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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仿生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黎姗姗，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将
“蚕食”纹样应用到服装仿生设计中，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回归自然的思潮相结合。通

过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从现代审美观念和设计理念出发，设计出基于“蚕食”仿生的服装纹样
与镂空图案，并对其在现代女装中设计应用的方法作了探索尝试，以期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一种新的
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表明：
“蚕食”生态情景蕴含着变化与统一、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之美，将“蚕
仿生与禅学所追求的回归质朴纯净的思想相结合，由此设计出的现代服装产品既能彰显中华传统
食”
桑蚕文化之美，又能体现大自然的造物之美；经过“蚕食”的桑叶呈现出一种与传统对称规整审美不同
的残破美，由此设计出的仿生镂空图案对现代服装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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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CANSHI”Culture in Bionic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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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canshi”culture to the bionic clothing design is beneficial to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the nature. Guided by the modern aesthetic concept and
design concept, the paper employs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 research methods to design the
clothing bionic patterns and the hollowed-out patterns on the basis of the “canshi”culture and explore
their applications in modern women＇s clothing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modern clothing desig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scene of“canshi”
contains the beauty of change and unity, contrast and harmony as well as rhythm and melody, and that
modern fashion desig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canshi”bionic design and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simplicity and purity which Zen pursuits, can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ilkworm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 the beauty of natural creation. The mulberry leaf, which has been chewed
on by silkworms, presents a kind of broken beau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ymmetrical and
regular aesthetics. Bionic hollowed-out patterns designed on this basis have an important implication for
modern clot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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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一般用来形容像蚕吃桑叶那样一

与绿的色彩搭配干净、明亮又淡雅、纯洁，让人

点一点的吃掉，比喻逐步侵占。但本文提到的

感到安静舒适，完整的桑叶与被啃食过的桑叶

“蚕食”
，是指蚕吃桑叶的生态情景。自然是伟

形成对比，暗喻世事无常，有阴晴有缺，不至于

大的“设计师”
，对自然生物的模仿和探索是人

单调乏味。③节奏与韵律之美，形态各异的蚕

类获取智慧的源泉，一些学者对仿生手法在服

摆出各种动作，或蜷曲或缠绕，蚕的动静交融、

装设计上的应用进行了探究 ［１－３］，譬如张敏在

直曲交错构成了动态的节奏与韵律之美。蚕沙

《仿生设计手法在服装中的应用》 中提到服装

与桑葚的几点黑，蚕的几条白，桑叶的几片绿

仿生设计手法主要有形态仿生、色彩仿生、结

构成了这样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生态美景。

构仿生、材料仿生、功能仿生、文化仿生六种。
一些学者研究了仿生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应
还有学者对仿生学在服装整体和
用［４－５］。此外，
细节造型上的应用进行了剖析［６－８］。但现在还没
有学者专门对“蚕食”仿生设计进行过系统研
“蚕食”文化与仿生服装设计相结合，有利
究，
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回归自然的思潮相
结合，本文从“蚕食”生态情景与经过“蚕食”之
后桑叶的残破美两者之上展开系统的艺术特
征分析，分别设计出“蚕食”仿生适合纹样与
“蚕食”仿生镂空图案，并探究其在现代服饰上
的应用。

１“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设计及在服
装上的表现形式
１．１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设计

图 1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笔者设计）
Fig.1 “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是由“蚕食”这

“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是以“蚕食”这

一生态情景挖掘出“禅意”
—使心灵回归质
——

一生态情景为灵感，利用抽象仿生的设计方

朴纯净、本真，参悟人生，联系自然，摒弃世俗

法，设计具有一定外形限制的，图案素材经过

的欲望。
“蚕食”
生态情景可以触发服装仿生创

加工变化，组织在一定的轮廓线以内的适合纹

作灵感，拨动设计师的构思，面对同样的素材，

样（图 １）。

别人只能“看见”
，创造者却可以发现。蚕的一

“蚕食”生态情景蕴含着丰富的、美的元

生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
“ 蚕食”是为

素，符合形式美法则，能够带给设计师丰富的

了成长，是为了之后的作茧自缚与破茧成蝶，

设计构思。在对“蚕食”
生态情景（图 １）进行研

一个简单的生态情景中蕴含着生命转化中的

究分析之后，可归纳出三点形式美法则：①变

挣扎、痛苦和升华，生命短暂而宇宙永恒，从

化与统一之美，绿色的桑叶或残缺或完整，或

“蚕食”生态情景中寻找创作灵感来进行服装

椭圆形或心形，或正面或侧面，或高或低，这些

领域的仿生设计，回归本真，参悟人生，联系自

变化使得整个情景生动有趣，正在啃食桑叶的

然，这与佛家“参禅”的意味不谋而合。禅宗尊

白蚕在这些变化中处于主体地位，让这一情景

重宇宙万物自然本性的自发流露，又提倡从统

不会杂乱无章，形成和谐的统一。②对比与调

一和谐的视角超越地审视宇宙万物，这会使人

和之美，蚕的洁白与桑叶的嫩绿形成对比，白

从对自然、宇宙万物的感性直观中获得一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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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愉悦体验，即审美经验，从而极大地提高

