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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间弥生圆点艺术在时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陶

辉，
王莹莹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草间弥生圆点艺术在时装设计中的应用，有利于艺术价值的传播及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融合。

通过文献研究、
描述性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探究草间弥生圆点艺术的创作手法，
归纳总结出其在时
装设计中的表达方式及思想内涵，并对其在时装设计中应用的方法做出了探索尝试，
以期为探究当代
“爱”
与
“生命”的热
艺术在现代时装设计中的应用提供启示。研究认为草间弥生圆点艺术蕴含着其对
切追求及探索，
赋予了圆点生命意义使其律动均衡又极具可塑性及再生力，其绘画作品中圆点的跳跃
变化增强时装的视觉冲击力使服装更具感染力，雕塑作品中圆点的具体化突破时装轮廓线的局限使
服装极赋个性又具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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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Kusama’
s Art of Dots in Fashion Design
TAO Hui, WANG Ying-Ying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rtact: The application of Yayoi kusama dot art in fashion design is beneficial to the spread of artistic
value and the fusion of art and social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eative techniques of Yayoi kusama dot

ar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descriptive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summarization, and sums up its
expression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in fashion design, and probes into the method of its application in
fashion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Yayoi kusama dot art contains the keen pursuit and

exploration of ‘love' and ‘life', and endows the dots with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balanced rhythms

making them extremely plastic and regenerative. The jump of dots in his paintings enhances the visual

impact of fashion, and the concretization of dots in sculptures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fashion
contours, making clothing extremely personal and approachable.

Key words:Yayoi Kusama; dot art; fashion design; planar pattern;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草间弥生圆点艺术是以圆点作为主要的

成独具增值特色的艺术效果。其创作可分为平

创作元素，通过不断重复及无限延伸的手法形

面绘画、
软雕塑、
空间装置艺术、人体艺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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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草间弥生的圆点艺术是对生命的探索思

是“活”的，本身就具有与人相通的生命哲学，

考，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其与服装的结合有

正如草间弥生将其理解为细胞和分子，是属于

利于艺术融入社会生活，更便于人们理解艺术

生命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圆点在大小比例上的

传递的精神文明。虽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对草

变化以及排列都能创造出新的生命活力，
赋予

间弥生圆点艺术在时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系统

纹样两种生命寓意，一是圆点各自的内在生命

研究，但学术界不乏对草间弥生圆点艺术的创

张力，二是排列组合的圆点纹样形成的再生创

作手法及精神寓意进行了深度探究，为笔者提

造力。圆点纹样在时装上的应用能增强整体服

供了有利依据及参考价值。如有的学者从理解

装的韵律感，丰富画面层次散发出“活”的气

圆点的艺术表现力与精神世界的关系，探讨草

息，
但不同的排列方式创造出的画面视觉感受

间弥生圆点艺术里抽象世界的真实与幻境 ，

不同，形成的时装风格也不同，因此笔者将圆

延 伸到时 装设 计 中是 圆 点艺 术 在服 装 上 的

点纹样的律动排列规律分为以下三种方式：

[1]

“虚”“实”表现；亦有学者按照结构主义方法

（1）圆点的“线”
向排列。圆点的“线”向排

从“封闭”与“开放”两个角度解读草间弥生圆

列是指草间弥生艺术作品里“线”是由独立变

点艺术 ，
为圆点在时装上的聚集与分散提供

化的圆点组成，
是保留了圆点的内在张力并通

依据。此外笔者还以圆点生命内涵为切入点，

过按照线的方向排列形成的状态。在时装应用

从平面纹样与立体造型两个角度解析草间弥

中圆点可分为纵向、斜向、水平以及打破圆形

生圆点艺术的创作及其在时装设计中的应用，

态的波浪排列。而圆点的跃动变化使得等圆等

以期为创新时装设计提供宝贵的灵感来源。

距纹样排列方式在视觉上的跳跃性强，
不可归

1 圆点平面纹样应用

为上述的其中一类，因此在一定的局限范围内

[2]

