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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文 / 樊盼红，
吴志明
针对时尚与传统结合的设计趋势，将瓷器裂纹运用在服装设计中，传承发展传统元素，拓宽服装设
计的思路。瓷器裂纹具有意蕴深远的艺术美感，文章根据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可以应用的风格领域，结
合设计实例与大朴不雕、
虚实相生等传统美学观念，提炼总结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的设计方法、设计原
则以及工艺实现方法。
瓷器裂纹；
艺术美；
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作为时尚设计的主体，潮流动向

是由点线面构成基本纹形，再由基本纹形接合

和流行趋势都在不断变化、发展。传统纹样作

而成的传统几何纹样。瓷器历年既久，釉面内

为亘古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需要后辈的传承

裂自然开片而形成的纹形，交错层叠，若隐若

民族风
和发展。在人们对文化遗产、传统技艺、

却有意蕴深远的艺
现，
逶迤远去，
虽然是缺陷，

俗等越来越重视的时候，设计界也在一直呼吁

术美感：
偶然随性，自由多变，具有节奏感和视

寻求传统和时尚的结合碰撞，民族风、复古风、

匠人就利用这一独特的艺术
觉冲击力。[2]后来，

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风潮此起彼伏。瓷器裂

特点，通过工艺技巧进行人为开片，使瓷器烧

纹，它仅由线条交错构成，简洁有力而意蕴绵

制后天然带有裂纹。[3]现代服装多样化、个性

延，即残缺又浑然一体，在现代设计中广泛地

化，形式优美、意蕴丰富的瓷器裂纹依照一定

运用在建筑、
平面设计中。 瓷器裂纹是比较少

的设计原则可以广泛的运用在日常装、
影视服

见的自然几何纹样，同时也是具有现代感的传

装、
游戏时装和舞台表演服装等等领域中。瓷

统纹样，是从自然到人为形成的碎裂纹样，它

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遵循“虚实相生、拆骨成

体现了人们发现美、创造美的特质，是一个时

衣”
、
“古意今承、中西融合”
、
“ 大朴不雕、大巧

尚与传统结合的特殊矛盾体。在服装设计中融

若拙”
三大设计原则。

入瓷器裂纹元素，是顺应时尚发展与传承传统

1.1 虚实相生、拆骨成衣

[1]

文化的实践过程。本文首先对瓷器裂纹在服装

在国画中常采用虚实结合的画法。实画的

设计中的原则进行概括，其次对其设计方法进

就是在画面
部分，
笔法往往细腻丰富。而虚画，

行详细阐述，最后对其工艺实现方法进行说

做留白、
空缺、
笔墨稀疏的绘画处理。瓷器裂纹

明，以期为利用中国传统元素服务于服装设计

铺满整个服装，所产生的视觉张力较强，适合

的同行借鉴。

舞台服装和较为夸张风格的服装，在更多的设

1 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的设计原则

计中可以效仿国画中虚实相生的手法，部分虚

瓷器裂纹是瓷器开片形成的自然纹样，它

化，拆解纹样造型，若隐若现，似有还无，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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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裂纹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即可，设计效果

