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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纹样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周峻葵，
钟

蔚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曾侯乙编钟历史悠久，造型工艺十分精美，整套编钟上的纹样极为精致丰富，纹样围绕编钟外

采样绘图、
文献查阅、
图文对比等研究方
观造型而设计制作，
附着于编钟的表面。文章采用田野调查、
法，
将它的纹样分三大类呈现，
分别为龙纹、
凤鸟纹、
植物纹。通过归纳各类纹样并进行外轮廓描摹，
分
析其外型特征。文章认为：
将曾侯乙编钟纹样进行创新设计，
并应用于服装设计上，首先主要运用提取
元素、
分解重构、
风格营造三种设计方法，
将原始纹样进行设计创新，
进一步提升编钟纹样在现代服装
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再应用于不同风格服装的不同部位中，将设计创新后的传统纹样与现代服装完美
和谐的融合，
以期为其他传统纹样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设计应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院编钟纹样；
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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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Zeng Houyi’
s Chime Patterns in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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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eng Houyi's chime had a long history and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The patterns on the whole
set of chimes are extremely delicate and rich. The patterns are designed around the chime and attached to

the surface of the chime. The paper uses field research, sampling and drawing, literature review, graphic
comparis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divide its patterns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dragon pattern,

phoenix pattern and plant pattern. By summarizing those patterns and delineating their outline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ir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Zeng Houyi's chime patterns
should be innovatively redesigned and applied to fashion design. The three design methods—extracting

elements,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style creation need to be used to help redesign and
innovate the original chime pattern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ose pattern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The redesigned patterns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parts of different styles of clothing,

which reflects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redesigned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modern clothing.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other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fashion design.
Key words:chime pattern; design application;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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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表层装饰精美琦丽，工艺可谓

大的启示。写实型龙纹以几何形式出现，呈

独具匠心，精致的细节装饰遍布表层，为其整

“S”
“O”
形，
蜿蜒交织于一体，躯体较长呈螺旋

体增添了更多独特的艺术效果，为现代人类带

状旋绕向上，有较强的动态感，具有一定的规

来了一场浩大的视觉盛宴。在设计美学视角

律性（附表 1）。

看，它本身的装饰艺术特征为现代设计带来了

（1）提取元素。将编钟表面的精美单元纹

极大研究价值。作为服装设计行业，将我国曾

样进行逐个提取，
首先运用简单的线条进行勾

侯乙编钟上的传统纹样进行设计创新，运动到

勒概括其复杂的纹样外形，并观察其中规律与

现代服装设计中，可让传统纹样以时代流行特

复制、
组合、
链接、
反转
表现形式，
再利用翻转、

征的样貌更加鲜活的展现于现代人类生活当

等手法[8]，将其纹样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进行新

中，让其被更多的现代人所接受并铭记 [1]。自

的排列设计，
使其形成与传统风格纹样相似，
且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各大学术刊物上出现

又具备现代审美特征的纹样，将纹样在有限的

曾侯乙编钟相关的学术论文，但大多都是对其

二维空间之中，运用不同形态的线条将龙纹分

文化属性、古代乐律、古人青铜制作工艺科技

割排列成为大小不一的新形态，从而形成了一

成就及复制研究、产品设计、家居装饰及景观

个整体而又美观的现代纹样设计（图 1~图 3）。

设计上做研究[2-7]。极少有从现代服装设计的角
度对编钟纹样进行应用研究，因此，在这一方
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探索研究。本
文基于现代服装设计的视角对曾侯乙编钟纹
样进行现代设计研究，将其分类为龙纹、凤鸟
纹及植物纹三大类，将其作为设计元素，并运
用现代设计手法将其设计为具有现代风格的
纹样，
最后将其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之中。

(b)提取元素

（a)原图

图 1 提取元素示意（1）
（笔者作品）
Fig.1 Schematic diagram（1）of element extraction(the author's work)

