进行抠图拼贴，因为第一轮的尝试的设计形式没有达到理想的效

果，所以开展换方向进行尝试，根据收集的大量的秀场图，结合需求进行组合式

的拼贴，触发灵感（如图 22）。

图 22 第二轮电脑拼贴 20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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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是结合之前拼贴产生的灵感，在模特人像上面进行草图绘制款式。快

速地勾勒设计款式，主要是大廓形的表达，不包含细节的结构绘制（如图 23）。

图 23 第三轮电脑绘草图 21款

再打印出绘制的草图款式以及拼贴，用笔再次绘制想法，进行更改创新。通

过结合本系列主题，以及服装的廓形，最后进行 4款系列的选择初步确立（如图

24）。经过初步整理选稿确认后，根据需要的服装廓形及整体效果进行确认，在

这基础上进行款式细化，增在细节突出形象。最终选择的廓形分别为 A 型、H
型的廓形的款式作为主打（如图 25）。

图 24 左：款式初选 / 右：打印的绘制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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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款式确立

2.1.1 系列款式效果图一

系列一的特点在三个图案部分运用了面料再造，上衣中心的椭圆型脸部抽象

模样，它是附着在上衣的弧线门襟侧，融合了不对称设计的理念，以及下装裙子

左边是两个半脸组合而成，右边是眼睛的纹样。脸部代表‘我’，表示人的生活

中时常带有几副面具。这套主要采用了棉麻类面料，裙部抽象印花（如图 26）。

图 26 系列款式效果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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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系列款式效果图二

系列二的重点在上衣，运用了多种形式褶皱、缩褶和荷叶边进行设计。不同

方向的褶皱代表人由外在世界的影响由头脑制造的无限念相，在生活中不断围

绕，服装肩部、前身部分以及上衣下摆部分的缩褶和荷叶边代表了它刺激人的情

绪所泛起的波动。而颈部的拉夫领和衣袖的松紧带设计，代表了外在世界的信息

和人的念相不断地充斥着脑，一种紧缩感、禁锢感随之而来。上装的背面和裤装

上的眼睛纹样则代表了虽然身处于世界中，也不忘寻找内心的宁静。

上装主要采用通过了蓝染的杜邦纸，质地轻柔，上色效果自然舒适，面赋有

一些独特的纹样，能更好的展现意识的流动形态，如果把上衣的蓝比作海，褶皱

是海面的波浪，荷叶边则是浪花。下装运用了棉麻材质面料（如图 27）。

图 27 系列款式效果图二

2.1.3 系列款式效果图三

系列三是整个主题的突出点，前身大面积采用面料再造和刺绣的技法进行制

作，后背运用手绘印花纹样，肩部少量运用荷叶边，服装左右部分达到不对称设

计形态。

前身的面料再造是一个大型的脸部图案，运用了裁剪制造成衣时的剩余布

料，主要是用各种质地的布料把脸型填充，在结合杜仲树皮与刺绣进行五官的刻

画，衣身的下摆也是采用不同质地的缝合而制。脸部的放大面料改造设计表达了

有时人被这个‘我’给主宰着，脸部下的面料改造则是由这个“我”延伸出来的

意识。后背的印花纹样使用的是纺织颜料和金银色丙烯颜料绘制而成。

服装主要使用的棕色系棉麻类和白色杜邦纸面料，触感舒适，色彩沉静（如

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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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系列效果款式图三

2.1.4 系列款式效果图四

系列四是以蓝色系为基调，金银色和棕色系作为点缀。上衣廓形夸张，向四

周呈发散状态，如同外在世界的信息不断延伸直到把人包围起来吞噬；下装的长

裙前片是长短不一的面料组合搭配，最前面的是一个面料再造，裙子的后片是一

块拖摆，如同表达了人被思想的牢笼禁锢后，如履薄冰地行走（如图 29）。

图 29 系列效果款式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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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色彩设计