１．２．１“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

人们的生活意境。笔者以此为契机，
将这种“禅

点状应用

意”融入到“蚕食”仿生服装纹样设计之中，做

点状构成是以局部块面的图案呈现于服

到“蚕”“禅”结合，将“蚕食”生态情景之中的

装上的［９］。点状构成图案大多属于单独纹样。装

白蚕、绿桑叶、黑蚕沙元素提取重组，在色彩的

饰块面有大有小，或单个或数个，呈现点的状

设计上保留自然的颜色，主体仍是桑叶的绿色

态，
有着集中、
醒目的特点。对于此类构成的应

与蚕的白色形成对比，使纹样整体给人干净明

用，在服装造型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修

亮又淡雅纯洁的感觉。对“蚕食”
生态美学进行

饰、强调、点缀的手法来增加服装的艺术魅力

概括、提取和重组，从而使得自然界中的自然

和精神内涵。为立足于现代的服饰文化与审美

形态通过混合、分割、对比等视觉审美因素来

趋向，在服装上应用“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

体现出一定的节奏感和秩序美。

时不能单纯、直接的随意摆放，而应该有选择

适合纹样具有严谨与实行的艺术特点，纹

的进行分割、
叠加应用。笔者根据所设计的“蚕

样的变化既能体现物象的特征，又穿插自然，

食”仿生适合纹样的特点，将它分别单一、重复

形成独立的装饰美。如图 １，
经过“蚕食”
的绿色

地进行点状应用于现代服装上。

桑叶呈离心式展开，而白色的蚕呈向心式聚

（１）单一式构成。单一式构成指的是在服

集，残缺的叶片上还有点点蚕排出的蚕沙，在

装上只有一处有图案，这种构成方式属于焦点

图案的意化处理上更倾向于纹样的几何化、色

式构成，一般说来，这个图案无论装饰在哪个

块化，可以达到既有传统桑蚕文化内涵又具有

部位，
都会成为视觉的中心。图 ２~图 ４ 是笔者

现代艺术气息的视觉效果。并且，这种适合纹

对于“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单一式应用。

样外形完整，内部结构与外形巧妙结合，圆形

如图 ２ 将“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整体放到

的外形很像僧人们坐禅时用的蒲团，而其中蜷

黑色的补子上，整体应用到胸前，起到了点缀

缩者的蚕的形态也与坐禅的“禅意”
相呼应。

的效果，使得服装不过于单调，由此设计出的

１．２ “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表

女装也符合现代简约、干练的审美要求，同时

现形式

这种类似传统官服补子的造型也体现出传统

图 2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单一式点状应用（笔

Fig.2

者设计）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single dot typ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图 3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单一式点状应

Fig.3

用（笔者设计）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single dot typ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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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复式构成。重复式构
成指的是在服装上只有一种图
案，但这图案以重复的形式出
现。这种重复可以是绝对重复，
即重复的图案形象完全一致，也
可以是相对重复，即图案形象的
大小和形象有细微的变化。重复
式构成属于散点式构成，由于点
的位置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视
觉效果 ，或 均 衡 、或 活 泼 、或 跳
跃。图 ５~图 ７ 是笔者对于“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重复式应
用。如图 ５ 选择半圆形的纹样将
其重复对称的运用于肩部位置，
图 4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单一式点状应用（笔者设计）

Fig.4

Application of “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single dot typ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上衣的对称性与下裙的不对称
形成对比，而白绿相间的纹样下

文化的底蕴之美。图 ３ 是将“蚕食”
抽象仿生适

面的浅绿色裙子遥相呼应，在对比中又有协

合纹样进行分割重组之后，在上衣的口袋处点

同，给人一种生动活泼的视觉效果。如图 ６ 将

缀这种纹样，
使口袋部分的造型变得丰满，
红与

“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进行分割，加上黑色

绿的配色也与下面的裙子相呼应。图 ４ 是选取

的圆形设计，重复式地应用到裤子上，相对于

纹样的一部分，用钉珠的手法将之运用到黑色

单一式的设计来说，它多了一些变化，内容更

连衣裙的腰部位置，
裙子的褶皱在此处集中，
形

加丰富，肩膀上的黑带与裤子上的黑点遥相呼

成了视觉的焦点。

应，不仅增加了服装的趣味性，还使服装的整

图 5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重复式点状应用

Fig.5

（笔者设计）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repeat dot typ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图 6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重复式点状应用

