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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服饰图案应用设计的方式
文 / 贾京生
传统的服饰图案设计仅仅是服饰面料上的图案设计，这样形成了服饰图案设计与服饰成型设计之
间的严重脱节，
造成服饰面料图案设计针对性的缺失和服饰成型设计选择性的限制。文章从整体服饰设计
的角度，阐述了局部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与总体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的方式，具体探讨了服饰图案在服饰
成型设计中的设计方法与应用方法。
服饰图案；
应用设计；
方式；
方法

服饰图案应用设计的方式是区别于服饰

1 局部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

面料图案设计的一种设计方式。服饰面料图案

一般来说，服饰中装饰部位与装饰形式是

设计一般是指中断产品性质的服饰面料图案

塑造着装形象美必不可少的设计要素。随着时

设计，其服饰面料的图案设计与生产只是为服

装饰手段、
装饰风
代的发展，
服饰的装饰格局、

饰设计提供原材料——
—含有图案的面料，而不

格也越来越新颖而多样。如果说服饰图案的色

是直接地考虑到如何应用服饰设计之中。这种

彩最具视觉冲击力、题材内容最具吸引力的

服饰面料图案设计具有宏观层面的针对性与

话，那么装饰部位则是最能彰显图案个性、展

被选择性，其图案与具体服饰设计应用联系得

现整个服饰特色的关键。具体地说，服饰中装

既不直接也不紧密。而服饰图案应用设计的方

饰部位主要指服饰中的各个局部，如领部、肩

式通常则是指服饰设计师选择已生产出来的、

部、
腰部、
衣边等。对服饰进行局部装饰是最常

具有图案的服饰面料，或者是设计师根据服饰

用的设计形式，也是学习中重要的基本训练。

进
设计的需要而设计、生产的服饰面料图案，

局部装饰的服饰图案设计包括配件装饰、边缘

行服饰设计与生产。这种服饰图案应用设计的

装饰、
中心装饰三大类型。

方式，可以说是服饰图案面料的再设计、再创

1.1 服饰配件的图案设计

造，或者说是由服饰设计师设计出图案面料，

配件装饰是指与服饰相关的配件图案装

再设计成服饰的。因为服饰设计师根据服饰款

饰，如胸花、围巾、领带、鞋帽、手套、提包等配

式造型、服饰功能性与服饰时尚性，选择与使

饰上的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设计若与服饰

用某种形式、风格的图案面料应用于服饰设计

整体或呼应或对比或点缀，则会营造出一种更

之中，其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是一种服饰面料图

加丰富或更具变化的视觉服饰形象美感。然

案的再设计与再创造。服饰图案的应用设计方

而，
这种配件装饰图案设计总是依附于服饰的

式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局部应用的服饰

总体基调、整体风格而存在的，或是衬托整体

图案设计；二是总体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

服饰形象，
或是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服饰配

贾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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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图案设计属于服饰图案设计范畴。这种作为

