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仔服装的由来



独特的牛仔服装



真正的牛仔裤

ß 是由100％纯棉面料制成，甚至其缝线也是
棉的

ß 最常使用的染料是人工合成的靛青

ß 传统的铆钉是铜制的

ß 拉链和纽扣多为铁制

ß 标牌由面料、皮革或塑料制成，也可采用
棉线刺绣在牛仔裤上的形式



牛仔服装档次高低，很大程度上就
是由面料的档次来决定的



重要影响因素

水洗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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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布的定义
ß 经典牛仔布经典牛仔布或称传统牛仔布，是指
用纯棉纱靛蓝染色作经纱，本色纱作纬纱，采
用三上一下斜纹组织交织而成的粗特斜纹布。

ß 广义牛仔布广义牛仔布是指以靛蓝还原染料或
硫化染料染色为主，染成一种或两种以上颜色
的纱线织成的布。经纱染色颜色深，纬纱颜色
浅，呈本白色或任意色。这种织物多以经纱为
面，有不同规格的组织的织物。特点是上染率
低，水洗易褪色。

ß 仿牛仔布仿牛仔布是指不采用传统的牛仔布生
产工艺和技术制成的具有牛仔风格的面料，例
如所谓“匹染牛仔布”等。



平纱牛仔面料
ß 随着环锭纺纱高速、大卷装、细络联、无结纱等新
工艺设备的发展应用，粗支纱纺纱长度短、生产效
率低、结头多等缺点已得到解决。牛仔布的用纱被
气流纱代替的局面正在迅速改变，环锭纱大有卷土
重来之势。由于环锭纱牛仔布优于气流纱的一些性
能，例如手感、悬垂性、撕裂强度等，同时也由于
人们心理上的回归自然，追求原始开发的牛仔风格
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环锭纱牛仔服装经过磨洗
加工后，表面会呈现出朦胧的竹节状风格，正符合
当今牛仔装个性化的需求。此外目前市场十分流行
竹节纱牛仔装，而环锭竹节可以纺制出较短较密的
竹节，也推动了环锭牛仔布的发展势头。



竹节牛仔面料

ß 用不同纱号、不同竹节粗度，节竹长度和节距
的竹节纱，采用单经向或单纬向以及经纬双向
都配有竹节纱，与同号或不同号的正常纱进行
适当配比和排列时，即可生产出多种多样的竹
节牛仔布。

ß 形成各种不同的朦胧或较清晰的条格状风格牛
仔装。早期的竹节牛仔布几乎都是用环锭竹节
纱，因其可纺制长度较短、节距较小、密度相
对较大的竹节纱，易于形成布面较密集的点缀
效果，并以经向竹节为主。



弹力牛仔面料

ß 弹力牛仔分为纬弹和经纬双向弹。目前弹
力牛仔布大多为纬向弹力，弹性的大小取
决于弹力纱中弹力丝的含量和织物的组织
设计，织物的经纬向组织紧度愈小，则弹
性愈大。

ß 采用弹力牛仔面料的牛仔装既贴身又舒适，
穿着时活动自如，改善了牛仔硬挺的手感。
再配以竹节或不同的色泽，使牛仔产品更
适应时装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超靛蓝及套色牛仔面料

ß 超级靛蓝染色或特深靛蓝染色牛仔布制成
的服装经磨洗加工后，能获得色泽浓艳明
亮的特殊效果，而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超靛蓝”染色牛仔布有两大特征：即染
色深度特别深和磨洗色牢度特别好。。

ß 为增加靛蓝牛仔品种的色泽、色光变化，
各种套色牛仔品种目前极为流行。例如靛
蓝套染硫化黑、靛蓝套染硫化草绿、硫化
黑绿、硫化蓝等等，适应市场个性化的需
求。



针织牛仔面料

ß 针织牛仔布是牛仔布的一种，它是采用针
织纬编的织法，采用束状染色的靛蓝、蓝
加黑、硫化黑等针织筒子纱在大圆机上实
行特殊工艺生产出来，具有水洗褪色效果
的服装面料

ß 与梭织的牛仔相比，弹力更佳，具有质地
柔软、亲肤、透气、四面弹的特点，穿着
更舒适，同时又不失传统牛仔粗犷豪放的
风格。（色彩多样、功能性）



牛仔的后整理

ß 面料的后整理（烧毛、退浆、整纬、柔软丝光、
预缩定型等）

ß 成衣的后整理。牛仔成衣能够经历百年而不衰，
原因不在其款式设计和生产工艺处理上的变化，
而是在千变万化、求新求异的后整理工艺上。
往往同一批订单生产的牛仔服装，不同的洗水
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外观效果，在不同的时期
投入市场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决
定牛仔成衣款式效果的最主要环节并不是在设
计部和生产部，而是在后整理洗水部。



