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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变老焦虑的柔性动态形变服装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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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的成长，衰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本文希望通过设计的手法，引导人们直视衰老，引起社会对于“变老焦虑”
的思考。研究者以“变老焦虑”为主题，依据“美感体验”、
“移情设计”、
“启动效应”等心理学理论，开展了动态形变服装的设计
实践。以记忆合金作为主要控制元件，通过控温电路控制不同区域的面料发生形变，从而达到以服装展示“衰老”的目的。服
装、装置的设计方案以服装形态模拟人的不同年龄段，整体设计遵循平等的原则，模糊了社会地位、个人身份等差别。在整个
设计实践过程中，尝试将服装设计与装置艺术相融合，最终提出了一种柔性的动态可形变面料、一套服装设计方案，及相应的
艺术装置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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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shion Design Practice of Soft Dynamic Deformable Fabric
for Aging Anxiety
SUN Zhe1,2, WANG Yun1,2,3, ZHANG Yuqing2, ZHANG Lingyi2
1. Academy of Arts &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The Future Labora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oday, appearance anxiety is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people have unspeakable fears toward“getting old”. The team
hopes to guide people to face aging directly through design techniques and arouse the publics reflection on age-related anxiety. Base
on this topic, the team carried out a dynamic deformable fashion design practice using psychological theories such as aesthetic
experience, empathic design, priming effect, and took shape memory alloy as the major control module, controlling shape-changing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fabric by the thermal control circuit to show how the garment“aging.”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clothing and
the installation used the shape of the garment to imitate different age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the design blur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status 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 design practice, the team tried to integrate fashion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design and finally proposed a flexible, dynamic, and deformable fabric; a fashion design; and a corresponding
installation design.
Key words: dynamic deformable fabric; fashion design; installation art; aging anxiety; shape memory alloy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容颜不老、青春永驻，自古以

会带来一系列心理与精神层面的问题[2-4]。而与人们对

来就为众多人所追求与向往，及至如今则愈演愈烈[1]。

于变老的抗拒和焦虑相对应的，则是“人固有一‘老’”

而由于部分人群对于变老的焦虑逐年增加，甚至可能

的事实。自进入 21 世纪起，中国就步入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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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多，老龄人群成为整个

问题，并且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联合利华旗

社会必须关注的群体。

下的个人护理品牌多芬采访了 13 个国家的 10 500 多
位女性，将采访结果整理为《全球美丽与自信报告》。

一、研究背景

报告中指出，对自身外表缺乏自信已经成为全球各个

本研究将围绕“变老”这一话题进行设计实践，希

年龄段女性共同面对的挑战[6]。而社交网络使得这一

望能够引导人们直视衰老，引发社会对于“变老焦虑”