时，
常常会看到一些马图案和与马有关的图案

服饰配饰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其突出的特点

（最典型的是法国爱马仕围巾），如马鞍、
马车、

是区别于硬性材料佩饰（金银珠宝等）的图案

马鞭、马蹄铁、马灯、马刀、皮带、赛马、马球等

设计，是一种软性材料（棉麻丝毛等）的配饰图

题材组成图案，
因此，人们称之为马具图案，这

案设计。虽然这种软性材料的服饰配饰图案在

是欧洲方围巾的传统。而且，
国外的方围巾图

整个的服饰设计中占据的面积较小，但却常常

案受艺术流派的影响非常大，
并常常伴随着艺

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它是不能忽视的

术新潮的变化而变化图案(图 1)。

一个图案设计项目。

从不同季节的使用上来说，
围巾的质地分
轻薄、
厚粗两大类。轻薄的主要在春季使用，厚

服饰配饰中的围巾在人们的着装形象设

粗的在冬季使用。由于扎、围、披、
垂的不同饰

计中具有多种功能的作用，它能把视线引向身

法，装饰效果也各有不同，材料选择也各不一

体的任何部分。脖子上系根鲜艳的围巾，如同

样。较薄的方围巾多采用丝绸印花或丝绒印花

绿叶衬托红花，使容貌更加美丽动人。肩上披

加烂花方法生产成品。提花的方围巾一般都是

上一条雅致柔和的围巾，强烈艳丽的服饰色彩

一些厚织物，
此外还有针织和编结方围巾。方

能变得悦目协调。翻开的衣领里衬上漂亮的围

围巾可用于包头、围颈、护肩、束腰，有的拿在

巾，强调 V 型领口，能使脸型变得秀气，
个子也

手上，扎在包上，也有的作为室内装饰悬挂在

效果
显得高。由此可见，
围巾的使用极为广泛、

墙上。为此，设计师设计时就应该全面考虑到

极为突出。

围巾的材料、
用途、
使用者、
使用时间等诸多因

围巾的品种多样。有方围巾，也有长围巾；

素。就以丝绸方围巾使用来说，
双绉印花、
提花

有小尺寸或中等尺寸的围巾，也有较大尺寸的

波斯纹、
带状纹的方围巾一般都有青或深酒红

围巾；有精细材料的围巾，也有粗犷材料的围

色的宽边，使用时多围成燕尾型，这样能将方

方围巾常用尺寸有 80×80
巾，等等。一般而言，

围巾图案巧妙的展现在胸前(图 2)；
真丝洋纺、

厘 米 、100 ×100 厘 米 、120 ×120 厘 米 、
140 ×

乔其纱和同类的小

140 厘米的 4 种不同规格，多以丝、毛、棉、
化纤

尺寸涤纶仿真丝方

材料为主。方围巾主要功能在于头部的防护和

围巾一般都打成结

装饰，大多为妇女、儿童使用。

扎型，图案常见的

作为服饰用品的围巾设计，风格流派多种

是小佩兹利纹和小

多样，针对不同地区和使用对象的不同，围巾

圆点纹；领带型打

设计题材和构图形式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丝绸

法的方围巾通常都

围巾题材广泛，虽然很少有传统的框框，但受

是年轻女性使用，

其它艺术流派的影

作披肩用的大
方围巾的图案一般都是几何纹；

响也相对较少，常用

方巾质地一般都是丝毛交织或仿麻等中厚型

的构图形式有对隅

织物，由于织物较粗厚，其图案选用花卉题材

式、轴对称式、条格

的效果较佳。

图 2：
丝方围巾图案设计

式，也有散点式、四

方围巾的设计一定要考虑使用时与整体

菜一汤式等。而欧美

服饰的视觉效果，
不能仅仅孤立地考虑平面状

围巾则有所不同，在

态下的围巾图案设计的好坏。

调研国外围巾市场

图 1：
国外围巾图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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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带是 西 服中 的 重 要

