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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绣用色的服装时尚化应用研究
程轶凡，钟 蔚
湖北 武汉 430073）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摘

要院汉绣用色具有艳丽浓烈、
丰富鲜明的特点，既追求红火热烈、喜形于色的对比，又讲究和谐统

一，它是借鉴和创造时装色彩的最好母体之一。通过对汉绣样本的收集和整理，同时借鉴 2011~2018
年世界五大时装周中的相关作品对汉绣用色的时尚化进行分析，
文章认为：汉绣主要运用了夸张、对
比、调和、简练归纳、
添加色彩五种配色手法。其中夸张是指对绣品纹样中的造型和色彩进行夸张设
计；
对比是指在汉绣中常采用的色相对比、明度对比和纯度对比；
调和是指将缓和的对比色、
相邻的色
添加色彩是指运
彩或搭配金银色进行画面色彩调和；简练归纳是指用最简练的色彩归纳纹样的色相；
可探索汉绣用色与服装时尚
用多视角表现汉绣用色的丰富性。运用这五种手法进行服装时尚化设计，
化之间的契合点，
并实现汉绣用色的新突破。
关键词院汉绣用色；
配色手法；
服装时尚化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1

文献标志码院B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19）01-0030-08

Study on Fashion Application based on Color of Han Embroidery
CHENG Yi-fan, ZHONG Wei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The Han Embroidery, characterized by the abundance of bright colors in pursuit of both the contrast
and integrity of colors,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best matrices to learn and create fashion colors.
Following a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the Han Embroidery sample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analyzing

the fashionable variation of Han Embroidery in the World Five Fashion Weeks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holds that five main color matching techniques are adopted in the Han embroidery: exaggeration, contrast,
harmonization, concise induction and color addition. Exaggeration refers to the exaggeration of shapes and
colors in embroidery patterns; Contrast refers to the contrast of colors, brightness and purity. Harmonization

refers to both the harmonization of mild contrastive colors or adjacent colors, and the colloc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Concise induction refers to the induction of pattern using the simplest color; Color addition refers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bundance of colors in the Han Embroider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five ways to

conduct fashion design can be adopted to explore the match point between Han Embroidery and fashion,
thereby meking new breakthroughs of color using in the Han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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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绣艺术是中国服装文化发展的重要组

而是在图素本来色
物图素的自然色相为标准，

成部分，它的市场开发潜力巨大。而汉绣中最

相的基础之上，
大胆地夸张色彩的饱和度和纯

先声夺人的元素是其色彩，它给人最直接、
最

度，使其远离大自然中真实的色性对比，来达

强烈的感官刺激，因此深入探索汉绣配色手法

到
“亮眼”
的效果。譬如图 2，
用夸张的手法提高

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将汉绣用色进行服装时

了花朵色彩的纯度和彩度，
利用强烈的色彩效

尚化发展和设计，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有意义

也凸显了楚人艺术
果牢牢抓住观赏者的眼球，

的课题，它潜在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拟的。目

的浪漫气质。

前，针对汉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方面或是
细节局部等[1-9]，从数字化角度研究汉绣艺术的
新思路的成果还比较少[10-11]，更没有从发展的
角度出发，将汉绣用色和服装时尚化关联起
来，转化为创新元素，推动产业的发展的观点。
本文以国内外服装设计师对汉绣配色手法的
运用为切入点，通过深入研究汉绣用色的搭配
形式和表现技巧，从服装时尚化视角来重新诠
释传统汉绣的配色手法，并用数字化标注法和
以
经验总结法对汉绣用色进行创新色彩设计，

Fig.1

图 1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夸张手法之一
The first exaggera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Fig.1

图 2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夸张手法之二
The second exaggera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期传承和超越传统汉绣用色，
“活化”汉绣艺
术，从而提升对汉绣的市场化进程和保护力
度，同时也使我们的服装设计更具国际化和本
土性。

1 汉绣的夸张配色手法在服装时尚化中的应用
汉绣的夸张配色手法是指对纹样中的色
彩造型面积和色彩饱和度进行夸张设计。为了
汉
增强色彩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装饰效果，
绣艺人们往往会在纹样中针对绣品的造型和
色彩进行夸张设计。在造型上，将纹样造型中
的色彩面积对比用夸张的手法进行表现，
比如