1 曾侯乙编钟纹样中的龙纹在现代服装中
的应用
笔者将曾侯乙编钟纹样中的龙纹分为两
大类，分别为写实型龙纹和抽象形龙纹，其中
抽象型龙纹数量居多。抽象型龙纹有兽首型龙
纹，即头部像兽类，而身体仍为龙的身体形态，
如鸟兽龙纹、牛首龙纹；另一种则为圆首状龙
纹，其龙纹头部为圆形，身体较短，体型由粗到
细，呈逗号状，数量繁多大小不一，无规律的较

（a）原图

（b）提取元素

图 2 提取元素示意（2）
（笔者设计）
Fig.2 Schematic diagram(2) of element extraction(the author's work)

之于一体，龙首双目圆睁有两角，身体弯曲盘
绕成圆环状，
有麟纹，空间填以兽鸟纹状，小龙
的姿态神情各异，首、身、尾都刻画入微，数条
小龙栩栩如生的相互盘绕在一起，其身躯都是
凸出与钟体表层的，属于一种立体的雕刻技

（a）原图

法，极大的呈现出了古人的丰富想象力及匠人
高超的雕刻工艺，并为现代服装设计带来了极

（b）提取元素

图 3 提取元素示意（3）
（笔者设计）
Fig.3

Schematic diagram（3）of element extraction(the author'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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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呈点、线、面状分布。将编钟龙纹样
在服装中呈点、线、面三种状态分布。①首先
呈点状分布在服装当中，可形成十分跳跃的
艺术效果，使人眼前一亮，效果极佳，点的形
状、色泽、位置都可形成不同的效果特征，其
视 觉走向 及量 感 都是 直 接影 响 服装 整 体效
果的关键因素。其生动的编钟龙纹多以对称
的形式呈现于服装当中，多表现以沉稳大气
之 感，排列 俱有一 定规律 性，从而使 服装 整
体具有跳跃感和稳定性。②线状分布当中，
其排列方式应当注重其线条的走向、宽度、面
积，它是一种十分适用于龙纹分布的排列手
法，可极尽展现出龙纹扭曲蜿蜒和敏捷的形
态，严谨而又俱有规律性。将其设计手法应用
与女装设计当中最为适合，可体现女性的优
雅与柔美，丰富视觉艺术效果。③最后一种手
法为面状分布，将编钟龙纹以面状的排列手

线状分布
图6
Fig.6

面状分布

线状分布

点线面状分布示意（3）
（笔者设计）

Dot and line distribution(the author's work)

法呈现于服装当中，其纹样在服装的视觉量
感则及大，占据人的视觉中心，将龙纹十分细
致的以四方连续的方式展现于服装当中，则
具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图 4~图 6）。
（3）元素混搭。元素混搭是指将纹样中
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纹样进行提取，并做出
新的组合排列，从而形成全新的纹样。新的
纹样虽然包含有原本纹样的形态，但是由于
进行了新的组合搭配，及新的设计手法如反
转、错位、缠绕等方式，从而新的纹样所呈现
的效果会颠覆之前的视觉艺术效果。其新的
纹样造型，包含了原始纹样的特征，但其新
造型极大超越了原本纹样（图 7）。

（a）面状分布图
图4
Fig.4

(b) 点状分布图

点线面状分布示意（1）
（笔者设计）

Dot and line distribution（1）(the author's work)

（a）原图

（b）元素混搭

图 7 元素混搭示意图（笔者设计)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ment mixing(the author's work)

（4）重点应用。重点应用是指将纹样以二
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呈现于服装的重点
部位，将其置于视觉中心的位置，如胸前、腰
部、
肩部等部位。采用不同的造型或组织手法，
使其产生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将图案与服装的
完美结合给穿着者带来的最好的装饰效果，充
线状分布图
图5
Fig.5

