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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应用研究
徐慧玲，冯玲玲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创作是一种基于服装设计师的主观要求，有效保证图案与设计师想法的一致
性以及准确性的设计手法，可将设计师的想法完全反映在面料上，把肌理图案有效地应用在服装上。通过
对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应用方法进行概括总结，认为有局部应用、整体应用、组合应用、面料应
用、
色彩应用五种。同时总结出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计应用的原则，
以期为相关服装设计师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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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理纹样的美感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在进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局部应用是指在成

行肌理创作的时候要注意纹样特有的艺术创

衣上选择需要装饰的部位来进行数码印花的

造性，才能准确地应用在服装上，更好地表达

定位印花制作。其具体的制作方法是：①运用

设计师的想法。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

服装 ＣＡＤ 软件打板设计平面结构图。②根据服

应用要与服装本身相结合，不同的数码印花肌

装的款式、造型和风格，使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软件

理纹样在服装上的视觉效果也不一样，在不同

在服装裁片上设计相应的局部印花肌理纹样，

的面料上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１］在进行数码

肌理纹样的印花位置可以任意变换。［３］装饰的

印花肌理纹样创作时要准确把握不同的肌理

部位如胸部、
袖部、
领部、
肩部、
腰部等部位。③

纹样题材和设计形式，并合理的应用在服装

通过数码印花机打印出来。通过在服装上的局

上。对于印花的设计要在符合服装结构的基础

部印花设计，可对服装起到装饰和强调的作

上进行创作，数码印花这一技术不仅符合这一

用，凸显出服装整体与局部的层次设计，更为

要求，而且可以随意变换印花肌理纹的位置。

设计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于印花肌理纹样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个性化的今天，艺术的创造

局部应用的位置也有严格要求的，肌理纹样图

性给设计师带来了无限发挥的空间。数码印花

案必须完全地符合服装造型和结构的要求，与

肌理纹样的设计丰富了服装设计的范围，更有

服装形成统一。［４］

效的表达出了服装设计的艺术魅力。［２］基于四

在 ２０１３ 年米兰时装周上，运用数码印花

大时装周上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应

肌理纹样设计的服装开始崭露头角，例如艾特

用实例，本文对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

罗 （Ｅｔｒｏ）２０１３ 春夏男装秀场上就运用了局部

局部应用、整体应用、组合应用、面料应用、色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手法。轻盈的质感独

彩应用等方面进行实例分析，以期为相关服装

特的服装廓形，搭配上最传统、最原始版本的

设计师参考与借鉴。

Ｐｌａｙｓｌｅｙ 印花。如图 １（见下页）中的上衣和裤

１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局部应用

子印有植物肌理的纹样，通过渐变的、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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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服装既有不羁的诉求，却也坚守优雅之态
的设计之美。让原本单调的成衣款式变得活跃
起来，使用黄色和砖红色的网格状肌理局部印
花简约、大方，并与头上的格纹配饰相呼应，使
服装生动、
有趣。

２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整体应用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整体应用
是指使用整块的印花面料直接应用在服装上，
其中要注意一些纹样之间的拼接，大面积的数
图 １：Ｅｔｒｏ ２０１３ 春夏男装中的局 图 ２：Ｅｔｒｏ ２０１３ 春夏男装中的局
部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计之一
部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计之二

码印花肌理纹样一般搭配比较简约的廓形，简
单大气的廓形配上丰富多彩的印花，既有简约

柔和的局部印花，分别在上衣的胸部、袖子上

的时尚概念，又有具体的纹样设计细节，使整

方和裤子的局部印花，标志性的佩斯利花纹渐

个服装更能突显出数码印花肌理纹样所要表

渐消失。图 ２ 中的印花为艾特罗经典的佩里斯

达的丰富精神内容和视觉效果。其肌理纹样设

肌理纹样，剪裁合适的西装外套下搭配了经典

计步骤可以参照局部设计的方法。

的土耳其长衫，再加上垂坠感十足的阔脚裤，

在 ２０１２ 年秋冬巴黎时装周上，
迪奥（Ｄｉｏｒ）

极具东方服装的优雅感，将佩里斯纹样印在衬

设计师与纽约艺术家斯特林·鲁比（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衣的胸部，与外套上的纹样相互呼应，使设计

Ｒｕｂｙ）合作，
将斯特林·鲁比的画作通过数码印花

具有整体感和艺术感。

的方式反映在服装上，
Ｄｉｏｒ 经典的 Ｎｅｗ Ｌｏｏｋ 造

在拉夫·西蒙（Ｒａｆ Ｓｉｍｏｎｓ）２０１６ 年的春夏

型上搭配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 （图 ５~

男装设计（图 ３~ 图 ４）中，
该系列以深色为主色

图 ６），用传统的丝绸面料去呈现一切艺术作

调，整场秀上模特都带着头巾走秀，头巾常常

品，
将一件件经典的款式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打

被看成凶狠好斗的街头少年的象征，即叛逆的

破了迪奥传统的设计理念，
使之具有时代感。

黑帮少年。设计师在加长风衣设计的服装上应

在 ２０１２ 年的伦敦时装周上同样也能见到

用民族风格的网格状肌理纹样的定位印花，体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克里斯托弗·凯恩