在掌握瓷器裂纹形貌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设

更佳。

计，
即变化形的设计方法。瓷器裂纹的形的变

1.2 古意今承、中西融合

化元素有点、
线、
面的形状和大小。

借鉴古今中外的创意是服装设计界永恒
不变的交集和话题。优秀的服装设计要兼具文

2.1.2.1 变化形的种类
服装设计中瓷器裂纹变化形主要有两类：

化内涵与时尚品味，设计师应在现代服装观念

①保留与舍弃。保留与舍弃，是指在裂纹元素

的基础上，发展传统文化，找到传统与时尚的

中选取一个方面进行保留，其他方面进行挤

平衡点，不考虑全局和整体风格地任意使用传

拆解等变化。如图 2，
压、
重叠、
夸张、
分离、
就是

统元素，会造成文化贬值。同样，中西文化的融

在服装面料图案中保留了瓷器裂纹线，挤压

合，也不是一味地拼凑，强行将对立的文化进

面的变形设计，凌乱交错、重叠的部分更多。

行统一，[4]应当充分地考虑设计的环境、背景，

而图 3，则是保留了裂纹的块面感，将裂纹线

以及想要表达的元素内涵与社会适应性。

进行分离、规整，在面中填补新的纹路。②象

1.3 大朴不雕、
大巧若拙

形变换。它是模仿瓷器裂纹的形貌的变换设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国人自古就有

计。将裂纹线的人形、X 形、
K 形等进行扭曲、

“大”情怀。含蓄、内在、返璞归真，是中国传统

装饰，
赋予新的形象内容。如图 4，
将裂纹线进

的艺术美学观念。将传统元素瓷器裂纹运用在

行不同的装饰变化与扭曲变形，象形变换后，

现代服装设计中，也应该重视大朴不雕、大巧

更具藤曼缠绕的野性美。图 5 则表现出繁花

若拙、大音希声的文化情怀。纹样造型、
工艺手

似锦的装饰美。象形变换可以使瓷器裂纹更

法都是为了最终的服装效果而服务，过分地注

贴近服装整体的设计主题与风格，联想丰富，

重、表现装饰手法本身，就会失掉文化元素原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有的光彩。

2 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的设计方法
2.1 具象表达
直接移用是指将瓷器
裂纹直接移用在服装设计
中，结合服装的整体风格、
设计主题，搭配合适的色
彩，它是最容易掌握，也是

图 2：保留裂纹线挤压面的变形

图 3：保留裂纹块面感的变形

最常见的设计方法。如图 1，
将瓷器裂纹直接印染在真
丝上衣上，搭配飘逸的水
蓝色雪纺长裙，展现出女
性纯净自然、天然去雕饰

图 1：
裂纹的直接移用

的美丽。但采用直接移用的方法进行设计时，
容易出现套用纹样，设计死板的情况。
在服装设计中，除了直接移用外，也可以

图 4：变化裂纹线形状（一）

图 5：变化裂纹线形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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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变化形的接合方式

识，
风格奔放、
热情，随意性比较强。无序排列

瓷器裂纹是由单个形接合成为整体的纹

接合方式的裂纹纹样注重激情、玩味，无法预

样，
更容易体现出次序美、
节奏美。在服装设计

料纹样走向，
带有张力，
有独特的视觉审美。如

的应用中，针对这一特点，除了变化形以外，
还

图 8 为瓷器裂纹无序结合的设计方法设计而

有变化接合排列方式的设计方法，排列接合方

得的服装，
丰富混杂了设计师的情感因素与设

式分为有序排列接合与无序排列接合：①有序

计契机。优秀设计作品中的无序排列结合需要

排列接合。它是指裂纹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进

较好的感性表达与审美情趣，无论偶然迸发，

行有秩序的排列接合，是从理性出发的接合方

还是反复修改，都需要日积月累的艺术素养。

式。如平均排列接合、渐变排列接合和按比例

如果把握不好，
很容易弄巧成拙，杂乱无章，表

排列接合。如图 6 为相同纹形形状、大小进行

现不出作品的美学性。

均等接合的平均排列接合，体现出服装的简
洁、
庄重。渐变排列接合，
是指将单个裂纹按照
大小、
深浅、疏密等变化进行接合排列。如图 7，
通过从上到下以此增大裂纹面积，改变疏密形
成节奏美，设计而成的晚礼服，纯净高贵，
自然

图 8：无序排列接合

2.2 抽象表达
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不仅是对
裂纹形的应用与变化，还要将瓷器裂纹的意蕴
图 6：平均排列接合

图 7：渐变排列接合

美融入其中。
“意”的表达不同于“形”
，
是用简

典雅。按比例排列，是利用裂纹单个元素之间

单代替复杂，与相关的一些材料、工艺手法或

的间隔比例来营造出视觉张力，创造出来的图

独特的服装造型相结合，象征似的表达，即是

案造型秩序感、节奏感强。比例排列接合常用

一种抽象表达。抽象表达不同于具象，更倾向

到几何学相关研究理论，例如三角形、矩形、正

于情感的表达。

多边形的黄金比例，斐波那契数列、等差数列、

在设计中，虚化减弱裂纹元素的一些形

等比数列和调和数列等比例模式以及无理数

态特征，
着重表达瓷器裂纹在服装中的设计意

根号矩形的原理得出的比例模式等等。按比例

蕴，或者提炼出瓷器裂纹美学性的一个点，作

排列接合，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些具有规律性及

为灵感来源或表现手法，结合现代服装的特点

特殊艺术特色的比例模式将瓷器裂纹进行排

来进行设计。前者沿用瓷器裂纹的风格感受，

列接合，及按照“数比美”排列接合。②无序排

如图 9（见下页）为 2014 年春夏巴黎时装周中

列接合。它是指从感性出发的无规则自由接

关于瓷器裂纹
“意”的延伸与联想的服装设计。

合。依照形式美法则的自由接合，没有比例意

其中 Giambattista Valli 的女装设计中，写

服饰与艺术：设计界

主持：李超德

55

现方法是很重要的一环。工艺美是技术和艺术
的美学融合。在这里将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
得以实现的工艺手法，
分为平面效果的工艺实
现手法与立体效果的工艺实现手法。
3.1 瓷器裂纹平面效果的工艺实现方法
平面效果的工艺实现方法有印花、蜡染、
扎染、
绣花、
提花（图 10）。印花得到的裂纹效果
GiambattistaVall的设计