问题进一步发酵。有关研究表明，当女性把自拍照发

的思考，并鼓励人们接受这一生物演化中的必然过

布到社交网站时，她们的外貌得到的关注与评价都会

程。衰老看似脆弱，其过程却也充满戏剧性，每一个微

使得她们处于被观看的状态，使其更容易体验到负面

小的变化都记录着时间的流逝。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

的情绪，从而对外貌的要求更加苛刻，进而产生焦虑情

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要、尊

绪 [4]。大众对美的定义本应该是多样化的，而如今对

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5]。随着社会的发展，适老

于女性形象单一化的审美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男性的审

化设计的呼声渐高，老年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

美态度 [8]，在社交网络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中发展成了

需求日渐受到重视。本研究则着眼于其归属和爱的需

不真实的女性美丽的标准。

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希望通过设计实践引起更多人
对于这一话题的关注。

龄的增大常常成为女性的烦恼之一 [7]。根据益普索

相关研究表明，年龄焦虑与外貌焦虑在人群中，尤
其是女性中十分常见

同时，年龄焦虑也是在女性中广泛讨论的问题，年
2019 年《全球对美的态度调查报告》，中国有 65%的人

。一些艺术家采用摄影的手法

认为年轻是评价女性美丽标准的重要条件，在参与调

记录下老龄人的皮肤，也有的艺术家通过艺术装置模

查的 27 个国家中占比最高；认为皮肤外观是女性美丽

仿肌肤的褶皱，本研究则将服装作为讨论“衰老”这一

的重要评判标准的比例在中国为 67%，在参与调查的

话题的载体。笔者认为，服装作为人们日常穿着之物，

国家中仅次于 68%的俄罗斯排名第二[9]。日本女性摄

天然地承担了体现其穿戴者外表及审美的功能，同时

影师滨田恭子（Kyoko Hamada）在创作以老年人为主

又兼具传达穿戴者精神内在的潜力，用以作为本研究

题的《我曾是你（I used to be you）》系列摄影作品时[10]，

的切入点十分合适，原因有三：
（1）本研究拟模拟“老

也对这个问题有亲身的体会。她最初的设想是为自己

去”的过程，要将衰老这一必然生理现象呈现于观看者

所在的慈善机构所服务的独居老人们拍摄真实的生活

眼前，而作为个人外在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服

状态，然而这个设想并没有成功落地，老人们在面对镜

装将会是很好的载体；
（2）本研究拟利用心理学中的

头时总会感到不自在，认为自己“太老太丑了，不上

“美感体验”理论，将“老去”的过程美化，从而鼓励观看

镜”。人们，尤其女性，常常不敢面对衰老这一正常生

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衰老，使用人们必不可少又无比

命过程带来的皱纹、斑点等生理现象，并为此产生焦虑

熟悉的服装作为呈现实体，
将会进一步加强设计的感染

和不自信的情绪，
认为这是不美的体现。

[6-7]

力；
（3）本研究希望通过设计实践，
使观看者将注意力从
“易逝”的容颜转向“长存”的内在精神，而服装所具备
的传达精神内在的潜力，
恰好可以呼应这一设计理念。
本研究将以“老去”为主题，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

（二）相关艺术作品偶现
虽然艺术装置作为媒介并不是一个高效地解决现
实问题的方式，但是她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穿透力。她
可以传递情绪，
揭露问题；跨过身体，直击灵魂。

方法，以服装设计为落脚点，融合“美感体验”、
“移情设

在过往的 20 年里，和平的年代和繁荣的经济给予

计”、
“启动效应”等心理学理论，完成面料及服装的设

了人们更多的能力和条件去追求美丽，也引发了各种

计实践。同时会将电子电路、新型材料等技术融入服

对于美的定义的讨论。主流审美推崇年轻是美丽的代

装设计之中，在服装设计原有的维度之外，探索新的展

表，那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一直都在被人

示与呈现的可能性。

们争辩着。

二、相关工作
（一）
“衰老焦虑”问题普遍而难解
对外表的不满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

团队调研了国内外关于衰老的艺术设计作品，大
多为记录人们老去后外貌的摄影作品。摄影师阿纳斯
塔西娅·波廷格（Anastasia Pottinger）以她独特的视角
记录了 14 位老人的皮肤，并集结成了一本叫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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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构思这个作品时的初衷：
“ 美丽的身材主宰着媒
体。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完美的身体被展示，但阿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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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思路
（一）前期调研与设计元素提取

塔西娅·波廷格却选择展示出鲜少被人欣赏的老人的

人的衰老是一个跨越数十年的缓慢的过程，涉及

身体。”她的摄影作品主要聚焦于身体的局部，近距离

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及心理变化。如何从衰老这一时间

记录了衰老的皮肤和五官。褶皱的皮肤在她的作品中

尺度大、复杂度高的过程中提炼出设计元素是一个有

成为了艺术品，以一种极美的形式呈现了老去过程中

趣的设计问题。权衡直观性、易理解性与美观性后，团

的优雅。她的系列作品都采用了黑白的色调，凸显出

队选择了“外表的衰老”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外表的衰

了皮肤的质地、雀斑、皱纹、伤口，以及皮肤的松弛；弱

老往往是人们最先注意到的迹象，而其中皱纹又往往

化了肤色、性别等特点。她用极大的包容性以无关性

是人们最先发现的痕迹。因此，团队进一步将“外表的

别与种族的方法展现了衰老本身，以传达“这是人类的

衰老”缩小到
“皮肤皱纹的变化”
。

共同特性”的观点。除此之外，也有艺术家用抽象的方

为了更好地理解皮肤的褶皱在不同年龄段所呈现

式展示了他眼中的衰老。一位来自荷兰的艺术家巴

的不同肌理，以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下的皮肤状态为观

特·赫斯（Bart Hess）用硅胶板制作出了一个以人类褶

察核心，开展了前期调研。在调研中，设置了 3 组自变

[12]