图 ３：Ｒａｆ Ｓｉｍｏｎｓ ２０１６ 春夏男
装中的局部数码印花肌理纹样
设计之一

图 ４：Ｒａｆ Ｓｉｍｏｎｓ ２０１６ 春夏男
装中的局部数码印花肌理纹样
设计之二

图 ５：Ｄｉｏｒ ２０１２ 秋冬高级定制
中的整体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
计之一

图 ６：Ｄｉｏｒ ２０１２ 秋冬高级定制
中的整体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
计之二

66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八年

二月 / 第七卷

第一期

图 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ａｎｅ ２０１２ 秋 图 ８：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ａｎｅ ２０１２ 秋 图 ９：Ｇｕｃｃｉ ２０１３ 春夏女装中
冬女装中的整体数码印花肌理纹 冬女装中的整体数码印花肌理纹 的整体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计
样设计之一
样设计之二
之一

图 １０：Ｇｕｃｃｉ ２０１３ 春夏女装中
的整体数码印花肌理纹样设计
之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ａｎｅ）的秀场上，设计师擅长将

便是她的房子、外太空星图。设计师巧妙地将

未来主义风格和经典女性化设计进行颠覆性

其男装秀中的那些充满迷幻色彩的手绘涂鸦、

的融合，该季度用皮革质感的面料打造光泽感

纹身图案运用到了女装的廓形中。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廓

的印花肌理纹样（图 ７~ 图 ８），
在剪裁方面则依

形羽绒服搭配颜料喷溅状的肌理纹样（图 １１），

旧延续了设计师简洁的传统，利落又不失造型

大胆又创意。图 １２ 中将一些石头、钻石、食物

感。并用黑色、蓝色、红色渲染，设计上充满未

等肌理纹样印制在服装上，让整个设计因肌理

来感，
打造出率性女孩的形象。

纹样而趣味性十足，吸引眼球。山本耀司用充

再如 ２０１３ 年春夏的米兰时装周上，越来

满体积感的奇异造型延续自己的风格。

越多的大牌设计师开始运用整体数码印花肌
理纹样到服装上去。在古驰（Ｇｕｃｃｉ）该季的女
装设计中，充满着纯粹与性感交织的气息，重
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女装柔美性感的风格。设计
师将源自日式壁纸的海葵肌理纹样运用到和
服式的外套上，透露着一股东方印花的风情
（图 ９）。同时，
蛇纹肌理纹样被运用在束腰外衣
和裤子上（图 １０），材质上则选用日本纸纤维，
或采用蟒蛇皮等珍稀皮革与真丝提花制成。利
落的西装短裤套装体现出女性的干练，展现出
服装优雅的轮廓，而蛇纹肌理纹样则彰显出女
性摩登的一面。
在 巴 黎 时 装 周 上 ， 山 本 耀 司（Ｙｏｈｊｉ

图 １１：Ｙｏｈｊｉ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４
秋冬女装中的整体数码印花
肌理纹样设计之一

图 １２：Ｙｏｈｊｉ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４
秋冬女装中的整体数码印花
肌理纹样设计之二

３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组合应用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组合应用分为三类：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２０１４ 年的秋冬女装也同样运用了大

①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材质的肌理纹

量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该季的服装风格

样组合在一起。②将不同的肌理纹样的组合应

为哥特式茧形设计的有趣概念，主题讲述的是

用。③应用面料和装饰手法相结合的方式，其

一个和娃娃有关的童话故事，模特身上的服装

中包含面料的增加性设计与数码印花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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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面料变形设计与数码印花的结合。这三类