PedroLourenco的设计

基本能够达到设计图的纹样造型和色彩，
对设
计限制相对较少，适用性比较大，一般不会破
坏服装面料本身的风格和手感，批量生产的成
本相对较低，
在实际市场中运用得较多。蜡染
和扎染，
属于传统手工艺。蜡染效果的裂纹深
浅不一，纹路粗细浓淡也不相同，有些地方深
邃，有些地方若隐若现，虚实相生，变化自然，
有独特的传统韵味，
常用在一些民族风的现代
服装设计中。扎染，
利用线、
绳捆扎在染液中煮

Masha Ma 的设计

染，跟蜡染的效果有相似之处，但是借助捆扎

图 9：2014 年春夏巴黎时装周 瓷器裂纹“意”
的延伸与联想

的外力煮染，同时具有晕染和裂纹的肌理效

意的点、虚化的线、界限模糊的面、大面积透视

果。提花、
绣花是在织造过程中形成裂纹效果

与黑色的简单色彩关系是抓住了裂纹元素自

的织纹面料，
在平面的视觉感受下有一定的凹

然随性的特点，进行意的延伸设计。而 Pedro

凸触感和不同于平布印染的光泽效果，应用也

Lourenco 的设计则表现了瓷器裂纹的纯净天

比较广泛。

然，纹路如水似画的感受，没有刻意得表现裂
纹的形态，它更贴近现代生活时尚前卫的风
格，只是把瓷器裂纹的某一个视觉特点作为表
现形式。另外，Masha Ma 的设计结合了服装色
彩与造型，着重运用了裂纹分割而产生的非平
衡的视觉张力，从而使服装更添光彩，现代前
卫感十足。
在实际的设计中，前期构思的时候，就要
抓准设计主题与风格，元素灵感都是为了最终
设计的服装而服务，确定风格后，找出切入点，

印花、
图 10：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实现平面效果的工艺方法：
绣花（从左至右）
蜡染、扎染、提花、

3.2 瓷器裂纹立体效果的工艺实现方法
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
服装面料工艺的实

将主题风格贯穿到整个设计中去，不要拘泥于

现也更加多样化，肌理效果更加丰富，结合瓷

一种设计表现手法，也不要过分追求形或意的

器裂纹的特点，可以采用叠加、镂空、编织、物

界限，从而本末倒置，或者导致设计出的作品

理、
皱褶等方法（图 11，
见下页），
来实现立体效

杂乱毫无表现力。

果。立体效果的瓷器裂纹更有层次感、
空间感，

3 瓷器裂纹在服装设计中的工艺实现方法

视觉效果也更加丰富。叠加，
即在面料的表面

将瓷器裂纹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去，工艺实

缝制裂纹线或粘合裂纹面的工艺手法。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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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据服装的设计效果做不同风格的叠加处理，

次感，与瓷器裂纹的丰富生命力美感相吻合，

在薄透的面料上，沿设计纹路粘合遮挡的面辅

二者相得益彰，
使服装更添光彩。

料，既可以产生裂纹的效果，又满足了遮体的

4 结束语

功能增加了服装的可穿性。镂空，通过一些切

瓷器裂纹作为艺术性的文化符号，
以点连

割雕刻、腐蚀加工的方法处理服装面料，实现

线，
以线切割出块面，形式自然，具有视觉感染

瓷器裂纹的效果。瓷器裂纹最初在建筑设计中

力，给服装设计带来很多灵感来源。将瓷器裂

的运用，就常采用镂空的加工手法。在服装设

纹运用在服装设计中，
设计师需要情感虔诚地

计中，镂空工艺的瓷器裂纹效果，面料较为硬

体会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目光敏锐地去凝

手工
挺，
风格偏向建筑风格。编织的方法很多，

然后融合传统、
现代
练、
捕捉元素的艺术美感，
技艺，在掌握设计大环境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
这样，才能做到传统元素的真正传承发展，服
装设计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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