变化，更要注意领带的设计必须是精细的、高

组成部分，有人甚至夸张地

雅的。领带花纹图案循环应该小而精，采用空

说它是西服的灵魂，这是因

间均匀的重复图案，纹样越小，领带看起来越

为领带在人们 的着装使 用

华丽，
色彩要含蓄高雅。

中，总是处于服饰乃至形象

1.2 服饰边缘的图案设计

的视觉中心。它会使色彩单

服饰中边缘图案

一和造型严谨的西服 增添

装饰的部位一般是指

生气，起着画龙 点睛的 作

领口、
服饰中的襟边、

用，并与衬衫、西服有机地

袖口、口袋边、裤脚

构成服饰的整体性效果。因

口、裤侧缝、肩部、臂

此，领带图案设计及对西服

侧部、
体侧部、下摆边

的穿着效果起着十分重要

等。在这些部位进行

的装饰、审美作用。领带图

图案装饰，既可以增

案的设计风格多样、色彩丰

图 3：
领带的图案设计

强整体服饰的轮廓

富、花型千变万化。有的质朴无华、庄重大方，

感、款式结构的装饰

有的华丽高贵、绚丽多彩，点缀着笔挺平贴的

性与视觉造型的形式

西服，使穿着者更加显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

美，而且还可以使服

(图 3)。

饰品位具有或典雅或华丽或端庄或个性的意

领带面料主要有丝、毛、棉丝、化纤、混纺

图 4：
服饰边缘的图案设计效果

味（图 4）。

一
等种类。由于领带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传统，

通常而言，服饰上装中的领部和前襟是最

般不用普通的服饰面料制作，而使用专门的领

引人注目的视觉中心部位，因此其图案装饰相

主要表
带织物缝制。领带的款式变化很复杂，

对使用得较多且十分讲究。服饰中的领部和前

现在颜色、花型和宽度三方面。领带类型有蝴

襟图案设计通常是与袖口、口袋边协调一致、

蝶结领带、方形领带、活结领带、西部式领带、

相互呼应的，
其目的是为了彰显服饰形象的整

缎带领带、丝带领带、欧洲大陆式领带、线环领

体之美、
变化之美与呼应之美。作为服饰中的

带等各种款式造型。织花用循环单位尺寸是 9

肩部装饰图案设计，为

厘米宽（较老的尺寸）。

了 强调 肩 的结 构 和 分

领带的图案花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年流

量，其设计的图案通常

行的传统花型，如素色和凹凸花纹、斜条纹、
英

要具有高耸、扩张和力

国古典的点子花纹、都铎玫瑰、佩兹利纹、立狮

度感。总之，作为服饰

纹等。还有一种是流行花型，这是随时间和地

中上半部的领、肩、前

区而变化流行花型。花色领带有自然花图案和

襟这些部位的装饰，其

几何形图案。自然花卉图案的领带给人感觉亲

设计 的装 饰图 案 要强

切、容易接近；几何形图案领带给人以现代感。

调具 有上 升或 上 移之

为年轻人设计领带图案，色彩可艳丽、花纹活

气势，以此来引领视线

泼；为年龄较大者设计领带图案，色彩要素雅、

—脸部（图 5）。
移向着装者的重点部位——

图案要端庄。
设计领带时，要注意其色彩、图案的流行

图 5：
图案用在最引人注目的
视觉中心部位的效果

服饰下装中的裙子下摆或裤脚口的装饰
图案，由于处于着装形象的下部，往往又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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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界定服饰下装边缘的作用，因此其服饰图案
的设计要具有稳健性、安定性的特点，使其图
案装饰具有下沉之感。在设计服饰的下装图案
时，如果将上装中的领、肩、前襟与下装中的裙
下摆或裤脚图案统筹考虑与反复应用，则会会
形成一种上下呼应的效果和上升、下沉的张
力，并且还能产生“界定”
轮廓的效应。
作为服饰中的臂
侧部、
裤侧部或体侧部
往往起着
的装饰图案，
分界前
勾勒服饰形体、
后、强调拼缝的作用，

图 7：
胸部图案设计效果

图 8：
背部图案设计效果

同时还可体现出服饰

作为服饰中的背部，其重要性尽管处于次

形象或着装形象的修

于服饰中的前部，然而服饰背部却是很适宜于

长感、细节美之特点。

图案装饰的部位，因而它也是最常见的装饰图

一般而言，服饰侧部

案的部位。与服饰中的前部装饰图案相比，其

的图案设计应当尽可

图 6：服饰侧面图案设计的效果

最大特点是背部宽阔而平坦，
且受各种制约较

粗糙的图案设计则会
能的简洁、
精巧，
不然繁缛、

少，
图案的设计与表现较为自由。背部设计的

使服饰形象产生累赘、
僵硬的不良效果。当然，
服

图案既可与正面服饰的前部图案协调呼应，也

饰中的体侧部装饰设计若采用宽边图案或醒

可不尽相同或自成一体。此外，服饰背部的图

目的图案装饰，有时能够起到夸张人体外轮廓

案装饰还能够体现出或强悍或扩张或调侃的

的作用，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图 6）。

情趣与韵味（图 8）。

1.3 服饰中心的图案设计

相对来说，服饰中的腹部装饰图案设计难

服饰中心部位，一般是指服饰形象的视觉

度较大，过分强调则会有喧宾夺主之嫌，或有

中心部位。换句话说，服饰中心部位主要指服

多余之感。当然，
如果其图案设计应用得当，
则

饰边缘以内的部位，如服饰中的胸部、腰部、腹

会别具特色或有出人预料之感。一般情况下，

部、背部、臂部、腿部、膝盖、肘部等。由于这些

腹部的服饰图案总是与腰部、
胸部服饰图案连

部位处于服饰形象或着装形象的视觉中心部

在一起，或与领部、肩

位，因此这些部位的图案装饰比较容易强调服

部服饰图案作呼应处

饰形象的整体风格和着装形象的个性特点，具

理（图9）。由于腰部服

有强调、
醒目、集中的视觉形式与美学意味。

饰图案因其位置的关

作为服饰中心部位的胸部是服饰图案应

系而最具“界定”的功

用设计中最重要、最频繁的一个部位，其视觉

能，其图案位置的高

中心地位与装饰设计重点，似乎仅次于人的脸

低往往会决定着装者

部。因此，胸部设计的装饰图案具有强烈的直

上、下身在视觉上高

观性和强调性，视觉感受会格外突出，
也极易形

与矮的比例关系。因

成鲜明的个性特点并给人以深刻印象 （图 7），

此，腰部服饰图案造

它是服饰图案应用设计中的重点。

型和图案走向显得很

图 9：腹部图案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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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如果采用横向图案，则会有明显的隔断