线状分布图

面状分布图

点线面状分布示意（2）
（笔者设计）

Dot and line distribution（2）(the author's work)

分体现出穿着者的审美价值与理念追求（图 8、
表 1，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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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图形[10]。将原本的纹样组合进行错位、
穿插、放大或缩小某些地方，将不同种类的凤
鸟纹进行重新组合在一起，破坏原先的组织关
系，再结合反转等异于正常的逻辑关系，重新
构成新的纹样。从而在视觉上形成更加强烈的
视觉冲击，
与原本单一的纹样形式所形成的效
果，
形成及大的反差（图 9、
图 10）。
图 8 重点应用示意图（笔者设计）
Fig.8 Key applica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表 1 编钟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笔者设计）
Tab.1

The application of chime pattern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设计主题

异形兽首龙纹在礼服设计中的应用

设计对象

年龄 25~30 岁参加晚宴的成熟女性，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受过高等教育，追求时尚。礼服采用
蓝紫配色彰显女性的优雅，面料采用较为光滑
并有一定光泽感的面料，采用龙纹作为装饰有
着吉祥的好征兆，将时尚与传统纹样结合，体现
穿着者的品位追求

设计关键词

传统；
时尚；优雅

（a）原图

(b)分解重构

图 9 分解重构示意（1）
（笔者设计）
Fig.9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a）原图

(b)分解重构

图 10 分解重构示意（2）
（笔者设计）
设计效果图

Fig.10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diagram（2）(the author's
work)

（2）局部应用。通常在服装中将纹样放置
于局部，会起到点缀的效果，使其为服装增彩
而又不过于抢眼，有助于烘托整体着装效果，
如将其装饰于服装的裙摆、蝴蝶结、肩部等部

2 曾侯乙编钟纹样中的凤鸟纹在现代服装
中的应用

位，
有助于更突出服装本身的设计亮点[图 11、
图 12(见下页)、
表 2（见下页）]。

曾侯乙编钟上的凤鸟纹与龙纹起到了相
互衬托的装饰效果。其凤鸟纹的身体修长且灵
动，身躯的曲线蜿蜒扭曲，其嘴部更为尖锐，
造
型结构较为复杂，极具生动的视觉效果，仿佛
活灵活现一般，由此可见古代匠人惊为天人的
想象力及其雕刻工艺[9]（附表 2）。
（1）分解重构。分解意为将原本的组合方
式分散开，以新的组合方式重新组合，从而构

图 11 局部应用示意（笔者设计）
Fig.11 Local applica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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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侯乙编钟纹样中的植物纹在现代服装
中的应用
植物纹在曾侯乙编钟上都是以辅助纹样
的形式出现，呈花朵状，纹样形式分写实和抽
象的形式出现。抽象型的植物纹样是以线条和
块面造型，形制较为简单。写实型植物纹则为
斑斑分明的五瓣型状呈现，
每片花瓣之上还有
曲线形线条纹样装饰于表面，
植物纹样给使整
体效果多了几分生机（附表 3）。
图 12 局部应用示意（笔者作品）
Fig.12

Local applica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表2
Tab.2

编钟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chime pattern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设计主题

编钟凤鸟纹及几何形龙纹在职业装中的
设计应用

设计对象

商务职场女性、年龄 30 岁左右，受过高等教
育性格沉稳，生活中十分注重时尚流行资
讯，品位偏欧美，生活中比较喜欢 DIOR、
AMANI 等品牌，注重服装设计及工艺细节设
计，本编钟纹样及配色整体较为沉稳，但不
显沉闷，将纹样设计在袖克夫、衣领、胸前等
尽显细节之处，寓意着龙凤呈祥，工作上步
步高升。穿着对象因年轻所以身保持较好，
在腰部设计有白色腰带，平时还可在外面自
行搭配大衣外套，因考虑到商务职场要求，
因此设计了单排扣衬衣，高腰线下衣