圆点平面纹样应用是以草间弥生圆点艺

才能形成“线”
向的律动排列。如圆点的纵向排

术中绘画作品为灵感，借鉴其圆点平面的创作

列必须有一定的变化大小且所占的空间大小不

方式探索圆点图案设计，增强服装的视觉感受

一，例如 Chanel 2005 年秋冬系列就将草间弥

并有利于艺术作品与现代纹样设计的融合。且

圆点的
生的作品《南瓜》应用到礼服设计当中，

康定斯基在《点线面》中指出圆点作为最简洁

大小变幻所占的空间密度不一形成跳跃性极强

的几何图形之一，每一个圆点都是一个微小的

圆
的视觉感受（图 1、
图 2）。由于圆点的律动性，

世界具有各自的内在生命张力，稳固的屹立在

点的斜向与水平排列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打破

画面中不偏不倚[3]。因此相较于其他纹样，
圆点

了线的局限上升为面，因此必须加以限定使其

作为抽象符号的可塑造性以及
包容性更为强烈，且其具有的内
在生命力使其成为时尚界极少
数经典的图案纹样之一。
1.1 圆点纹样的律动排列
圆点纹样律动是指圆点在
画面中通过不同形式排列所产
生的跳跃性的视觉感受。区别于
其他纹样，
圆点独具活跃的特质
是包含着“人”的特质，是带有生
命气息、
律动跳跃的纹样。圆点

图 1 草间弥生《南瓜》
Fig.1

Yayoi Kusama’s Pumpkin

图 2 香奈儿 2005

Fig.2 Chane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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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系列，在透视时装上通过圆点的聚散排
列，在关键部位汇集成面，画面看似疏而不
散，
散发出魅力气息（图 5）。小面积的圆点聚
散排列，打破了规整的排列模式可形成多个
跳跃的视觉中心，突破严谨单一的设计风格
使整体时装更为清晰简洁画面轻松跳跃极赋
个性。如 Marc by Marc Jacobs 2015 年春夏
系列，乳胶面料上圆点小面积的聚集及不规
则的分散纹样流动跳跃，传递出一种极为乖
张的设计风格（图 6）。而略带距离的汇集与分
图 3 珑骧 2018

Fig.3

图4

Longchamp 2018

Fig.4

玛尼 2011

散能使时装更为清透，既适用于休闲装又适

Marni 2011

用 于 简 洁 大 气 的 礼 服 设 计 ， 如 Monique

边缘线的
回归于线的领域，如进行色块的区分，

Lhuillier 2018 年 秋 冬 系 列 圆 点 在 腰 部 汇

强调以及勾勒等（图 3）。圆点的波浪形线状是

集，扩张的衣摆分散着圆点加强腰部的视觉

圆点彼此融合又各自有所保留的，似圆非圆的

中心，
形成性感前卫的休闲时装风格（图 7）。

状态，其包含着
人惯性思维联想
出来的精神画
面，以此从形对
圆点的禁锢中解
脱，形成视觉与
幻觉相结合的律
动 感 。 如 Marni
2011 年春夏系列
就大量的运用了
圆点的波浪形线

图 5 斯特拉-麦卡特尼 2011
Fig.5 Stella McCartney 2011

图 6 马克·雅可布之马克 2015

Fig.6 Marc by Marc-Jacobs 2015

图7

莫尼克-鲁里耶 2018

Fig.7 Monique-Lhuillier 2018

状，大小圆点的融合形成波浪式跳跃像极了生

（3）圆点的图像排列。圆点的图像排列是

命的心电图，
其画面是律动跳跃、
轻松活泼的，
非

将作为抽象符号的圆点通过有意识的，有目的

常适用于以运动为主题的时装设计应用（图 4）。

的重组排列使之成为具体的某一图样，这是圆

（2)圆点的聚散排列。圆点的聚散排列是

点抽象到具象的一种创作手法，也是最能体现

圆点的点状式应用，是圆点由“线”向“面”转

圆点的可塑性及再生力的一种应用方式。当深

变的线面结合的过渡方式。圆点聚散形成的

入研究草间弥生的圆点艺术时，会发现在其作

画面是有律动的画面可看成圆点的发散，也

品中圆点并不总是随机排列，
可以有意识有规

可看成圆点的流动聚集，散落在面以外的点

律的排列形成一条鱼，一盆花或一颗南瓜等。

自成一线，在聚集形成视觉中心的同时不忘

因此在时装设计中，圆点也可以排列形成文

兼顾大局，使时装上的圆点有始有终，给予人

字、
商标、
标语、动植物花纹等。圆点的跃动将

视线上的指引，观赏者视线最终停留在时装

的气息。如
赋予图样新的生机，使其更显“活”