皱肌肤为参考纹理的柱子 。他并没有规定自己的主

量与 1 组因变量。第一组自变量为年龄区间，考虑到

题是什么，更多地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观众。艺术家

这一设计所面向的人群已经对衰老有一定的理解，或

运用这个怪诞的装置重新审视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

已经开始出现衰老迹象，因此将年龄区间限定在 20~

策展人认为这件艺术装置十分感性，它模拟了肌肤的

90 岁，并划分了 3 个年龄段：20~39 岁，40~59 岁，60~90

质地、纹路和颜色，让人们联想到自己的皮肤；而 6 m

岁。第二组自变量为身体的不同区域：面部、膝部、肘

的高度则给人带来极强的震撼感。

部、手部。第三组自变量为人的不同状态。以身体部

两件作品都运用了极富美感的方式呈现人衰老的
过程，同时很大程度调用了人的视觉感官，从不同方面

位为分类依据，从日常的行为中抽取了四组共 13 个动
作如下。

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体验。同时两件作品都尝试模糊

1）面部：
悲伤、惊喜、愤怒、快乐、平静。

了性别和人体，从而达到让更多人共情的目的。笔者

2）膝部：
直立、坐姿。

的作品也希望可以借鉴其中运用黑白颜色和模糊廓形

3）肘部：
直臂、屈臂。

的方式来隐去人的外部特征的手法。此外，还希望在

4）手部：
紧握、拿起、绷直、平放。

服装中加入一些可变形金属从而达到面料逐渐从挺括

以这三组自变量为坐标轴，采集了不同坐标点的

到褶皱的效果，来描述一个衰老的过程，让观众可以完

皮肤纹理状态，并从中提取出 21 种纹样（见图 1），作为

整地体会到人体变化的美丽。

面料设计的依据。

图1

部分前期调研结果与纹样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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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方法
为了更好地体现衰老，首先需要赋予所用面料以
生命之感。通过在布料中添加一种驱动装置，形成形
变可控的面料。在选择技术手段时，考虑到伺服电机
的驱动方式存在一定的噪音，且电机驱动涉及到较多
传动装置，组装复杂、不易隐藏于服装内，影响观看体
验，因此使用形状记忆合金作为驱动元件。利用形状
记忆合金的形状记忆效应 [13]，可以控制面料褶皱的产
生与消除。
具体来说，团队在设计中使用了双程记忆合金。
双程记忆合金具有双程记忆效应，拥有两个温度阈值
T1、T2，记忆合金发生塑性形变后，当温度低于 T1 时，
记忆合金将恢复为一特定形状；加热合金至温度超过
T2 后，合金则将形变为另一特定形状。由此，便可以
通过控制合金当前的温度，控制面料褶皱的出现与消

图2

12 种面料设计

失。考虑到安全性与功耗，最终选择了电热金属丝作
为加热材料。将电热金属丝分段缠绕在记忆合金上，

5 号设计来自于中年人的皮肤。相对于老年人，

在记忆合金上划分出不同的区间。通过对特定区间的

中年人的皮肤细褶更少，于是在一号面料的基础上进

电热金属丝两端加压，可以控制服装中特定区域的面

行了简化，保留了竖直的走向，但使得整块面料看起来

料产生特定形状的褶皱。在原型搭建过程中，采用了

更加平整。6 号设计来源于中年人的面部变化，皮肤

电阻较小、材质较软的电热丝，以 3V 电源作为驱动。

部分的紧实让皱纹呈辐射型展开，记忆合金收拢变成

经对比实验表明，若直接在记忆合金两端加电压，记忆

圆形，即在模仿这种皮肤状态。7 号设计来自于中年

合金形变速度过快，与装置的展示意图不符；而缠绕电

人的手部，当手部握紧时，皮肤会快速收紧，形成近似

热丝的加热方式可以显著减缓记忆合金的形变速度，

圆形的形状。8 号设计来源于中年人的手臂，弯曲时

实现更柔美的变化效果。

形成了大幅度的弧线及细小的皱纹，
这一面料设计中运

（三）面料设计
以前期调研中所提取的纹样为依据，设计了 12 种
不同褶皱的面料，见图 2。其中，黄色线段表示加装记
忆合金的位置，黑色线条表示形变后面料的褶皱形
状。12 种面料以年龄段为划分依据，可分为三组，每
组 4 种面料。
1 号设计灵感来自于 80 岁老人平静的脸部，由于
皮肤的松弛，在无表情时也有轻微的竖纹，受到重力的
影响，五官整体呈现下垂的趋势。2 号设计来自于 80
岁老人做出表情时面部的褶皱。当肌肉开始运动时，
老人面部的褶皱呈现出辐射状变化，从而产生了这个
面料设计。3 号设计是根据老人的手部褶皱设计的。
当老人手部握紧时，松弛的皮肤会快速收紧呈现一个
小漩涡状，而后因皮肤的松弛，呈现出一个凹陷的五边