其实在国内外时装舞台上，已有不少使用

绣花卉植物时，由于花朵是植物纹中最富有魅

汉绣配色手法来进行服装设计。譬如在 2011

力的部分，所以汉绣艺人往往会把花朵等主要

年杨小婷的汉绣服饰艺术时装秀“秀绣”中就

特征加以夸张，增大花朵的用色面积，而对其

展出了不少类型丰富、设计感十足的汉绣服

枝叶等部位运用缩小用色面积或适当缩略等

装，也运用了夸张的汉绣配色设计手法，譬如

方法来弱化，经过这样处理后的花卉纹样的色

图 3~图 4，
设计师在简洁的款式和廓形设计的

彩面积对比更加强烈，构图更加整体饱满。譬

基础之上，将汉绣作为设计重点进行展示，夸

如图 1，将纹样中引起美感的主要部分和主体

张放大了汉绣中花卉的色彩面积比例，
强化花

方面进行了夸张设计，使梅花的形象特征更加

朵的形象特征，将枝叶等部分进行弱化，并且

突出和鲜明，强化其主要特征，给人以更加鲜

区别于大自然的花卉的色彩，极力提高了汉绣

明的视觉印象。在色彩上，通常不会根据以实

中花卉的纯度和彩度，
使人第一眼看到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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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秀绣”的夸
张手法运用之一
Fig.3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hyperbole in Xiu
Xiu's costumes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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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 年“秀绣”的夸张手
法运用之二
Fig. 4 The second application
of hyperbole in Xiu Xi原
u's costumes in 2011

Fig.5

汉绣的花卉，
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图 5 汉绣用色的服装时尚化应用实践之一
The first fashionable applications of the color of Han Embroidery

在汉绣植物纹中，
为了凸显花朵的娇艳采用了

根据汉绣的用色原理，
笔者将汉绣作品《凤

对比强烈的红绿补色色相对比，使得红花显得

穿牡丹》，
结合 PANTONE 色彩，
运用夸张、对比和

更红，绿叶显得更加青翠欲滴，整个画面栩栩

简练归纳的手法进行 2019 年秋冬的服装时尚化

如生，
鲜艳夺目。还有一些纹样会以一个或几

应用，
提案如图 5。

个为中心点向四周做放射状的色彩明暗过渡，

2 汉绣的对比配色手法在服装时尚化中的应用

譬如图 7，以花心为中心向边缘进行有序的色

汉绣的对比配色手法是指色相的对比、明

彩明度推移对比，既突出了作品的主题，还产

度的对比和纯度的对比设计。在汉绣中，对比

生了一定的节奏感和秩序感，这种对比方式为

构成了汉绣色彩造型的主导倾向，显示色彩特

明度秩序对比。与图 6 的对比方式相比，
明度

有的张力和视觉感受。而比较常用的有补色色

秩序对比比较含蓄内敛，强调色彩的明度对比

相对比，譬如红与绿、黄与紫、橙与蓝等，使用

和装饰，
会使汉绣具有一种亮丽的效果。

补色对比可以强化中心纹样的效果，譬如图 6，

Fig.6

图 6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对比手法之一
The first contrast method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在伦敦，设计师 Alice Archer2016 年秋

Fig.7

图 7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对比手法之二
The second contrast method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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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了调和的
蓝色的绣地上闪闪发光，
配色手法令绣品显现出一派富丽堂皇
的景象。不同绣品纹样随构图布局的不
同，在配色上也有相应的变化，汉绣虽
然追求积极向上的色彩情感表现，但并
非只有大红大绿，素雅的色调仍旧体现
着生动、充满活力的审美追求。譬如图
11，在浅黄绢地之上，用棕黄和深蓝分
别绣出花朵和枝叶，再用橙色绣出鸟的
腹部进行点缀，
与枝叶的蓝色进行对比
Alice Archer2016 年秋冬系列
的对比手法运用之一
Fig.8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contrast in Alice Archer
2016 autumn and winter
fashion show.
图8

Alice Archer2016 年秋冬系列
之对比手法运用之二
Fig.9
The second application of
contrast in Alice Archer 2016
autumn and winter fashion
show

图9

冬系列展示会上，设计师这一季灵感除了来自

呼应，
枝干上的棕色和鸟背的棕黑色作
为小面积的深色块使画面更加醒目，像
这样在暖色调的基础之上巧妙地运用
色彩明度推移和点缀的调和手法，使汉

绣用色风格既热烈欢快又和谐统一。

天堂鸟与黑白拼贴画，还有来自中国刺绣工艺
的影响，配色和面料也令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
风情。譬如图 8，设计师利用汉绣配色的色相对
比手法，使花朵与绿叶之间产生鲜明的对比，
将花卉刺绣工艺展现的淋漓尽致、活泼生动；
图 9，运用明度秩序对比的手法描绘天堂鸟的
翅膀、羽毛等部位，展现天堂鸟的动态，突出刺
绣的主题，
令人感觉栩栩如生。