本系列为思考类，让人沉静，渐渐联想到的是大海的蓝（并结合蓝染，秉持

可持续理念中的在原材料上的环保运用），以及大自然中树木的棕色，都使人不

经想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或许会联想到身在浩瀚海面漂浮着，或在山林里漫步，

静坐，自然放松下来，以及结合黑白灰金，展现情绪的变化与沉淀（如图 30）。

图 30 色彩版

2.3 面料设计

2.3.1 面料

主要使用了贴近自然的面料，其中有棉麻纱布料、复古风水洗棉褶皱面料、

亚麻印花肌理面料、纯苎麻竹节、特殊肌理褶皱压褶面料，另一部分有杜邦纸面

料、真丝欧根纱面料、高密欧根纱金色面料。

其中蓝染的面料使用以上列出的布料进行的染色，面料再造也是使用的多种

材料搭配混合运用，创造出心仪的效果（如图 31）。

图 31 面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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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辅料

辅料：纽扣、粘衬、铜编织软网布料、高密银布料、纯植物蓝靛染料及辅助

工具、金银丙烯颜料、纺织颜料、龟裂胶、笔刷、铁丝、老树杜仲木块、麻绳。

这一部分主要为面料改造的多样运用，印花纹样，配饰做准备（如图 32）。

图 32辅料版

2.3.3 面料小样实验

本系列服装运用的手法有手绘抽象插画及肌理改造、刺绣手法、面料改造。

以下是毕业设计中期时候进行的不同的面料实验，记录思考再创新。

第一类尝试：手绘抽象插画及肌理改造实验。准备好材料麻布、裂纹膏、辅

助胶、墨水、金色丙烯、刮刀、画笔、水桶、桌垫。先是在上涂一层辅助胶，接

着上一层裂纹膏，第一次涂的时候尝试薄涂再看效果，加入少量墨水和金色丙烯

进行混合，渐变的过程，再一次添加厚度进行刷，再是放入已经干透的金色丙烯，

切成可以装，在表面做一些肌理变化，最后等待自然风干。干后效果渐渐明显，

裂纹细小，可能是涂料不够厚，下次进行厚涂尝试（如图 33）。

图 33 手绘抽象插画及肌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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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尝试：刺绣实验准备材料棉麻、裂纹膏、辅助胶、油画打底膏、针线、

刮刀、画笔、水桶、棉花、桌垫。先给布料进行绘制颜色，吸取经验先是在上涂

一层油画底料，这次尝试大裂纹，干后涂上辅助胶，等待胶干透后接着上一层裂

纹膏，这一次涂的时候尝试厚涂效果，反复叠加裂纹膏，在裂纹膏的边缘添加少

量的棉花，有一种朦胧起伏感，朦胧之美，最后将它晾在通风口，一晚过后裂纹

变得明显，与第一次相比厚涂裂纹更加明显。干后开始进行刺绣，初步是尝试实

验刺绣，绣了一个眼睛的纹样，表达千丝万缕的意识波（如图 34）。

图 34 刺绣实验

2.4 印花纹样设计

尝试运用电脑绘制纹样插画，体现表达意识延续编织现实的形态变化，为抽

象形式绘画，只要运用了各种粗或细、弯或直的线条，通过不同款式的笔刷进行

绘画展现出意识的各种形态，直线代表相对的平静，曲线代表意识快速的活动延

伸。运用的色彩为：黑白灰金，表达了意识的四种形态，沉静，思考，活动，灵

感。

第一幅：运用了粗细弯直的线条以及黑白灰，画的左边由线条构成了一个抽

象的人形，周围环绕着不同比例的直线条，表现了一个被自己意识延伸构造的世

界包围起来的人。

第二幅：运用了粗细弯直的线条以及黑白灰金，初稿的形式体现得是尝试打

破意识的束缚局限，意识爆发，被各种意识冲击，尝试抓住时机，寻找到真正的

‘我’（如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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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电脑纹样插画

通过电脑绘制后，想体验手绘插画的感觉是如何的。准备好材料后，便开始

作画（如图 36）。两种作画形式带来了不同的感受，进行总结后笔者更倾向于

后者手绘的形式，计划在本系列服装中运用纺织颜料及丙烯进行绘画印花纹样。

图 36 手绘纹样过程图

2.5 配饰设计

脸部配饰：先依据主题‘觉知’进行发散思维，运用笔绘制出插画，达到理

想的感觉后再与配饰结合，用无数的线条进行勾勒五官以及脸部特征，其中眼睛

作为这次的特色和亮点。

准备好材料：铁丝、钳子就可以开始制作，按照插画中线条的走向进行捏、

绕，达到绘制的效果，这是一个抽象到具象的过程，以下是插画图与配饰制作的

过程（如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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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左：主题原创插画 / 右：配饰制作过程