设计带来方便，而且为整体性应用的服饰面料

感；如果采用斜向图案，则会有明显的扭动感

图案制作带来了可能与速效（图 11）。整体性应

或运动感；如果采用纵向和辐射状图案则易取

用的服饰图案设计一般有三种装饰类型：单件

得挺拔、收拢的视觉效果。如果在紧缩的腰部

的件料图案设计、多件的配套件料图案设计、

服饰加以繁缛的图案装饰，则可以反衬出服饰

系列的服饰件料图案设计。

胸部的宽阔感和服饰臀部的丰腴感（图 10）。

图 10：
腰部图案设计效果

服饰中臂部、肘部、腿部、膝部的装饰图案
的设计，不仅能体现这些部位独特的装饰美感
之外，而且由于着装者四肢的各种运动，还会
使得这些服饰部位的图案装饰因褶皱变动、
叠
压变化、方向走势等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多变
效果。它也是服饰中其他装饰部位图案所不具

图 11：数码印制的服饰图案效果

2.1 单件的件料图案设计
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计是指对单件服

备的特点。

饰、单个配件的独立性图案设计，如外套、裙

2 整体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

子、
围巾、
帽子等图案设计。这是一种最基本、

整体性应用的服饰图案设计是指区别于

最常见、最单纯的服饰图案设计,其重点在于

常见的服饰面料图案设计。常见的服饰面料图

对单件服饰、
单个配件本身图案造型及风格特

案设计虽然考虑到服饰图案的设计定位，但通

点的把握和塑造。进行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

常不考虑具体的服饰应用，如服饰面料图案设

计时，必须考虑到如何与服饰相适合、相协调，

计是用于礼服？还是用于休闲服？这些都不是

如何彰显或创造出该服饰的自身特色。至于着

特别的细化与具体。而整体性应用的服饰图案

装时的组合搭配、整体形象塑造，则由着装者

设计，则首先考虑到具体的服饰应用，如是用

同样的一
自己去设计与搭配。在日常生活中，

于晚会礼服？还是用于运动的休闲服？由于这

件上衣、
裙子、
围巾，
完全可以因着装者的自主

种服饰图案设计具有极强的具体性与针对性，

搭配、自由组合而形成差异甚大的着装形象。

因此，它的出现则会以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色和

因此，在如何体现出穿着者的个性特征，如何

高度艺术魅力的观赏性，冲出了较抽象的服饰

展露服饰整体风采等方面，
其自由度与延展空

面料图案设计的司空见惯之感，而为服饰订制

间很大。所以，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计是一

所采用。这种整体性应用的服饰件料图案设

种可塑性强、适应性广，又相对独立的服饰图

计，虽然在中国传统刺绣、扎染、蜡染等其他工

案设计之一。

艺服装中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在

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计一般有两种方

现代化印染、织绣行业的大生产中，除手绘外，

法。其一，
是连续型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计,

整体性应用的服饰件料图案设计，越来越受到

一般是指采用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组合

人们的喜爱与重视。随着数字化印染、织绣设

而成的件料图案，如 T 恤衫、
衬衫、
裙料等图案

备的出现，不仅给整体性应用的服饰面料图案

设计。这种图案设计的特点是先设计出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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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计各种款式。由于这种设计方式特别适合

系、组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固定搭配的服饰

于裙子图案，故也有人称它为裙边图案设计。

装饰设计（如上衣、
下装、
鞋、
帽、
围巾、
手套、
包、

其二，是单独型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计。它

伞等）。这种多件的配套件料服饰图案设计通常

是根据服饰款式的可装饰部位，设计专用的图

有一个图案装饰中心或图案主调，其他部分则

案，它的设计特点是先设计服饰款式再设计服

是呼应、
衬托的图案，
其目的是追求服饰图案的

饰图案（图 12~ 图 13）。

局部谐调性和整体统一感。多件的配套件料服
饰图案设计的服饰往往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对
着装者的职业身份、性格特点、
社会层次、着装
场合等情况加以准确的定位与具体的考虑。这
种设计方式在向着装者提供现成的、整体的着
装方式的同时，也在为着装者塑造某种特定的
形象气质、
艺术风格与文化品位（图 15）。

图 12：T 恤衫图案设计效果

图 13：件料裙装图
案设计效果

在图案构图方面，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设
计有两种构图形式。其一，运用构图原理进行
构图，如对称式、平衡式、呼应式、分割式、重点
式、自由式、组合式等。其二，选择装饰部位进
行构图，如领部、胸部、肩部、腰部、腹部、臀部、
袖部、
门襟、下摆等（图 14）。

