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８ 服饰导刊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二零一八年

六月 ／ 第七卷

第三期

森服饰色彩设计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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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服饰风格最早起源于日本，是描述“如同在森林中”的一类穿着，因其具有良好的服用性能和

自然生活的象征意义悄然流行。目前对于森服装的研究甚少，而关于此类服饰色彩特点的研究更是鲜有。
通过分析森服饰受众的心理诉求，对此类服饰风格进行了总结，并对其色彩选用、调和与其产生的心理作
用进行归纳与分析，发现森服饰色彩的灵感多提取于自然界，在面料、色名法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色彩
表达的方面亦具有突出的特色。探究、归纳森服饰的色彩特点，知晓色彩如何对此类服装设计效果产生作
用，
将帮助森服饰完善其风格的设计理论，
对中国森服饰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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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 女孩（日 语：森ガ ール ，简 称“森

森系风格逐渐在流行服饰中占据一席之地。

女”
），是源自日本社区网站 ｍｉｘｉ 的一个名词，

森女们热爱大自然的态度决定了森服饰

指“如生活在森林里的女孩”
，这群热爱自然，

舒适简约、清新脱俗，具有原始自然美感的基

享受平和温暖的内心世界的森女希望能够通

本特点。虽然

过生活中的小情趣、服饰等表达希望回归到与

有譬如碎花

［１］
由此引申
自然亲密相连的生存状态的愿望，

（图 １）、百褶

出这种女性生活的时尚美学以及服装风格。

等一些相对

“森林系”的服饰（简称“森服饰”
）一般具有天

固定的森元

然、低碳、简洁、随意等特征，其典型的穿着是

素，森服饰并

Ａ－ｌｉｎｅ、复古花状图案的单件套，配合裤袜和

不是刻板的

鞋子。经时尚杂志《别册 ｓｐｏｏｎ．》报道后，彰显

素材再现、堆

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精神的“森林系”

砌而成的服

服饰迅速走红。

饰风格，而是

１ 森服饰色彩设计的基础：服装风格

重视通过服

作为森服饰的主要受众群体，森女们不为

装的各个方

他人眼光与财富欲望所累，坚持向他人袒露真

面，譬如面料

实的自我，追求单纯真实的生活。为了帮助森

选择、款式设计、色彩设计等将自然的精神融

女在喧嚣繁杂中拥抱一份安逸随性，设计师将

入服饰。因此不仅是大家一般印象中灯芯绒衬

自然界的色彩、线条、符号等进行抽象提取，加

衫、层叠的裙子等才算作是森服饰，凡是能够

入服装的设计当中，赢得了许多女性的青睐，

体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这一灵魂概念

图 １：灯芯绒碎花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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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艺术：
色彩之美

４９

彩设计中的基础，而色调与环境
和肤色能否相契合协调是判断其
选用成功与否的关键。森服饰的
色调大多是从自然中提炼而来的
颜色，譬如大地色、森林色、贝壳
色、岩石色等，可以统称为自然
色。它们是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
系的纯自然事物所具有的色彩，
多具有高明度、低纯度且色彩较
难定义的特点，配合着本身或粗

图 ２：森服饰品牌 Ｅａｒｔｈｍｕｓｉｃ ２０１７ 秋季服饰展示

的服饰都可以划归此类（图 ２）。
森服饰常采用棉、麻、毛等天然面料，由
这类面料制成的服装不但亲肤柔软，透气舒
适，还具有易降解，可循环利用的优点，符合

犷或细腻的肌理，
呈现出奇妙的装饰效果。［３］自
然色作为森服饰的色调主要有两种优势：
２．１ 色彩应适应肤色
在白色、黑色和黄色这三大肤色类型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森服饰在设计中