脸部配饰的整体形式为一个镂空的脸部造型，它也仿佛是人的一扇面具，也

是一种外在世界身份的象征，表达人通常透过它来看外在的一切。以下为脸部配

饰效果图（如图 38）。

图 38 配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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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设计效果图

整个系列是由两套女装和两套男装组成。根据人体模特用电脑绘制出效果

稿图，通过对整体廓形的把握绘制出鲜明的体感，以及服装将会运用到的棉类、

麻类、纱类、面料再造的材质结合，如袖子上的褶皱会运用纱质感面料，所以绘

制的时候，会着重强调褶皱的肌理感度，以及服装上将运用到的立体面料纹样，

有的通过添加面料的形式展现，让效果更加立体和生动活泼。最后结合选定的色

彩进行多次尝试上色，达到理想的状态（如图 39）。

图 39 整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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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衣制作说明

3.1 结构设计

此次毕业设计作品的版式是由笔者进行传统手工立裁的方式制作完成。

笔者主要运用手工立裁将服装的结构表达清晰，之后再平面上进行微调整改

进，少许结构部分是运用了电脑绘制版式，例如：系列一的弧形边、系列二的袖

子和裤子。将立裁转平面制版和电脑绘制版式充分结合（如图 40-41）。

3.1.1系列一版式（如图 40）。

图 40 系列一版式

3.1.2系列二版式（如图 41）。

图 41 系列二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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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系列三版式（如图 42）。

图 42 系列三版式

3.1.2系列四版式（如图 43）。

图 43 系列四版式

3.2 样衣制作

在制作成衣之前，样衣的制作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在样衣制作的时候

才能将服装的版式进行更好地调整，达到理想的形态。

笔者根据不同款式的特征，主要运用立裁方式完成样衣部分的制作。首先使

用白胚布在人台上将服装的廓形裁剪出来，再对照款式图进行修改，服装立裁部

分完成后将人台上的白胚布展为平面的状态，进行反复修改确认后才把版式决定

下来，以下是四个系列服装在制作样衣时的过程记录（如图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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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系列一样衣（如图 44）。

图 44 系列一样衣制作过程

3.1.1系列二样衣（如图 45）。

图 45 系列二样衣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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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系列三样衣（如图 46）。

图 46 系列三样衣制作过程

3.1.1系列四样衣（如图 47）。

图 47 系列四样衣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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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衣制作

成衣制作部分主要分为了四个板块：裁布、面料再造、机缝、印花绘制。

此次中的面料再造作为这次成衣制作的重点，运用到的材质主要是制作成衣

时裁剪剩余布料以及准备的各种辅料。面料再造的技法主要运用了：戳、剪、刮、

叠、揉等，再结合刺绣一同制作描绘出主题“觉知”，其中大量采用了抽象的脸

部图案，为更好的突出主题。后续制作的印花绘画，主要运用的是纺织颜料和丙

烯颜料进行绘制纹样图案，形态自由且生动，以下分别是四套系列成衣的制作过

程图汇总（如图 48-77）。

3.1.1系列一成衣（如图 48-56）。

图 48 系列一制作成衣裁布

图 49 系列一面料再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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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系列一面料再造②

图 51 系列一面料再造③

图 52 系列一成衣机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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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系列一印花纹样绘制

图 54 系列一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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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系列一成衣

图 56 系列一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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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系列二成衣（如图 57-62）。

图 57 系列二面料再造

图 58 系列二制作成衣裁布

图 59 系列二机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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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 系列二成衣

图 61 系列二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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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系列二成衣

3.1.1系列三成衣（如图 63-70）。

图 63 系列三面料再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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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系列三面料再造②

图 65 系列三面料再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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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系列三机缝

图 67 系列三印花纹样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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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系列三成衣

图 69 系列三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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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系列三成衣

3.1.1系列四成衣（如图 71-77）。

图 71 系列四成衣制作裁布

图 72 系列四面料再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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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系列四面料再造②

图 74 系列四机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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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系列四成衣

图 76 系列四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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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系列四成衣