设计关键词

干练；
时尚；稳重；隐喻；吉祥

（1）组合应用。组合则指将两种或两种以
然后组
上的纹样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变化，
合在一起成为新的纹样。将植物纹样与凤鸟纹
组合在一起，
运用旋转、
反转等手法，
并将植物
纹进行打散重组后，形成了俱有现代审美特征
的新纹样（图 13、
图 14）。

（a）原图

（b）原图

图 13 组合应用示意（笔者作品）
Fig.13

Combination applica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设计效果图
（a）原图

（b）原图

图 14 组合应用示意（笔者设计）
Fig.14 Combination applica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2）风格营造。编钟之上的植物纹样丰富
多彩，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之中，增添服装整
体的生命力，
营造出楚韵之风。而将其应用于
服装的局部，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图 15、图
16、
表 3（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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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编钟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Tab.3 The application of chime pattern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设计主题

编钟纹样中植物纹与凤鸟纹的结合在休闲装中的
设计应用

设计对象

度假中的年轻女性、年龄 20~30 岁，度假期间的女
性追求舒适、无束缚，想要身心放松的去度假，因此
设计了无腰线的长款外套，色泽淡雅，为了追求与
肌肤接触的舒适性，面料采用棉麻质地，在宽松舒
适的外衣上同时也有细节装饰设计，
运用编钟植物
纹及龙纹作为装饰，
寓意着亲近自然、充满生命力。
采用稍微靓丽的配色作为点缀，将其置于口袋、衣
扣及衣摆上，让外观简约的服装不失设计感

设计关键词

休闲；
生命力；舒适；放松

图 16 风格营造示意（笔者设计）
Fig.16

Style creation diagram(the author's work)

设计，既保留了传统的文化精髓，又体现出了
将编钟纹样艺术
现代的艺术特征。实践证明，
特征精髓进行选择性吸收和借鉴，它的节奏
美、
韵律美、
纹样美、线条美为现代服装设计带
来了丰富的设计灵感。用现代的创意思维去提
升传统文化的内涵，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好
我们要在发扬传
的传承。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统优秀艺术文化的同时，更要勇于创新，将中

设计效果图

国几千年的传统艺术文化与现代服装艺术相
结合。推陈出新，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避免程式
化的设计思维，并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
设计出更有新意、
灵魂的服装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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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编钟龙纹的艺术特征

Schedule.1
种类

几何型龙纹

拓本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me dragon pattern
简化

风格特点

龙纹身躯呈“S”“O”
型蜿蜒状态，同
现代的几何型十分相似，
“ S”型龙纹
呈对称状，身体及躯干呈大小不同
的“S”
型，俱有一定的现代审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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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异形兽首龙纹

次龙纹的头部似牛头、鸟头，而身躯
与龙的身躯相似，蜿蜒且长，十分抽
象且姿态生动，身躯的外表雕刻有
蜿蜒细长的纹路装饰，极大的丰富
其装饰效果

圆首型龙纹

龙纹的头部呈圆形状，身躯较短，数
条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的小龙蜿蜒缠
绕一体，
面部奇趣生动，身体表面装
饰有许多细小的纹路，还有一些类
似云纹装饰其中

附表 2 编钟凤鸟纹的艺术特征
Schedule.2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oenix pattern
种类

凤鸟纹

拓本

简化

风格特点

凤鸟纹的头部较为尖锐，躯干修长，
有蜿蜒的翅膀，嘴部尖锐，较为抽象，
整个身体以曲线造型，十分灵动，姿
态呈飞舞状，栩栩如生

服饰与艺术：
艺术应用

附表 3
Schedule.3
种类

植物纹

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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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植物纹的艺术特征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t pattern
简化

风格特点

植物纹为五瓣小花及形态不一的花
瓣纹样装饰其中，运用了直线与曲线
造型，排列较为规则，部分采用了朱
砂红的色泽，穿插于龙纹之中，生动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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