Fig.6

（笔者设计）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repeat dot typ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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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应用
线状构成通常来说是以边缘或某一局部
的细长形图案呈现于服装之上。线状构成以二
方连续纹样或边缘纹样为主［１０］。线状的图案构
成不像点状构成那样的集中突出，但这种构成
方式更有利于打造服装的韵律节奏之美。并且，
线状的装饰效果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宽窄、曲直
形态，
而且还会对服装的其他形面产生效果，
可
以勾勒加强面的轮廓或分割出新的形面［１１］。笔
者根据所设计的“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
特点，将它分别以边缘式、分割式线状应用于
现代服装上。
图 7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重复式点状应用

Fig.7

（笔者设计）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repeat dot typ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１）边缘式构成。服装中的许多线状构成
多以勾勒边缘的形式出现。边缘式构成常被用
于服装的外轮廓线上，例如领围线、前襟线、袖

体节奏相对均衡。图 ７ 则是将这种“蚕食”
抽象

口线、
下摆线等处。通过勾勒服装边缘，
起到突

适合纹样整体地应用到黑色连衣裙上，圆形的

出加强款式结构特征的作用。图 ８、
图 ９ 是笔者

纹样以重复式的形式布局于服装之上，使得服

对于“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边缘式应用。

装整体看起来端庄又有一种别致感。

如图 ８，选取“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的六分

１．２．２ “蚕食”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

之一排列形成波浪式二方连续纹样，将其装饰

图 8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边缘式线状应用（笔

图 9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边缘式线状应用

者设计）
Fig.8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the edge in lin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Fig.9

（笔者设计）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the edge in lin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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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肩带、裙摆边缘部分，契合服装的造新结构，

在原本的服装结构上产生出新的分割面与图

达到一种勾勒强调的艺术效果，并且装饰在这

案，
增强了服装的装饰效果，
使服装变得丰富。

种开叉设计的裙摆上，使原本单调的服装形成

２“蚕食”仿生镂空图案设计及在服装上的

了类似传统满足妇女旗装下裙的样式，将仿生

表现形式

设计、传统文化与现代女装结合起来。图 ９ 是

２．１“蚕食”
仿生镂空图案设计

选择完整纹样的三分之一，排列形成折线式二

“蚕食”仿生镂空图案是根据被蚕啃食后

方连续纹样，在上衣的衣领和袖口部分进行线

的桑叶形成的残破美为灵感设计而成的镂空

状勾勒，突出衣领结构。这种交领缘饰设计契

服饰图案。通过观察经过“蚕食”的残破桑叶，

合传统中华服装的衣领结构，增加了服装的特

将它的残破美应用到服装设计之中，由“蚕”到

色，
丰富了服装的造型语言。

“残”
，可以丰富服装的个性化表现形式，深入

（２） 分割式构成。分割式构成是指线在面

认识和发掘自然之美。观察蚕啃食桑叶的生态

上出现，从而对面产生分割作用。分割式构成

情景，可以看到原本完整的叶片上出现许多残

在保持服装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产生出

缺，但还是保持着桑叶大致的形状，从这留下

不同的分割面，进而产生丰富的变化。如果分

来的千疮百孔的桑叶中，还是能看出残叶的丝

割线条本身的变化又能够产生出新的图案，再

丝脉络，看到一种独特的残缺美，在个性化回

加上不同颜色的变化，就会产生出独特的个性

归自然呼声越来越高涨的今天，这种特殊的审

风格。图 １０、
图 １１ 是笔者对于“蚕食”
抽象仿生

美追求，
已经逐渐被人们认可。

适合纹样的分割式应用。如图 １０，将“蚕食”抽

“残缺”在文学词典中是残破、不完整之

象仿生适合纹样打破重组，形成直立式二方连

意，
也可引申为批判、
冲开、
打破、
揭穿等意。残

续纹样，勾勒服装的内部轮廓，交点处以蝴蝶

缺是相对于规矩、严整的反向思维，在艺术领

结进行装饰，不对称的设计，将白色连衣裙分

域中又可理解为对传统审美情趣的反叛，这是

割成上、中、下三个部分，营造出浪漫的艺术效

当代人面对日益完美、媚俗的艺术品很自然地

果。如图 １１，
利用重新设计的水平式二方连续

产生出的一种逆反心态。正所谓“五色令人目

纹样在连衣裙的胸前与下摆进行分割式装饰，

盲，五音令人耳聋”
，反而是大巧若拙，粗放残

图 10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分割式线状应用
Fig.10 Application of“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partitioned type in lin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图 11 “蚕食”
抽象仿生适合纹样在服装上的分割式线状应用
Fig.11 Application of “canshi”abstract bionic suitable pattern on
partitioned type in line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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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艺术品为我们吹来一股清新的晨风，以亲