的设计中心上。如 Stella McCartney 2011 年

草间弥生亚洲巡回展台湾站，就用圆点拼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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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
生存的重要条件。”
因此圆点的局部拼接，

不仅能保持时装的整体性，同时局部应用又能
够形成局部的律动打破整体的沉闷。在纹样拼
接上，
圆点的均衡性起到了广泛吸收其他纹样
特性，平衡画面的作用。如 Duro Olown 2009
年春夏其一款就运用圆点的局部拼接形成不
对称，裙身一分为二，圆点的黑白融合其他鲜
艳色调，
又与花纹图案平衡协调。使整体设计
鲜艳活泼，又不显俗气给予人视觉上的喘息
余地（图 10）。在面料拼接上，
圆点的应用分为
图 8 香奈儿 2005

Fig.8

Chanel 2005

Fig.9

两种，其一是重点面料的突出及点缀，其二是

图 9 荷兰屋 2009

House of Holland 2009

圆点自身不同材料的拼接。在第一种设计应

展览主题“梦”的字样，使文字既生动又有趣。

用中为突出面料的特质在时装装饰上往往会

在时装设计中常见的属植物花纹的应用，如

趋向洁简, 而圆点是最简单的几何纹样作为

Chanel 2005 年秋冬系列,圆点规律排列形成

突出重点以及点缀画面再适合不过。如 Marc

一朵朵绽放的花朵，加之亮钻的点缀使整体

by Marc Jacobs 2015 年春夏系列，乳胶面料

服装尽显华贵；而 House of Holland 2009 年

与针织面料的拼接圆点点缀突出乳胶面料的

春夏系列，圆点大小散落排列形成类似于绣

质感形成设计中心（图 11）。而以圆点为形的

球花一样的花卉图样，绣球花寓意希望美满

面料拼接，面料不再是其突出强调的重点，而

与圆点内在相通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服装风格

只是作为表现圆点的一种设计手法以增加服

(图 8、图 9)。圆点与标语在时装设计中的结合

装的层次感。如 Junya Watanabe 2014 年秋冬

运用，既能凸显个性表达情感立场又能增加语

系列，圆点是主要的设计元素以黑色为主重

言的趣味性。但此类图像排列在时装设计应用

点突出圆点的质感和材质，采用天鹅绒、丝

中仍比较少见，而圆点的可塑性及创造力能为

绸、亮片、皮革等。利用面料质感和光泽度的

纹样设计提供更多的创新性，对丰富纹样设

差异塑造圆点的装饰效果，增强时装的设计

计、提升时装设计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层次具有

感（图 12）。

重要意义。
1.2 圆 点 纹 样
的局部拼接
圆点纹样
的局部拼接是
指圆点具有的
均衡。正如马建
硕 提到：
“ 圆是
最佳的均衡状
态，均衡状态是
保持事物的合
理性、巩固其稳

图 10 奥罗武 2009

Fig.10

Duro Olown 2009

图 11 马克·雅可布之马克 2015

Fig.11 Marc by Marc Jacobs 2015

图 12 渡边淳弥 2014

Fig.12 JunyaWatanab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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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圆点纹样的整体融合