用大尺度的曲线表示关节，
小尺度的曲线则表示皮肤。
9 号面料来源于年轻人的皮肤。年轻人的皮肤更
紧致，在这一系列的设计中主要使用了细小的褶皱描
述年轻人的皮肤肌理。10 号面料灵感来源于年轻人
做出表情后眼部皮肤产生的纹路，其大部分是规律而
平直的线条。11 号面料来自于年轻人的手部，皮肤非
常紧实，在活动时可以看到血管和青筋，因此在设计面
料时，使用了大间距的纵向褶皱描述这种皮肤状态。
12 号设计来自于年轻人的肘部，此面料中大量运用了
弧线，
体现手臂的运动感。
这 12 种面料设计解析了前期调研的结果，充分运
用了调研中所提取的纹样。

（四）面料设计迭代与原型实现
上述 12 种面料描述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部位的

形或者六边形。4 号设计来源于老人的肘部与膝部，

皮肤肌理，在前述的三维坐标系中填入了 12 个坐标

当老人走路时，皮肤呈现大弧度的收缩，面料的不规则

点。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一轮迭代，将离散的面料设

波浪灵感即来源于此。

计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且包含时间尺度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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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计。
为了服装设计的整体性及一致性，在现有设计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精简。在所有身体区域中，面
部是最受关注的，在面部区域出现的衰老现象往往更
易带来焦虑感。因此，选择了 1 号、5 号、9 号面料作为
设计素材，并将三者在时间尺度上串联，形成了面料原
型的设计方案，
并制作了原型，
见图 3。
最终选用了如图 3（a）所示的柔软的丝绸面料。
面部的皮肤相比于手部、肘部更加光滑柔软，因此选择
以丝绸代表皮肤，不仅因为丝绸的柔软与面部皮肤的
柔软相契合，也因为丝绸面料特有的光泽可以更好地
展现出褶皱，可以增添整体的美感，让视觉观感更具冲
击力。在选料时选择了与皮肤不同的质地，在形态上
却又模仿皮肤的褶皱肌理，使得这套面料既接近现实
却又不同于现实。实验中运用了两种不同相变温度的
记忆合金实现形状的变化。将合金丝使用交错分段的

图3

面料原型实现

己被主流审美抛弃。然而人会变老是必然的。什么是
美？什么是丑？衰老难道只能是可怕的象征吗？
围绕上述问题，利用前述所设计的动态可形变面
料进行了服装设计实践。服装主体是一条有着黑色长
方形裙摆的长裙，以柔软的面料象征人们的皮肤，以可
变形金属丝带动面料褶皱来模仿人逐渐老去的皮肤。
考虑到变老是每个人必经的体验，因此选择黑色这一
中立的颜色来隐去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别。同时，
长方形的裙摆，模糊了人的体型和四肢，这件服装就像
是每个人的缩影。