牛仔水洗的变迁

ß 1853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条用帆布制造的
牛仔裤，后来改用牛仔布生产，没有经过
任何洗水处理。

ß 后来发现新买的牛仔裤先浸泡于水中一段
时间，缩水后的裤子穿起来更加贴合体型。
对牛仔裤做了普通洗水(Rinse)即清水洗处理，
就是把牛仔裤浸在清水中，待一段时间后
再取出自然晾干。

ß 此后又开发了退浆技术，在洗水的同时进
行退浆处理，使牛仔裤穿起来更加柔软。



牛仔水洗的变迁

ß 1977年，美国开发了石头洗水(StoneWash)
技术，使原来的粗硬的裤子变得柔软舒适，
同时裤子上还呈现出斑斑白点，形成自然
仿旧的效果。

ß 1987年，开发了雪花洗(Acid Wash)技术，
把干燥的浮石用高锰酸钾溶液浸透然后在
专用转缸内直接与衣物打磨通过浮石打磨
在衣物上使高锰酸钾把摩擦点氧化掉使布
面呈不规则褪色，形成类似雪花的白点。



牛仔水洗的变迁
ß 1990年，欧洲流行的洗水方法，即将牛仔裤
洗出残旧的效果，犹如一条已穿着多时的陈旧
牛仔裤。产品推入市场后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这种名为怀旧洗(Old Wash/2nd-hand Wash)的
洗水技术原创于香港，后来传往欧洲和美、日
等国，并成为洗水主流。怀旧的效果是将牛仔
裤洗旧、洗损，使整条裤子均匀泛白，而且把
纱线洗松弛。

ß 马骝洗(Monkey Wash)也是源于怀旧洗。这种
洗水的特点就是将牛仔裤特定的部位磨白最典
型的臀部磨白后酷似猴子(粤语:马骝)马，



牛仔水洗的变迁

ß 1992年，在“打砂”技术基础上，又创造
了猫须洗(Scratch Wash)的洗水方法。“猫
须”纹是模仿穿着后的褶皱效果，用打沙
或刷机等后整理方式，磨洗出折痕的一种
磨白洗水方式，经常出现在牛仔裤的前裤
裆左右两侧和后裤脚。



水洗打磨方法

ß 用高压喷枪，将沙粒喷射到牛仔裤的表面，
形成裤身局部磨损泛白的效果。早期的打
沙方式是操作者手持喷沙枪将沙喷向需要
打沙的裤身部位。由于打沙的沙尘污染非
常严重，为了加强生产安全保护，打沙操
作者需要带上头罩和穿上防护服，有条件
的厂家还需要设立半密封的喷沙工作间，
防止沙尘到处飞扬。



水洗打磨方法

ß 采用刷子摩擦的刷擦法，在整条裤面进行大范
围的摩擦，适合前腿位、膝盖处、后臀部等较
大面积的“马骝洗”。这种整理方式一般会先
用将裤子吹胀并固定的吹裤设备，再用刷子等
磨轮直接在面料的表面进行打磨处理，使成品
表面达到局部磨白的效果，然后用手工修整裤
缝边缘、袋口边、裤脚的折边处等细小的部位，
以期达到特殊的效果。目前市面上所用的磨裤
机种类已较齐全，并带有电动机、固定自动刷，
大大改善了裤大面积刷磨的效果和效率。



水洗打磨方法

ß 常见的方式有手刷擦法、砂纸擦法和刀子刮法。
有些厂家在进行“猫须”处理时，会先用扫粉
法点出白痕，在用刀片刮出“猫须”的效果。
这种预先设计好花纹的方法擦出的效果比较呆
板，缺少变化，适合缺乏经验的技术员操作。
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在受擦之前先将牛仔裤弄皱，
如退浆时未退完全，将牛仔裤抓皱，或利用树
脂浆皱裤身，然后用砂纸磨花表面凸出的皱纹，
或用刀片刮出折边的花纹，再进行下一步的洗
水程序。直接用手工擦出的花纹则更加自然、
更有创意，也更受到时尚一族的青睐。



水洗打磨方法

ß 将裤子弄皱后加上树脂(Resin)浆料，使裤子长
久保持褶皱的效果，俗称“皱裤植脂”。目前
比较流行的手擦“猫须”洗水方法就是讲植脂
与手擦两种方法相结合。一般是先将牛仔裤某
部位弄褶皱后加入树脂浆料使之定型硬挺，然
后用砂纸或刀片磨花褶皱的折边处，再进行退
浆洗水，这种效果自然并富有随意感。当然，
也有厂家将裤子套在有凹凸“猫须”纹样的模
型板上，直接用磨轮打磨凸出部分，形成须纹，
此法简便快捷，但磨出的效果比较统一，缺少
变化，深浅效果也比较难控制。