图 15：多件配套件料服饰图案设计效果

多件的配套件料服饰图案设计常常采用
图案花型不变，变
三种造型与组合方式。其一，
大小、多少、疏密；变色彩、装饰部位；变排列、
图 14：腰部与臀部的服饰图案设计效果

表现技法、
品种组织与工艺。它是配套感极强

设计单件的件料服饰图案时，要强调图案

又是
而又有变化的多件的配套图案设计组合，

的观赏性、艺术性与新颖适时性，因为单件的

既常用、快捷省力的组合方法。其二，色彩不

件料服饰图案设计犹如一幅独立的绘画作品，

变、
排列不变。变花形（但求类似、
相似）、变大

可以发挥连续图案所不能发挥的艺术魅力。此

变服饰款式、装
小与疏密；
变品种质地与工艺；

外，还可以与流行色彩、品种、服装款式互衬互

饰部位。它是配套感较强而变化丰富的配套图

映，创造出高贵、独特、时髦的风格特色与艺术

案设计组合。但是，这种配套设计如果处理不

魅力。

当，
则不能形成配套的联系。其三，色彩不变，

2.2 多件的配套件料图案设计

花型不变。变大小、
排列、
技法；
变材质肌理，变

多件的配套件料服饰图案设计是指以相

服饰款式、
装饰部位；
变制作工艺。它是配套感

似或相同的图案将服饰的各个部分有机地联

巧妙运用其可
极强的印花图案配套设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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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因素，则能组合出富有统一变化的配套件料
服饰图案设计（图 16）。

行配套设计。
系列的服饰件料图案设计，其方法有三种
方式。其一，
服饰图案相同而款式不同。以相同
或相近似的服饰图案，
将几套款式各异的服饰
统一起来，形成既有变化又相互协调的服饰
整体，
在此服饰图案起着“统调”的作用。这种
系列服饰图案设计，其重点除了注重图案与
各套服饰相适应、相联系外，还要注重图案在
每套服饰上的恰当位置、大小关系与主次关
系（图 17）。其二，
服饰款式相同而图案不同。
这是以不相同或近似的图案 （如图案形象不

图 16：
多件的配套件料服饰图
案设计效果

图 17：
服饰图案相同而款式不
同的系列服饰件料图案设计
效果

同，
但色彩相近；或图案色彩不同，
但图案形象
相近）使相同或类似的几套服饰款式形成系列
服饰形象。这种系列的服饰件料图案设计很少

多件的配套件料服饰图案设计，设计的重
点在于服饰图案的装饰重心的确定和主从关
系的处理，在于花形、色彩、排列与组织。涉及
的相关因素有大小、多少、疏密、品种、肌质、
款
式、
装饰部位、技法、印制工艺等。具体而言，
如
果要取得较为庄重、典雅的服饰效果，其图案
的装饰重心应放在视觉中心的部位，并明确其
主从关系。如果要取得新颖而别致的服饰效
果，其图案则可偏离视觉中心，减弱甚至取消
图案的主从关系。此外，多件的配套件料服饰

图 18：服饰款式与图案均相同而变换图案位置的系列服饰件料
图案设计效果

图案设计，其“配套”的关系即密切联系的关

在装饰部位和面积上做文章，而把重点放在图

系，主要由图案中的关键因素决定，关键因素

案自身的变化上，
其关键在于把握图案变化与

变化越小配套感越强，但变化不够丰富。关系

统一的分寸。就系列服饰整体而言，
其图案起

因素变化越大，配套感越差，虽变化多样但是

着统一中求变化的作用。就系列服饰个体而

难以统一并形成配套。故配套图案设计常从一

言，
图案又具有在变化之中发挥着统一的作用

幅图案开始，
再发展成配套图案。
2.3 系列的服饰件料图案设计
相对上述两种服饰图案的装饰类型而言，

（图 18）。其三，
服饰的款式与图案均相同。这
种系 列服 饰的 款 式与 图 案均 相 同 的设 计 方
式，往往在服饰图案的装饰部位、装饰面积上

系列的服饰件料图案设计难度最大。系列的服

各有所异，这也是构成系列服饰图案装饰的

饰件料图案设计是指三人以上的系列服饰通

常用方式。这种强调高度相同而和谐的设计，

过一定的配套装饰图案而紧密联系、呼应成一

关键在于各个装饰部位的巧妙选择而使其具

独立、
个整体，而且每一套服饰自身又是完整、

有新意，使其在整个系列的服饰中既和谐而

具有特色的。此种图案设计大多保持图案的花

又富于变化。

型与色彩的整体联系，并采用多种组合方法进

（收稿日期：2015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