方式缝制在面料的内侧，可以将驱动模块隐藏起来，使

设计草图及效果图见图 4，其中设计草图展示了

整块面料更加整洁美观，用户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面

服装的三种中间状态，从左至右依次为：青年、中年、老

料本身，见图 3（b）。第一次变形中，一半的金属丝发

年，见图 4a。服装初始状态的 3D 效果图见图 4b—

生形变带动对应区域的面料产生褶皱，随后第二组

图 4c。

金属丝变形带动其余的面料发生褶皱，褶皱样式见
图 3（c）。

根据心理学中的美感体验理论，可以用柔美的动
态可视化形式展示变老的过程，将面料的变化设计丰

不同于传统的褶皱面料，实验所提出的动态可形

富成为一个可以引发观众思考的叙事过程。体验和观

变面料可以在一张面料上体现出纹理的动态变化，使

看作品之后，观众也许可以减轻对外貌的焦虑，也许会

得面料拥有了更高的灵活性。这种动态面料既可以拓

主动发现和欣赏被主流审美遗漏的美，也许能多去体

展应用于动态的服装设计之中，也可以被运用到日常

谅和关心身边的老人。针对观众群体中正为“变老焦

生活中。它拓展了衣物形态及纹理的多样性，使一件

虑”所困的人，选择展示一个美好的衰老过程，希望给

衣服拥有可变的外观，进一步拓宽了衣物的使用范围，

他们留下一个更好的先验印象，积累直面衰老的勇气。

具有一定的环保价值。

（二）装置艺术设计
在服装设计的基础上，团队希望探索动态可形变

四、延伸设计

面料的应用潜力，于是进一步尝试将其与装置艺术结

（一）动态形变服装设计

合。装置艺术又称“环境艺术”[16]，指在特定的时空环

近些年不乏看到主流媒体对于反常于自身年龄、

境中，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费或未消费过的物质

年轻的外貌的赞美。各大化妆品、护肤品品牌都在向

文化实体，进行艺术性的有效选择、利用、改造、组合，

人们传输一个概念，就是抗老、
“冻龄”。一方面，服务

令其演绎出新的展示个体或群体[17]。装置艺术的出现

于时尚年轻群体的服装品牌远远多于服务于老年人的

打破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融合了各门类的艺

品牌，似乎在暗示着人们，变老意味着被忘记、被忽

术手段 [18]，与设计过程中的跨学科非常契合。团队希

视。另一方面，中国也以较快的速度步入了一个老龄

望通过装置艺术的形式，使得观众通过特定的互动方

社会：相关研究表明，2050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突

式参与到展示过程中，由被动欣赏变为主动感受[19]。

破 3.3 亿，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 。在

在这一装置中，前文所述服装设计将会作为展示

这两个事实的裹挟下滋生出了一个时代的问题：人们

核心，以透明玻璃罩围绕在服装周围，辅以一定的灯光

害怕变老，人们无法坦然面对自身的自然特性，害怕自

效果与交互。观众体验流程见图 5，装置可分为 3 个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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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草图及效果图

用户体验流程

态：沉睡、生长、结束。在沉睡状态时，装置内部灯光关

随着展示罐中有生命的服装一起体验一次生命的轮

闭，服装处于初始青年状态，当观众通过交互屏幕录入

回，观察其身体变化，直面衰老带来的皱纹。此外，团

个人信息后，装置被唤醒，进入生长状态，服装亦被这

队还希望通过让观众体验过后在作品中留下图案的方

位观众赋予生命。在生长状态，服装胸口处象征心跳

式，告诉观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陪着他/

的红色 LED 灯将会闪烁，服装依前文所述设计，慢慢

她经历同样的生命历程。

“衰老”，灯光渐暗，心跳减缓，直至完全停止，象征着生
命的终止，装置进入结束状态。在结束状态，观众将从

五、结语

交互屏幕下方的打印机获得纪念明信片，明信片中记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可以通过记忆金属达到形变褶

录了服装变化的某个瞬间，同时，一个象征着这位观众

皱的面料，并将该面料运用到以衰老的身体变化为主

的图案将会出现在装置内的背景板上。一日的展出结

题的服装设计、装置艺术设计中。在这些作品中，团队

束后，所有参与过的观众所留下的图案将会在装置背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装置艺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板上组成一幅图画。

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赋予了作品故事感。用辅助展示

在设计展览流程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移情设计

的场景装置更明确地表达设计思路，引导观众参与到

的手法。将展示罐比喻为生命的培养皿，用电线来模

展示过程中，从而加深观众对设计作品和观点的共情，

拟营养供给管，用灯光比喻生命的进程。观众主动参

以达到希望减轻大家因衰老所带来的外貌焦虑的

与互动、提供自己的信息并赋予一件衣服生命，由于移

效果。

情作用，他们在欣赏展品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把自己的

此外，这种可控制褶皱变形的面料也为之后的服

情感、意志等转移到服装中，达到共情，使观众同展示

装设计类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不再局限于一

的服装产生更紧密的连接 。在每轮展示中，观众将

件服装只有一种样式的设计，同时也让服装摆脱了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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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静态设计。动态服装可以更加完整地展现服装的
美感，
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从而真正达到一衣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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