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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rich diversity of innovative designs in knitting fabric texture,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knitwear also has a great deal of creating space. The key to put the innovative texture into use in
knitwear design is that surface texture forms of the fabric should adapt to clothing style, aesthetic
concept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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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织面料肌理创新的手法丰富多样，其在针织服装的创新肌理设计和运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创造空间。
在针织服装设计中运用创新肌理的关键在于必须使面料的表面肌理形式与服装风格、审美观念及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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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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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针织面料由于其优良的弹性与延伸性，吸湿透气性及其可生产性受到人们的追捧和众多
设计师的青睐。针织服饰更是有穿着舒适、贴身合体、无拘紧感、能充分体现人体曲线等优点。现代针
织面料更加丰富多彩，已经进入多功能化和高档化的发展阶段，各种肌理效应、不同功能的新型针织面
料开发出来，给针织品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效果和视觉效果。本文将从材质，编织手法和面料再造三个
方面阐述针织面料的肌理创新手法及其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表达运用。

2. 针织面料和针织面料肌理
针织面料是由圈结构形成的织物，它有着蓬松、温暖视觉效果，柔软温和的手感和变幻的装饰纹路
等特点。
针织面料肌理是指通过触摸感觉针织面料而给予的不同的心理感受，它是面料属性和外观风格的具
体表现。

3. 针织面料肌理创新现状
在针织面料肌理的创新研究上，国内外的很多设计师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其创新手法层出不穷，主
要从材质上，针法改良上和装饰性上进行创新。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材质上的创新突破在近几年达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例如新颖的涂层、乳胶针织、仿造马海毛、间隔染色、仿大理石材质(如图 1
所示)等，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同时，在针法改良上，复古叶形花纹、凹凸模具质感、提花
和织锦、游牧流苏效果、简约多变的罗纹非常抢眼。而在装饰性上，不乏珠宝镶嵌、二次植绒、表面刺
绣等创意手法[1]。

Figure 1. Imitation marble knitting
图 1. 仿大理石材质针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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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织面料肌理创新研究
4.1. 材质的创新
材质是针织面料的组成元素，不同材质的开发及运用给针织面料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很多的灵感。
4.1.1. 纱线的创新
纱线是构成针织面料的骨架，原材料的不断开发，不同原材料的混合使用以及花式纱线的设计研究
给针织面料的创新设计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因此了解如何结合纱线的外观特点来设计针织面料以及运用
在针织服饰配饰中是成为一个针织品设计师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纱线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它所形成的针织面料的肌理。其中，花式纱的开发与设计研究在针织面料的
肌理创新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花式纱线是指通过各种加工方法而获得特殊的外观、手感、结
构和质地的纱线，其中包括花色纱，花式纱和特殊花式纱，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制造各种花型、搭配各种
色彩而得到新颖别致的外观效果。用花式纱编织而成的织物在外观效果上优于普通纱线，具有花型突出，
立体感强，风格独特等特点。
比较常见的花式纱有结子纱、竹节纱(如图 2 所示)、波纹纱、粗节纱、金银丝等。原材料不同，加工
手法不同，所形成的花式纱线变化也就各不相同。目前市场上可以见到的花式纱有成百上千种，并且种
类在不断增加。
花式纱线在编织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单股进行编织，但有时也可以根据花式纱线独特的肌理构造对同
时两种或多种纱线进行混合编织。
如图 3 所示，图 3 为单股的蝴蝶结纱编织而成的面料小样，由于蝴蝶结纱特殊的外观效果，具有蝴
蝶结形状的绒毛结块，与其它纱线混合编织时会减弱本身纱线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因此适合单股编织。
一部分的花式纱线在和其它普通纱线或者花式纱线结合在一起双股或者多股编织时会出现相得益彰的效
果，相互之间的结合使彼此的肌理效果更为突出。
除了花式纱线以外，还有一些高科技特种纤维纱线，例如发光纱线，阻燃纱线等，它们在特定的环
境中会出现特定的功能或外观效果。随着科技的不断开发，特种纱线的种类与开发会越来越成熟。
4.1.2. 编织线材的创新
在对编织线材进行创新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编织线材的创新开发几乎是无限的，例如裁剪布条,
植物纤维条，编织而成的针织带，可编织金属线材，皮革条，皮毛条，甚至泡沫条，填充线材等等。不
同材质编织出来的织物根据线材材质的不同，手感和用途方面也都各不相同。例如采用裁剪出来的不同
材质，不同粗细，不同色彩的布条进行交替编织，可以形成很多种不同的肌理尝试。除此之外，对现有
线材经行填充加工所形成的复合线材也是编织线材创新的一大亮点：如图 4 的两件上衣分别是采用针织
布条(图 4 左)和尼龙填充棉花形成的布条(图 4 右)编织而成的，这种创新的编织线材使得服装形成一种硬
朗、膨胀感十足的视觉效果。类似的创新手法还有对编织的毛线筒进行棉花填充，皮革条填充海绵，欧
根纱布条缝合之后填充彩棉、亮片等。