黄皮肤是对服饰色彩最挑剔的肤色。这是因为

不加冗 杂装饰 ，反对虚 假的华 丽 、烦 琐 的 装

忽略皮肤偏红、偏青等色彩倾向，黑色和白色

饰和雕琢的美，色彩多从自然当中提取，色

都是无彩色，理论上可以搭配所有色彩；而黄

彩淡而清新或整体色度偏灰，有时会以小面

色人种的皮肤以橙色为基础色相，又可细分为

积的亮色或对比色作为点睛，而不会出现大

黄偏白、黄偏黑、黄偏红等，对服装色彩搭配的

面积 的鲜艳 色彩，再 加上宽 松的剪 裁 ，弱 化

要求更为严苛。自然色在降低冲突感的同时提

了躯 体线条 ，整体风 格清 新舒适 ，带 给 人 温

供了更多临界色选择，能够满足大多数黄皮肤

暖柔和的感受。森服饰在设计中兼顾了服用

的搭配需要，也容易与环境色达到和谐的视觉

者在功能层面的需要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可

效果。

以说 森服饰 的 流 行 是 现 今 社 会 环 境 与 审 美

２．２ 利用色彩的联想丰富审美体验

形势下的必然趋势。

人对于色彩的感知是直觉的，通常色彩对

２ 森服饰色调的选用

人产生的第一感观是由事物外在色彩对人的

色彩设计是服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视觉刺激产生的感性直觉。［４］而由于色彩有着

了达成完美的穿着效果，成功的色彩设计不但

与人相似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特征，且在漫长的

要使服装色彩协调美观，还要充分考虑并配合

进化过程与个人成长过程中，人类已经将颜色

着装者的性格、出席的场合、穿着的季节和用

与许多情感、认识进行了复合，其中一些色彩

途，这就要求色彩在选用和调和时要遵循一定

认知是共性的，譬如红色代表危险与热情，绿

的审美规律，并能够充分表达服装的情感与意

色则象征生机与希望，而有些关于色彩的体验

要通过将自然
趣。［２］森服饰的灵感来源于自然，

是个人性的，与人的性别、年龄、经历等有关，

界的特性或元素赋予服装来表现贴近自然、回

大体可以分为具象联想、抽象联想两类。当人

归田园、返璞归真的理念，这需要色彩的配合

们看到色彩时会联想到与之有关的事物或是

进行表达。

勾起一段回忆、一种感觉。正是这样象征性的

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先观察到的是服饰色
彩的总体倾向，也就是色调。色调的选用是色

特点，巧妙的运用色彩可以表达许多情绪化的
感情。［５］色彩与感情一样，
都具有细腻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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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森服饰常见色彩及联想意义举例
色相