在设计“蚕食”仿生镂空图案时，需要注意的是

切、古拙生动的韵味，引发观众的审美共鸣，同

怎样能够让它达到一种“破而不乱、缺而有形”

时也为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所神往，并加以应

的效果，既要营造出被蚕食的桑叶的残破美，

用，
成为艺术表现手法之一［１２］。

又要保证它的结构和造型。正如贡布里希所揭

将“残缺”图案应用到服装设计之中，可以

示的那样：
“人类不但喜欢根据同异性来安排

创造出独别有洞天的面料肌理和视觉效果。这

［１３］
各种成分，
而且还喜欢重复和对称的结构。”

种缺陷肌理所形成的偶然的、随机的视觉效

因此，只有将这种缺陷肌理效果进行一定的有

果，可以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不管是设计师还

秩序的排列，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它才能使人

是穿着者，都可以得到某种自在的、发散的审

获得美的感受［１４］。图 １３－（ａ）是通过模仿“蚕食”

美体验。如图 １２－（ａ），
在连衣裙上裁出一个个

桑叶叶片上的小块残片的效果，进行抽象处

残缺的图案之后，在边缘处用黑色、褐色、黄色

理，做成点状式的镂空图案，整体看上去像是

与白色的钉珠错落有序地镶边，形成渐变的效

被蚕啃食之后残破的叶片，白色的圆形镂空在

果。图 １２－（ｂ）则是利用新型电脑激光烧花技术

之上错落排列，又像是扭曲蠕动的白蚕，这种

做出“残缺”的镂空图案，形成类似剪纸的艺术

不对称的镂空设计打破了完善肌理所形成的

效果。

一成不变、单调无趣的审美局限，给大众带来

笔者以“蚕食”形成的残缺美作为仿生设

耳目一新的审美情趣。图 １３－（ｂ）的灵感来自于

计灵感，设计出了两款“蚕食”仿生镂空图案。 “蚕食”生态情景中交错盘曲的白蚕，将之设计
成线状式的镂空图案，给人一种错落有致、亦
实亦虚的视觉感受。
２．２“蚕食”
仿生镂空图案在服装上的表现形式
笔者将创新设计的点状式“蚕食”仿生镂
空图案应用到服装上，设计出了三款具有这种
创新镂空图案的现代女装（图 １４）。图 １４－（ａ）
是将这种镂空图案应用到短款连衣裙的袖子

（a）

（b）
服装“残缺”
镂空图案
The hollowed-out patterns in clothes

图 12

Fig.12

（a）点状式
(a) In dot

（b）线状式
(b) in line

图 13 “蚕食”
仿生镂空纹样（笔者设计）

Fig.13

“canshi”bionic hollowed -out pattern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a）

（b）

（c）

点状式“蚕食”仿生镂空图案在服装上的应用（笔者设计）
Fig.14 Applications of “canshi”bionic hollowed-out patterns on
dot type in clothes(designed by the author)
图 14

服饰与艺术：
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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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裙片上，契合服装的结构线，打造出具

再套一层纱，打造出朦胧、似真似幻的艺术气

有民族风味的服装款式。图 １４－（ｂ）将图案装饰

息。

于腰带和衣领部位，
Ｖ 型的斗篷式衣领延伸至

５ 结语

裙腰下侧，可以增加视觉上的延伸感，将人体

桑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

修饰得自然纤长。图 １４－（ｃ）则是将图案整体地

重要部分，历史素材可以触发服装创作灵感，

运用到长款半身裙上，这种通身铺满图案的装

拨动设计师的构思，激活枕戈待旦的想象，面

饰形式，具有幅度感和张力感，随着人体的起

对同样的传统素材，别人只能“看见”
，创造者

伏活动，图案的形态也随之转变，运动的时候

却可以“发现”
。通过模仿“蚕食”
的生态过程与

有动态视觉效果。

“蚕食”效果，融入佛家的禅意与对残破美的研

笔者将创新设计的线状式“蚕食”仿生镂

究，巧妙的将“蚕食”这一生态过程与服装结合

空图案应用到服装上，设计出了三款具有这种

起来，可谓是古典与现代、自然与社会的结合，

创新镂空图案的现代女装（图 １５）。图 １５－（ａ）

形成拥有个性特色的服装设计新理念。正如只

是将线状式“蚕食”仿生镂空图案应用到包臀

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服装设计也不例外。把

裙的臀部和开叉的部位，突出人体或服装造型

中国的传统艺术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别具一

的起伏凹凸、转折及长短宽窄的感觉，具有夸

格，发挥致极致，让中国元素通过服装充分展

张、强调臀部的意味，高开叉的设计也为服装

现在世人的面前。

增添了一丝性感的味道，同时服装整体的绿色
也与桑叶的绿色相呼应。图 １５－（ｂ）将镂空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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