圆点的无限增值。而时装是另一种形式的人体

圆点纹样的整体融合是指圆点具有的包

艺术表演，
通过空间放大圆点在时装中的表现

容性使其能最大限度的融合和协调画面里的

力，
形成视觉冲击力后反作用于时装，
加深了圆

各种元素以达到整体融合的效果。就时装的印

点时装的印象。如草间弥生 & LV2012 年联名系

花设计上，圆点与其他印花的主次关系，能形

列模特穿着草间风格的圆点服装，站在布满圆

成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如圆点位于图案纹样之

点的空间里，模特的身体上装饰同色圆点与背

上，则起到削弱纹样，使其低调含蓄地融入于

景空间融为一体，削弱了人的存在感突出时装

整体时装中，圆点的韵律又使时装不过于单调

的主体地位，
增强了时装的表现力(图 14)。

适用于鲜艳色调的时装设计。而图案纹样位于

通过以上对草间弥生圆点平面纹样的应

圆点之上，则有突出纹样虚化背景的作用，
适

用分析，
笔者尝试从草间弥生绘画作品中提取

用于暗色系的时装设计（图 13）。突破局限，
圆

灵感应用到女性时装设计当中去，
为笔者论述

点纹样将延伸于空间，草间弥生圆点的整体融

提供支撑。如图 16 是笔者从图 15 获取灵感，
对圆点的
“线”
向排列做出的应用实践，
本款设
计将圆点与印花图案横向组合，形成圆点的
“线”向排列，黄黑相间产生色彩上的律动跳
跃，装饰于裙摆及上身，打造一款即俏皮又优

图 13

杜嘉班纳 2015

Fig.13 Dolce & Gabbana 2015

合是具有自我消融的特点，自我消融强调的是
与作品融为一体、与宇宙融为一体，是草间弥
生非常重要的创作理念[5]。因此她常常将人体
艺术与装置艺术结合，以此达到事物的消融，

图 14 草间弥生 & 路易威登 2012
Fig.14 Yayoi Kusama & LV 2012

图 15 草间弥生台北展作品
Fig.15 Kusama's works were
exhibited in Taipe
Show

图 16

圆点的“线”向排列在
时装中的应用 （笔者
设计）
Fig.16 Application of‘Line'
arrangement of dots
in clothes(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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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礼服设计。从图 17 提取圆点的聚散排列规
律应用到图 18 的设计当中将圆点与网结合，通
过圆点的大小变化，形成疏密关系点缀整体服
装的同时打造视觉中心，形成既前卫又随性的
时装风格。从图 19 获取圆点图像排列的灵感应
用到图 20 的设计 中，将印 有 由圆 点 组 成的
“BoLuo”字体和菠萝图形装饰于蓝色针织卫衣
上，
搭配不对称百褶裙，
追求时尚个性。从图 21
得出圆点纹样的局部拼接应用到图 22 的款式
设计中，将圆点纹样与条纹拼接设计的一款不
对称休闲西装外套，
搭配印花白衬衫，尽展现代
特色民族风格。从图 23（见下页）得出圆点纹样
的整体融合应用到图 24（见下页）的设计中是
不同纹样及色彩的格纹用圆点将其协调融合为
图 17 草间弥生永恒的爱系列 图 18
之一
Fig.17 One of Yayoi Kusama's
Eternal Love Series
Fig.18

图 19 草间弥生作品
Fig.19 Yayoi Kusama's works

图 20

圆点的聚散排列在时
装中的应用 （笔者设
计）
Application of conver原
gence and dispersion
arrangement of dots in
clothes(designed by the
author)

圆点的图像排列在时
装中的应用 （笔者设
计）
Fig.20 Application of image
arrangement of dots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一体，
展现异样街头风格。

2 圆点立体造型应用
圆点在时装中的立体造型应用是指将停留
在人脑中的圆点平面图形转化为实体，形成可

图 21 草间弥生作品《花》
Fig.21

Kusama's work Flowers

图 22

圆点纹样的局部拼接
在时装中的应用 （笔
者设计）
Fig.22 Application of local
splicing of dots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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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添加塑造圆点的体积感以达到肌理美的装
饰效果，
“减”
则是通过对服装表面的破坏以及
裁剪形成圆点的空间感。笔者将其概括为两种
立体装饰应用。
（1）镂空式装饰应用。镂空式装饰是指通
过破坏服装“面”的隔层形成两个或者多个空
间的互融在服装表层形成装饰效果。如建筑中
窗的设计，
打破隔墙形成窗内窗外的空间。在
时装中镂空圆点像一扇扇圆窗，每扇窗户里
都有不一样的景色，如随着人体的走动内里
印花图案及面料色彩随机显现，镂空圆点亦
有“窥视”的意味，在走动中人体肌肤，若隐若
现 ，以 此熏 染 了时 装 的神 秘 性感 气 息。如
House of Holland 2009 春 夏系列镂 空 圆点
的牛仔裤透露出内里印花，增强了时装的装
图 23 草间弥生作品《夕阳》 图 24
Fig.23