3 汉绣的调和配色手法在服装时尚化中的应用
汉绣的调和配色手法分为三种：一是将缓
和的对比色进行调和；二是由相邻的色彩来装
饰；三是用金银线搭配勾边夹绣进行画面色彩
这
的调和。汉绣用色既五彩缤纷又繁而不乱，
都是源于汉绣艺人极高的色彩艺术修养。汉绣

图 10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调和手法之一
Fig.10 The first Harmoniza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每种纹样通常只配 3~5 种颜色，绣面色相不超
过 10 种，每种色相的色阶不超过 5°，以暖色
为基调，运用与底色基调相近的五色绣线，
将
缓和的对比色或相邻的色彩进行调和，在明度
上展开层次对比，令绣面浑厚凸起，有立体感，
使观赏者感受到色彩缤纷又有一定的秩序感。
譬如图 10 的四君子纹绣，以宝蓝色绢为绣地，
用粉色、绿色、黄色分别绣出梅、兰、竹、菊，将
四君子生动的结合在一起，金线盘出的假山在

Fig.11

图 11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调和手法之二
The second Harmoniza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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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绣除了利用对比色和邻近色进行装饰

就出现了运用汉绣配色的调和手法制作的服

调和以外，
还会用金线、银线搭配勾边夹绣，
由

装，譬如图 13，在黑色绸缎的基础之上，用橙

调和的手法来达到锦上添花、亮丽光鲜的效

色、粉色、
紫色表现花卉的鲜艳亮丽，与淡绿色

果。譬如图 12 的单凤图，在米白色绢布的基础

的枝叶进行缓和的对比，
把黑色底布分解成了

之上，用红

不同面积的深色块，用以对色彩的充分调和，

色、橙色、紫

使整个画面感既生动丰富又和谐一致。在李奥

色绣出花朵

纳德(Leonard)Paris 2017 早秋高级成衣系列

的 娇 艳 欲

中，譬如图 14，在素雅色调的基础之上，用粉

滴，用绿色

红、紫色两种相邻的色彩进行调和，展开以花

绣出枝叶的

卉为中心的明度层次推移，既丰富了色彩，又

青翠，再用
银线将花卉
勾边，用金
银 线 及 黄

图 12

汉绣动物纹及色彩提取的调和手法
之三
Fig.12 The third Harmoniza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以协调为依托，显得整个服装更加具有可看
性。在东北虎（NE-TIGER）2013 年春夏中国国际
时装周秀场上，也出现了利用金属色进行色彩
调和的服装设计，譬如图 15，在白色的绸缎之

色、绿色绣出凤凰栩栩如生的形态，加强画面

上，用灰色、米黄色勾勒丹顶鹤的身躯，用金

的活跃气氛，用这些富于想象力的大胆色彩进

线、银线勾边植物花纹，同时再用橙色点缀丹

行调和，也凸显了楚人艺术的浪漫主义气质，

顶鹤的头部，
运用汉绣的调和的手法使整套服

使汉绣纹样上的生命形象更加飞舞灵动。正如

装配色和谐统一又不失生动活泼。

汉绣大师们在长期的配色实践中总结的一句

同时，笔者选取了汉绣作品《梅开五福》，

色彩口诀：
“大红底色喜洋洋，牡丹花朵亮堂

结合 PANTONE 色彩，运用调和和添加色彩的配

金线勾编花姿靓”
。
堂，
深浅色线搭配巧，

色手法进行了 2019 年秋冬的服装时尚化创新

在李奥纳德(Leonard)2016 年秋冬秀场上

图 13

李奥纳德(Leonard)2016 年秋
冬秀场的调和手法运用之一
Fig.13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Harmonization in Leonard
2016 autumn and winter
fashion show.）

设计，
提案如图 16（见下页）。

李奥纳德 2017 早秋高级成衣系列的调和
手法运用之二
Fig.14 The second application of Harmonization in
Leonard 2017 early autumn fashion show

图 14

东北虎 2013 年春夏中国国
际时装周 秀场的调和手 法
运用之三
Fig.15
The third application of
Harmonization in NE TIGER 2013 spring and
summer fashion show.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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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6

图 16 汉绣用色的服装时尚化应用实践之二
The second fashionable application of the color of Han
Embroidery

Fi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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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简练归纳手法
The induc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4 汉绣的简练归纳配色手法在服装时尚化