水洗打磨方法
ß 喷药剂即着色处理。分为浸色全染和喷色局部
染。浸色全染又称成衣套染，是指将经过褪色、
石磨洗的牛仔成衣再添染其他颜色，以追求鲜
艳、时尚的色彩流行趋势。喷色局部染是目前
比较流行的后处理方法之一，首先吹胀裤子并
吊挂固定，然后将药液喷射到裤子某个局部的
表面，使牛仔裤达到预期效果，如喷马骝。也
有将牛仔裤进行植脂处理并将颜色磨浅后，再
进行着色处理，即将裤子平铺或鼓胀后在指定
的部位喷上怀旧色液，使新裤子不仅有一种局
部穿旧磨白的效果，而且还有沾染上污迹的效
果。



水洗打磨方法

ß 破损处理。成衣经过浮石打磨及助剂处理
后，在某些部位（骨位、领角等）产生一
定程度的破损，洗后衣物会有较为明显的
残旧效果。



水洗打磨方法

ß 在牛仔裤上形成商标或图案，最初的方法
是将剪出的图案贴封于裤身上，洗水以后
再将图案撕去，牛仔裤上呈现自然的未洗
水图案轮廓。也有直接在牛仔裤上刻出各
种通花图案。现在，用激光机就可以轻易
地去除浮在纱线表面的蓝色，在面料上雕
刻出特别图案，也可以在织物表面切割出
具有镂空效果的各种图案，使成品更加精
致和富有创意。



如何选择牛仔裤
一、面料

ß 牛仔裤跟传统服装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越旧
越值钱，越洗越漂亮。而要达到越洗越漂亮的效果，没有
好的面料，是根本不可能的。经典的牛仔裤，它穿了多年，
都不易烂，而且不易变型，同时自然剥色效果理想。因为
面料质量对牛仔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内在，所以常常会
被消费者忽略。

ß 真正的牛仔面料，通常划为色织布类，但它跟一般的色织
布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ß 牛仔布的面料质量主要包括外观痴点、内在质量（成分、
强力、耐磨度，抗起毛起球度、抗撕裂度、抗顶破力、拉
斜质量、缩水率等）；在颜色方面，还有色牢度、色差等；
染料是否环保，甲醛、PH值等许多具体指标。



如何选择牛仔裤
二、版型设计

ß 版型设计的不好，其它方面做的再好，裤子穿
起来还是会不舒服不合身。现在许多消费者对
版型的概念都弄不清，常常把它跟款式混为一
谈。

ß 其实版型设计在设计师和样版师眼中，就是尺
寸和参数，在消费者眼中，就是合不合身，舒
不舒服，能不能把身材展示出来。要达到裤子
穿起来贴身但又不难受这种要求。

ß 好的版型设计加上高档的面料，就可以达到牛
仔裤穿起来贴身又舒服并且外观一看就高档的
效果。所以说，面料和版型，也是牛仔裤质量
最关键的两个因素。



如何选择牛仔裤
三、洗水

ß 牛仔裤的附加值主要体现在洗水，一样面料一
样版型和款式的牛仔裤，它们价值的差别就由
洗水的差别来体现了。

ß 洗水质量通常消费者判别起来有点吃力，一个
简单的原则就是不论做什么洗水，都要显得很
自然，就是看起来像是经过多年穿着后自然磨
损以达到的陈旧效果，洗水做的越自然越好。
目前市面上的大路货，洗水通常都做的很差，
而一般的休闲品牌，可能考虑到成本因素，洗
水做的也比较简单，通常国际品牌，在洗水上
会做得相对复杂和高档些。



如何选择牛仔裤

四、辅料

ß 主要有拉链，大扣，撞钉，皮牌，吊牌，外包装
这些组成。当中除了拉链会直接影响到穿着效果
外，其它方面一般对穿着的效果影响不大。辅料
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条牛仔裤的
档次高低，特别是一些著名牛仔品牌，通常会在
辅料制作上下一点功夫，以突出品牌特性，对于
一般的品牌，消费者主要检查下拉链和大扣的质
量就可以了。



趋     势

ß 原料更多样

ß 织物组织更多变化

ß 工艺更复杂（染色、后整理

ß 功能性更强

ß 手感更柔软穿着更舒适

ß 色彩更丰富

ß 用途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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