3.4 后整理工艺

成衣制作完成之后，在人体上进行试穿，需要对服装的各个部位细节进行检

查，例如：服装细节部分的效果是非达到，服装结构线以及包边是否跑线或是存

在线头等，及时进行调整。后续再进行对服装的熨烫和收纳，面料再造部分有许

多缝纫手工，需要进行合理存放，防止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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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体设计效果

4.1 整体效果

此系列整体的效果属于自然风，无论是从棕蓝色系还是使用面料，都展现了

属于它由内散发的宁静，服装大量使用了面料再造，描述这个“觉知”的历程，

同时也为作品带来独特的韵味，营造了一种灵气的氛围（如图 78）。

图 78 整体效果图

4.2 局部效果

系列作品中的每一个局部细节都展现了不同的寓意，透过局部细节能感受到

更为深刻地体悟，它们属于作品中的灵魂物，以下为局部效果展示（如图 79-82）。

图 79 局部效果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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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局部效果图二

图 81 局部效果图三

图 82 局部效果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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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要点和总结

5.1 设计要点

此次系列服装作品的设计要点主要从款式、廓形、面料、色彩方面进行探索。

服装中的廓形作为一个体量感的存在，人可以直观感受到外型轮廓的曲线走势，

发现这一特点的过程往往是生动的。

面料和色彩作为此系列作品的着重表达部分，首先是面料上运用了各种棉

类、麻类的天然面料，运用植物蓝染对面料进行染色，从材质上表达可持续的设

计理念，另一个方面运用不同材质的面料和多样的技法进行二次创意制作，使主

题系列的寓意透过面料再造的图案和纹样进行表达，它属于作品中地灵魂存在，

主题也被它表达得淋漓尽致。它也是这次设计中的创新点。

然后是色彩上的运用，根据主题从大自然中提取色彩，将棕色系和蓝色系的

由浅入深合理运用，运用服装的款式结构廓形进行融合搭配，营造出一种由内而

外的宁静感，能够冲击人的视觉神经，从而让人在心理层面快速的接收到系列作

品所想表达的内心宁静感。

5.2 总结

笔者在这次毕业设计作品中收获了一路的历程与成长。从初期的一个想法，

到进行主题的调研，然后是款式的绘制以及不断修正到确立，然后进行面料的选

择与后来的成衣制作。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对于从绘制效果图到进行服装立裁，

让笔者对制作服装有了更深地体悟，明白了立裁样衣的重要性，它的呈现能够快

速且直观的展现出服装的款式与廓形，同时也可以在制作成衣前进行结构上把控

与调整。笔者在进行服装立裁的同时，也面临了服装结构上的协调调整阶段以及

自我的怀疑感，调整好心态之后及时进行标注和改正，在结合平面制版的形式继

续调整直到满意的状态。这个瓶颈期的经历过程让笔者学会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

状况都需要耐心的去善待它，所遇到的困难便会迎刃而解，也理解了一个道理，

无论什么状况的发生，学会了接受才是一切的开始。

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笔者在这个过程中体悟到了创作的喜悦感，创作作品

是一种释放的过程，释放出了内在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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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辞

大学四年时光飞逝，迎来了最后阶段的毕业设计，这是属于一次实践历练的

旅程，让我们从初期的构想，到绘图，再到制作样衣版式，最后制作成衣，经历

了一次完整的设计过程。

知己难遇，恩师难求，很幸运能够在大学期间遇到我的恩师，再此我要忠心

地感恩何天娇老师对我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您的学识渊博与平易近人的性格深

刻地影响着我。在制作毕业设计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问题。在

初期的时候从提出的想法开始，以主题与可持续设计理念融合，通过阅读文献进

行了大量的调研，在进行整合。再到服装款式的反复修改，以及面料的选取等，

天娇老师总是无微不至的对我进行鼓励和帮助，让出现的问题一一解决。

此外感谢参与这次论文评审和答辩的各位老师，你们让我有了总结大学四年

所学到的知识内容的机会，祝愿你们工作顺利。

最后感恩我的亲人，在学业上一直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你们无私的爱温暖着

我的生活历程，以及感恩朋友的一路的支持与帮助。再次感谢和祝愿我的亲人、

老师和朋友平安喜乐。

毕业设计的进程虽然已到了尾声阶段，这不仅仅是一次作品设计的完成，还

是一次从内心发觉生命活力的历程，感恩此次的毕业设计。

陈相宏

20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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