4.2. 编织手法的创新
据我们所知，常见的针织面料的编织手法有机器编织和手工编织两种，其中手工编织最常用的有棒
针编织和钩织编织两种。除了棒针编织与钩针编织以外，创新的手工编织手法还有很多，结合使用一些
创新编织工具使针织面料的肌理更加丰富，例如用梭可以自由编织出各式各样的梭织蕾丝，用 U 型编花
器可以编织出线条灵活的发卡蕾丝，用编花器辅助工具可编织出各样尺寸与类型的花朵等。自由钩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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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lub yarn
图 2. 竹节纱

Figure 3. Fabric samples woven with single strands of butterfly yarn
图 3. 单股蝴蝶纱编织而成的面料小样

Figure 4. Left for woven jacket with knitting strips, right for woven jacket with
nylon strips filled with cotton
图 4. 左为针织布条编织而成的上衣，右为尼龙填充棉花布条编织而成的上衣

图 5 所示)是钩织手法的一种，由于其针法灵活，不受纱线，图样和颜色限制，因此编织出来的面料风格
独特，款式新颖，色彩多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4.3. 纱线与组织结构的结合
前面我们介绍了材质的创新与编织手法的创新，但是纱线与组织结构之间该如何结合起来呢？经过
整理得出以下三个方面：1) 花式纱线编织手法不宜复杂，如图 6 所示，由于花式纱线相对于普通纱线来
说变化比较多样，所以在编织的过程中采用平针组织编织会更加凸显纱线的特点；2) 普通纱线在组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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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突破原有的单一手法，加入更多自由编织的元素或者将几种编织手法结合使用；3) 编织手法要结合
纱线的特点进行编织，其编织的密度，花型要结合纱线的粗细，外观特点，编织出不同风格的针织面料。

4.4. 面料再造的创新
针织面料的再造主要包括肌理再造，表面装饰和面料后整理三种。其中肌理再造指在原有的针织面
料上进行的改变或者破坏原有肌理的一种艺术手法，包括折叠，捆扎，揉搓，再编织等。如图 7 所示为
平针组织面料进行捆扎，经过一定的物理处理或者化学处理使之定型后形成的特殊肌理效果。表面装饰
包括钉珠，刺绣，表面堆积，面辅料装饰等。如图 8 所示为面料表面装饰，通过卷缩而成的柱体规律地
装饰在服装表现形成的肌理效果。面料后整理包括染整，烫金，特殊材料涂层(如图 9 所示)等。

Figure 5. Free crochet
图 5. 自由钩织

Figure 6. Pot-bellied yarn flat organization
图 6. 大肚纱平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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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Flat organization banding texture formation
图 7. 平针组织捆扎形成的肌理

Figure 8. Three-dimensional surface decoration
图 8. 表面立体装饰

Figure 9. Luminescent coating
图 9. 发光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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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针织服装设计中，肌理不是分离于设计而独立存在的，所谓肌理，应属于造型的细部处理[2]。针
织面料的肌理创新除了表示对面料肌理的创新处理之外，还包括构成服装的所有外观材料之间的肌理组
织、搭配的整体关系。针织面料的肌理表达与服装的整体设计相互结合，才能使针织服装的整体效果相
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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