计灵感来源于远古时代的西西里岛和希腊文化

方法通常是将一些装饰用的工艺应用在服装

的交融，在浪漫主义风格的连衣裙上印上具有

上，或者是通过打褶、折叠、浮雕、烫皱的工艺

西西里风格的植物肌理纹样（图 １５~ 图 １６），再

进行组合应用。

将裁好的花瓣布片缝制在衣服对应的植物纹

在应用肌理纹样组合法的时候，要注重视

样上，以立体嵌花的形式装饰连身裙，平面与

觉效果的协调性和统一性，通常是将两个相似

立体相结合，凸显出服装精致华贵的气息，精

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从而变成一个丰富多变的

致的花朵点缀优雅的裙身，呈现出优雅的女性

肌理纹样。通过统一性来强调整体性，既可以

风情。

消除肌理纹样的单一性，又能强调创作的设计
感。肌理纹样的组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
指通过将肌理纹样的再组合而产生一种协调
感，
给人以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５］
提到三宅一生（Ｉｓｓｅｙ Ｍｉｙａｋｅ）的设计，就
不得不提他的褶皱设计，褶皱是他设计服装
的代表细节。夸张设计的肩袖、腰臀以及下摆
从正面看有些“庞大”，呈现出半圆形或 Ａ 字
形，这些服装的侧面轮廓通常呈扁平形状，强
调出一些女性的特质。他的设计同时也充分
地 将肌理 纹样 与 其 经 典 的 褶 皱 工 艺 相 结 合
（图 １３~ 图 １４），
而不仅限于平面的肌理纹样创
作，并为世界创造出一件又一件的艺术品。三
宅一生是伟大的艺术大师，他的时装极具创造
力，
集质朴、
基本、
现代于一体。

图 １５：Ｄｏｌｃｅ＆Ｇａｂｂａｎａ ２０１４
春夏女装中的数码印花肌理
纹样组合应用设计之一

图 １６：Ｄｏｌｃｅ＆Ｇａｂｂａｎａ２０１４ 春
夏女装中的数码印花肌理纹样
组合应用设计之二

４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面料应用
使用数码印花肌理纹样来设计服装的时
候，要注重面料的选择，它不仅可以体现服装
的感觉和功能，而且关系着服装的色彩和造型
的表现效果，所以设计师需要具备面料方面的
知识并能够把握好各种面料的特性。同一色彩
在不同的面料上所反映出来的色彩会不同，面
光泽、
纹理等多因素综合
料是通过特有的色彩、
表现其肌理和性能。在设计中为了使数码印花
肌理图案能够完美呈现在面料上，要结合设计
的风格来选择使用的面料类型。［６］例如，
对想表
现服装的大廓形可以选择太空棉面料，想表现

图 １３：Ｉｓｓｏｙ Ｍｉｙａｋｅ 的数码 图 １４：Ｉｓｓｏｙ Ｍｉｙａｋｅ 的数码印花
印花肌理纹样组合应用设计
肌理纹样组合应用设计之二
之一

服装的柔美可以选择光滑的丝绸、
纯棉等面料。

５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应用原则

在 ２０１４ 年的米兰时装上，杜嘉 ＆ 班纳

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应用不仅

（Ｄｏｌｃｅ＆Ｇａｂｂａｎａ）２０１４ 春夏的女装设计中，不

要需要注意与服装的整体搭配，还需要具备以

再是单纯地在面料上进行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
设计，
而是运用二次再造结合的手法。此次的设

下三个原则：
（１）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色彩与服装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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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协调统一。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色彩设计需

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中，用肌理表现对象是

要遵循面料的外观和风格。不同的面料都会影

设计师直接切入事物本质内容的一种表现方

响到最后的服装效果，所以要充分考虑在面料

式。它概括了设计师对事物本质内容的感受和

的影响下所导致的颜色的饱和度、对比度的变

认识，有助于加强对主题内容的升华，更好地

化，以及色彩同类色、相似色、对比色的恰当运

表现服装本身的设计。纵观四大时装周的秀

用，才能保证图案色彩与面料色彩之间的一致

场，许多大牌设计师频频使用数码印花肌理纹

性。

样这一设计手法，无论是使用局部应用的设计

（２）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构图要与服装款

方法，还是整体应用的设计方法，或是组合应

式协调统一。数码印花肌理纹样在服装上的构

用的设计方法，无一不体现出数码印花肌理纹

图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构图原理进行构

样在当代服装设计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图，例如对称式构图、组合式构图、自由式构图

数码印花技术的出现推动了肌理纹样在纺织

等。第二种是选择需要装饰的部位进行构图，

品面料印染中的广泛应用，肌理逐渐成为人们

也就是定位局部的结构，运用数码印刷肌理纹

所追求的一种时尚和文化。

样的图案。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要遵循服
装款式设计的规律，才能使图案设计和服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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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风格去对相应风格的肌理纹样进行设
计，才能达到服装和肌理纹样整体设计的协调

［３］徐雯．肌理图案在纺织面料中的流行［Ｊ］．设计艺
术，
２００４（１）：
２６－２８．
［４］胡天虹．服装面料特殊造型［Ｍ］．广州：广东科技出
版社，
２００１：
４５．
［５］丁卓．基于空间表现手法的印染图案数码艺术设

统一。［７］

计研究［Ｄ］．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２００６．

６ 结语

［６］王伟，银耀奎．设计中的肌理［Ｊ］．煤炭技术，
２００６

基于数码印花肌理纹样的设计，以新的创

（６）：
５-６．

作手法打破了传统印花制作占地空间大、制作

［７］梁惠娥，张冠峰，王潮霞．基于数码印花技术纺织

程序复杂的局限性，为设计师进行肌理纹样创

面料肌理图案设计［Ｊ］．纺织学报，
２０１３（９）：
１０３－１０７．

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为肌理纹
样的设计与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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