圆点纹样的整体融合
在时装中的应用（笔者
Kusama's work Sunset
设计）
Fig.24 Application of integral
fusion of dots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饰效果（图 25）。除了平面破坏的镂空圆点，
在 时装中 也有 通 过折 纸 裁剪 的 方法 形 成 的
更为立体的镂空圆点。在折纸艺术中，镂空
的圆点是运动变化的，是事先在平面的圆上
割几条垂线，通过拉扯形成的镂空效果。是

触碰的 具有一 定 体感 及 空 间感 的 时 装雕 塑

圆点 在时 装 造型 应 用中 动 静结 合 的一 种 表

艺术。如果说图案纹样是时装的“精神”，那

“ 静”
现，
“ 动”即打破平面形成空间与体积，

么立体造型则是时装的“骨”，即是服装的生

则回归本体完好无缺。如 Lanvin 2011 年秋

命结 构，用立 体 的方 式 打 破重 塑 服 装结 构

冬系列衣身用裁片叠加塑造圆点的体积感，

线，形成立体动感富有生命趣味的时装。正

裙身则用折纸裁剪的方法形成镂空，镂空圆

“ 相 较 于平
如草 间弥生在 其著作中 陈述 到：

点随着人体走动一开一合，律动感十分强烈

面、静态的圆 形，圆点则 是无限 大且 具 立体

（图 26）。

感的，圆点也是富有生命的，包括月亮、太阳
与星星都是数亿颗的圆点之一，这是我最主
要的哲学思想。”[6] 而时装被誉为行走的雕
塑，区 别于其 他商业艺 术形式，是 以最 具 有
生命体感的人作为媒介，能更好地诠释圆点
艺术的生命哲学。
2.1 圆点的立体装饰应用
圆点在时装中的立体装饰应用是指围绕
着体感及空间感两个方面进行的装饰效果表
现。圆点的立体装饰可视为圆点在服装表面的
加减过程，
“加”是指在服装表面通过材料填充

图 25 荷兰屋 2009

Fig.25

House of Holland 2009

图 26 浪凡 2011

Fig.26

Lanv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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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像男孩一样 2018

Fig.27

Comme des-Garcons 2018

图 28 香奈儿 2005

Fig.28 Chanel 2005

（2)填充式装饰应用。填充式装饰是指圆

图 29 渡边淳弥 2014

Fig.29

Junya Wata-nab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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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路易·威登 2011