提取源

红

黄

绿

浆果、
花朵

阳光、落叶、
花朵

普遍象征意义

森服饰常见色彩

色彩产生的联想意义

紫红色

象征着深沉的理性、优雅，有时也让人联想到蓝莓
果茶沁人心脾的一抹亮色

暗红

减轻了鲜红色给人带来的活力、刺激的感觉，更像
是熟透的果实，秋天的枫叶和老式壁炉，沉着、质
朴，有复古感

土黄

黄土和麦秸的颜色，仿佛充满阳光的味道，温和宁
静

浅黄

让人联想到柔和的日光，常常是清晨，还有初秋斑
驳的树叶，让人感到宁静、和平、
温柔

墨绿 ／ 橄榄绿

一般出现在松柏丛或者年岁已长的树冠中，给人成
熟老练的感受

浅绿

让人联想到初长的树叶、浅溪、果实，充满生机，纯
粹且带有一些羞涩

生命、活力、危险、坦率、
敬畏、
革命、吉祥

温暖、活泼、跃动、年轻，
快乐成熟

树叶、未成熟的果实、生 和平、生命、安全、包容、
长着藻类的河水
新鲜、
舒适

因而即便是同一色相，不同纯度、明度的色彩

与抽象色彩的好恶是有差别的，由于人所接受

也会使人产生不一样的联想。表 １ 是森服装中

到的色彩信息来自于光照射在物体上，经过物

常见的色彩及其联想意义。

体的吸收作用反射出来的光。不同纤维制成的

色彩的联想是比较自由、开放的，因此联

面料对光的反射、
吸收、
投射程度各不相同。同

想的结果也有正面与负面的差别，多数情况

种纤维制成的织物由于织物组织的不同也会

下，设计者倾向于给人带来正面的色彩的联

表现出不同的色彩效果，进而导致不同的色彩

想。比如在日常服装中，我们一般不希望设计

联想。譬如在粗糙表面的面料中，
如提花织物、

中的红色令人联想到鲜血、战争和恐怖。为了

泡泡纱，土黄色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老奶奶的粗

规避不理想的色彩联想，一些森服饰巧妙的对

棒针织毛衣的温暖感甚至感受到旧书和特殊

色彩进行命名，比如利用一些典型的花卉、景

的霉的气息，复古且安然；而在光滑的反光较

色、食物，将色彩命名为杏黄、紫罗兰色、雾谷

强的面料当中，如皮革，土黄色可能会让人联

绿、米白等，从而将人的联想向良好的方向引

想到带有黑色斜杠的危险警示牌，或是施工机

导。这种色彩命名方式赋予色彩多维的正面意

械，代表着摩登与距离感。为了准确的表达色

义，促使人们运用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共同

调所表达出的情感意义，森系服饰采用透气柔

体会色彩的美好，且这种命名方法也能对相近

软的天然面料，
如棉、
麻、
毛（图 ３）。这三种材质

色彩进行细分，一定程度弥补了色名不够准确

的面料是自然系服饰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

的缺憾。

的，具有色彩圆融柔和的特点，保证服饰色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对物体表面的色彩

呈现出淡雅柔和的效果。［６］

图 ３：棉、麻、毛面料的色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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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森服饰色彩的调和

５１

（２）植被色顾名思义是采用植被中存在的

有些受人喜爱的单一色彩在与其他色彩

色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是高雅沉稳的树

组合并置时未必能继续受人青睐，而服饰通常

皮色，其色相以暖灰色为主，其中又以褐色系

是搭配出现的，意味着需要至少两种及以上的

的色为多，配合其生长环境的色彩，结合树皮

色彩达到协调悦目，才能完成服装整体美感的

特殊的沟壑纵横的质感和纹路，常常使服装别

塑造，使人感到身心愉悦。所谓色彩的调和就

有韵味。譬如图 ５ 中的森服饰提取了森林中树

是将有差别的色彩做出调整、整合，将它们有

冠的墨绿色与土壤的黄色，使服装自然呈现出

秩序地组织在一起，从而达到和谐的色彩效

平和优雅的田园感。另一类则是较为明亮的草

果。关于服饰色彩的对比与调和的规律有大量

叶色，
来自春天的新枝嫩叶，
充满生机。仔细观

的研究结果，除适应普遍规律以外，森服饰有

察植被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色彩并不只有一

以下两个鲜明而独特的色彩调和特点。

般印象中的树干的褐色和叶子的绿色。单一一

３．１ 配色灵感源于自然

株草木中，我们既可以其花、叶、种子甚至根茎
的色彩作为参考，也可以不同季节中这株植物

森服饰色彩的选
用常来源于自然界，

在萌发、生长、枯黄的过程中色彩的表现作为

搭配也不例外，如从

依据进行色彩调和；若是把眼光放在林群中，

植物的根茎与果实、

不同植被相互映衬，连苔藓、蕨类也是其中的

动物羽毛、朝霞中出

一份子，其色彩可谓千变万化，极具层次感，其

现的色彩配合中提取

本身就是最和谐的色彩组合。

的色彩搭配经常出现
在这类服装的色彩设
计中。这往往符合人
们平日的审美习惯和
视觉印象，更容易体
现服饰色彩的协调

图 ４：自然界中的色彩调和

（图 ４）。
以在森服饰中常用的土石色与植被色这
两种常被采用的主色调为例，讨论这类服装是
怎样从自然界中寻找与主色调调和的色彩的：
（１）土石色一般来自岩石、泥土、沙滩、矿
石、礁石，其周围的环境，譬如峭壁与其上的松
柏，海滩与点缀其间的贝壳，湿润礁石上的苔
藓，与主色调颜色相互天然映衬，是很好的配