用粉红色绣出花骨朵和花瓣，基本都是大块面

中的应用

使人印象深刻。
的色彩，
用料简单但主题鲜明，

汉绣的简练归纳配色手法是指用最简练的

在伦敦，设计师 Alice Archer2016 年秋

要对
色彩归纳纹样的色相。在设计刺绣作品时，

冬系列展示会上，譬如图 18，设计师就运用了

大自然中的花鸟虫鱼进行充分的观察，然后用

汉绣的简练归纳的手法，在淡黄色的基布之

最简练的手法把它描绘出来，其中最重要的部

上，将花卉的色彩概括为柠檬黄色，将天堂鸟

分之一就是对色彩的简练归纳，这并不是把物

的色彩概括为白色，从而精炼服装整体的配

象色彩简单化，而是在把握原物象美的规律基

色，黄白搭配显得生动活泼，非常吸引人的眼

础之上，
按照主观对美的感受进行提炼升华。而

球。同时设计师还展出一件运用了相同手法设

汉绣作品充分体现了此种配色手法，这种表现

譬如图19，在大红的丝绸之上，
将蒲
计的服装，

手法看似简单，
却需要汉绣艺人几次、
几十次甚

公英的色彩简练成淡粉色，与底布同色系的对

至是几百次不停地去加工提炼，去除一切不符

比，
主题鲜明，
且显得服装整体异常亮眼。

合主题的色彩倾向，充分保持最
纯粹、
无杂质的色彩原像，使纹样
中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也符合
民间美术用色的艺术特点。在色
相上提取出来的一种或两种最简
练的色彩是最可以直接概括物象
的色彩特点，也恰恰符合了现代
—“少即是多”的风
极简主义——
格，这种简练归纳的手法会伴随
汉绣艺人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散
发永久独特的魅力。譬如图 17，
将
变形后的花卉纹样采用了极为简
练的色彩，利用一种或两种色彩
就构成了一个物象，在绿色绢布
上，用红色和白色绣出花朵，用深
蓝色绣出花茎，用米色绣出枝干，

图 18 Alice Archer2016 年秋冬系列的 图 19 Alice Archer2016 年秋冬系列的简
简练归纳手法运用之一
练归纳手法运用之二
Fig.18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concise Fig.19 The second application of concise
induction in Alice Archer 2016
induction in Alice Archer 2016
autumn and winter fashion show
autumn and winter fashi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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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汉绣植物纹及色彩提取的添加色彩手法之一
Fig.20 The first color addition of the plant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图 21 汉绣动物纹纹及色彩提取的添加色彩手法之二
Fig.21 The second color addition of the animal pattern of Han
Embroidery and color extraction.

5 汉绣的添加色彩配色手法在服装时尚化

服装时尚化设计，打破了传统刺绣的适用范

中的应用

围，为设计师们进行色彩创新提供新思路，同

添加色彩配色手法是指在汉绣中经常使

时也给汉绣艺人传承经典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用花中套花、
叶中套花以及在动物纹样中添加

间。纵观国内外时装舞台，
其实已有不少运用

“简练归纳”的手法是
色彩肌理的手法。如果说

汉绣的配色手法制作的服装设计作品，现代服

在做色彩的减法，那么“添加色彩”的手法就是

装设计理念与汉绣用色手法其实是一脉相承

在做色彩的加法，相对于减法而言，加法就是

的。将汉绣用色进行服装时尚化应用，
不仅对

为了增加色彩的丰富度。由于汉绣多直接用于

而且有
传承与发展汉绣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俗活动，以实用和装饰为主，所以其绣面气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氛热闹浓烈，汉绣艺人会合理运用空间，用正

的服装设计风格。

负形、多视角的表现手法增加色彩的丰富性，
利用外型的重复或变化，既增加了色彩的立体
感，又使色彩具有丰富对比的艺术效果。在艺
术形态语言上，采用线与形的公用，产生“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学效果，显现出一定的节
奏感和韵律感，给人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譬
如图 20，在大红的绢布上，用米黄色和淡军绿
的刺绣肌理填充花瓣和叶子，产生明度推移渐
使
变，给人一种“花中有花，叶中有叶”的感觉，
画面的色彩效果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再比如图
21，在龙背、凤翅和凤羽上填充刺绣细节增加
肌理效果，使用多视角的色彩表现方法，使得
整幅作品更加完整精致，令人无法移开视线。

6 结语
对
汉绣的配色经过归纳总结大致有夸张、
比、调和、简练归纳、添加色彩 5 种手法，其用
色鲜艳夺目，蓬荜生辉。基于汉绣的手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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