Fig.30

Louis Vuitton 2011

态，流苏随着模特的牵动肆意挥洒，时圆时非

点具有的可塑性，使其在时装设计中以不同材

圆，
增加了时装的创新性（图30）。

料及不同方式的填充都能形成不一样的肌理

2.2 圆点的服装廓形应用

效果。在时装中利用棉毛材质进行内部填充的

服装廓形是指服装的外轮廓，
是服装整体

表达现象十分普遍，棉毛材质特有的蓬松感形

外部造型的剪影作为服装最直观的形象，代表

成了圆点的体积，而圆点的大小则形成了时装

是服装造
着设计师的个人风格以及设计主题，

表面的肌理效果。如 Comme des Garcons 最新

型设计的本源。因此在时装设计中圆点不仅仅

发布的 2018 年秋冬系列最先出场的白色礼服

作为服装廓形的应
只是起到装饰美化的效果，

表面就由棉塑造出来的小圆点堆积形成类似

就如
用更能体现服装风格。圆点的廓形应用，

于白色鹅软石一般的肌理效果 （图 27）。而

在空间装置艺术中，草间弥生将圆点融进空间

Chanel 2005 年秋冬系列压轴出场的白色婚

里成为一部分。圆点作为整体时装设计的一部

纱，裙身用针织面料勾勒，堆积的白色大圆点

分，
是解构服装的一个重要元素。在“面”的应

远看像是一位新娘在白色玫瑰花的簇拥下缓

用中，圆点解构即打破服装的基本轮廓，将服

缓走来。除内部填充外，还有外部叠加形成的

装的结构概括成圆点，打乱重组后形成的前卫

填充效果。内部填充是包裹的，
稳定的；
而外部

设计，
再此设计中圆点可以是袖子、领子等，如

填 充 是 分 散 的 ， 活 动 的（图 28）。 如 Juna

Junya Watanabe2015 年春夏系列就大量的运

Watanabe 2014 秋冬系列，渡边淳弥大量采用

用了圆点对服装的解

将裁好的圆片反复叠加形成时装体感的同时

构 及 重 组 （图 31）；

也改变了服装廓形。此外还有充分利用材料的

“线”的 应用 ，是指 圆

特殊性，直接制作成具有体感的圆点装饰在服

点将服装廓形的边缘

装表面，以达到肌理效果的体现（图 29）。如用

垂线改变成由半圆形

铁丝制作的镂空圆球，缝制在毛衣上，毛衣的

组 成 的 圆 形 曲 线 ，以

厚重感与镂空圆的轻质感能很好的对比结合；

此来改变服装廓形的

或是用圆形丝网包裹着各种亮片、亮珠，在固

应用，如 Christopher

定 空间里给 予一 定的空 间；亦或是 如 Loui

Kane 2009 春夏系列，

Vuitton2011 春夏系列，将圆点制作成流苏状

将干练富有垂感的服

图 31 渡边淳弥 2015

Fig.31 Junya Watanab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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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随机突出形成不规则的时装廓形（图 33）。
圆点在时装廓形的应用，是许多解构设计师用
来表达其前卫时尚的重要元素之一，圆点的破
坏以及可塑性使其具有强大的再生力。突破时
装界固有的基本廓形，
形成不规则的另类时装
造型设计。
通过以上对草间弥生圆点艺术中立体圆
点的创作分析，
笔者尝试从草间弥生空间装置
图 32 克里斯托弗·凯恩 2009
Fig.32 Christopher Kane 2009

图 33 像男孩一样 2015

Fig.33

Comme des Gar原
cons 2015

艺术作品中提取灵感应用到女性时装设计当
中去，
对服装造型与艺术作品的融合与创新做
出初步探索。如从图 34 获取圆点镂空式装饰

装边缘线利用半圆曲线加以润滑，使其既时尚

灵感应用于图 35 服装设计中，将白色圆点金

又独特（图 32）；
“点”的应用，是指小圆点在解

属亮片与蓝色针织镂空圆拼接形成不一样的

构服装中起着装饰以及打破廓形的作用，在此

肌理效果，增强牛仔外套的时尚感，以深蓝色

类设计中服装的某处突然冒出一个点，使其变

大圆点亮片堆积装饰的短裤，
外罩镂空网状硬

成不规则的外轮廓线。如 Comme des Garcons

薄纱，
打造前卫科技风格。从图 36 得出圆点填

2015 年秋冬系列之一采用了圆点的镂空立体

充式装饰应用于图 37 本款设计在短款羽绒服

图 35

图 34 草间弥生作品
Fig.34

Yayoi Kusama's works

圆点镂空式装饰在时装
中的应用（笔者设计）
Fig.35 Application of dot hol原
low -out decoration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图 37

图 36

草间弥生作品《那喀索
斯的花园》

Fig.36

Kusama's work The

Garden of Narcissus

圆点填充式装饰在时
装中的应用 （笔者设
计）
Fig.37 Application of dot
filling decoration in
clothes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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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设计师理解分
供了崭新的思路和灵感，
析草间弥生艺术作品提供方向使其能更好的
从草间弥生的艺术作品中获取灵感，为时装设
计注入更多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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