图 ５：植被色配色服装

合色。在提取这些颜色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各

３．２ 通过降低明度、
纯度和调节面积提升协调感

种土石的形成条件决定了干裂的黄土地、贫

森服饰在色调选择上偏向于使用高明度、

瘠锈红的戈壁滩、风化后的灰色岩层和柔软

低纯度的色彩，这使得其整体效果通常是平缓

的金沙滩之间质感的不同。这些纹理效果有

舒适，较少冲突的。这意味着森服装如果只选

时也被加入到面料设计中帮助完善色彩的表

用同色系色彩作为搭配设计会因为色彩关系

达。［７］

过分暧昧没有起伏，显得单调、呆板，使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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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因此森服装经常会使用一些有对比性的

色彩面积占据较小的帽子、丝巾、包、鞋等都可

色彩，并通过降低明度、纯度和调节面积提升

以作为打造互补色对比的工具，成为服饰的点

协调感。

睛之笔。

在色相环中，一色彩与其 １８０°对称的颜

４ 结语

色互称为互补色，譬如红与绿、蓝与橙、黄与

色彩是服装三大要素之一，是森服装表现

紫。由于视觉在接受某一色彩时总是欲求一些

服装风格的重要载体。
《墨子·佚文》中提到“衣

相对应的补色取得生理平衡，因此从色彩视觉

必常暖，然后求丽”
，当今社会中服饰已不仅是

的生理角度上讲，合理的互补色配合设计是美

实用品，更是一种语言，代表着穿着者的性格、

的，但需要注意对色彩的面积和纯度进行控

意趣和品味。森作为新近流行的服饰风格，是

制，否则会导致激烈的冲突感。一般在森系服

当下经济、文化、审美等因素共同影响催生的

饰中运用对比色时，为了能够突出重点并营造

结果，表达出人们对自然的呼唤和对悠然自乐

平衡效果，通常会降低互补色的明度或纯度，

生活的向往。森服饰在色彩的选用与调和中表

并将对比色所占的面积比例设定得较为悬殊，

现出有趣的特点，在对森服装的研究尚少的今

使面积小的色彩成为其互补色的衬托，令整体

天，充分了解这种顺应时代需求的服饰的色彩

趋于平衡稳定。譬如图 ６ 中所展示的 Ｓ．ＤＥＥＲ

特点有利于更好的完成服饰设计，从而达到更

品牌的红绿撞

好的视觉效果和穿着体验。

色毛衣运用了
红绿这对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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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莉婷．服装色彩设计［Ｍ］．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１７６．

色的冲突感，红

［４］伊延波，
刘杨．色彩构成创意［Ｍ］．北京：
清华大学出

色和绿色纯度

版社，
２０１４：
８０．

都较低；相较于
红色，绿色使用

图 ６：红绿撞色毛衣（Ｓ．ＤＥＥＲ）

［５］王平，华思宁，徐邠．现代设计色彩学［Ｍ］．北京：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８８．

的面积也很小，且加入了灰、白在其中进行协

［６］李莉 婷 ．色 彩 构 成 ［Ｍ］．合 肥 ：安 徽 美 术 出 版 社 ，

调，使服装整体视觉效果和谐美观。

２００５：
３．

除了在一件服装的设计上运用以上两种
色彩调和方法，在森服饰的日常搭配中也常常
有所应用，在选择好整体服装的基础色调后，

［７］张海波，基于内容的服装图像情感语义识别和检
索［Ｍ］．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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