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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元素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析
曹孟莎
湛江 524000）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艺术设计系，
摘

要院[研究意义]将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水墨元素应用于丝绸服装，
不仅能够提升服装的艺术性和

文化感，
还能给予传统水墨艺术新的艺术形式与载体，在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同时，弘扬和发展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研究方法]文章通过选取相关品牌的作品，
通过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水墨元素与丝绸服装融合具有必然性，
且从服装点、
线、
面的造型特点入手，
探讨传统水墨元素与丝绸
服装的融合设计。通过对设计观念的分析，从传统水墨中提取相应的线形、
色彩、
笔触及晕染方式，结
合传统水墨意蕴和时尚审美需求，
总结归纳出水墨元素应用于现代丝绸服装的创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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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
丝绸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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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in Silk Clothing
CAO Meng-sha
（School of Art Design,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Cunjin college, Zhanjia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Applying ink elements into silk clothing can not only help enhancing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senses of clothing, but also creating new art forms and carriers for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 Ink elements
satisfy the needs of consumers' individuality, and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fusion of ink element and silk clothing by
selecting and analyzing works of relevant brands. It discusses the fusion design of the two by starting with
the styling characteristics of clothing points, lines and surfa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sign concept,

the corresponding linear, color, brush stroke and ink dyeing method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s.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k implication and fashion aesthetic needs, this paper sums up
the innovative ways of applying ink elements to modern silk clothing.
Key words: ink elements; silk clothing; design innovation

水墨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所在，
水

了现代人对服装的要求和审美标准；另一方

墨元素与丝绸服装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两者

面，
服装作为富有个性化与品位感的时尚文化

相互促进。一方面，
水墨元素应用于丝绸服装，

产品，
展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气质修养和

提高了服装的价值和品位，极大地满足和提高

水墨画的恒久魅力。水墨元素来自传统的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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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淡的是水，浓的是墨。水墨画的绘画方式就

用，
往往是我们设计塑形的重点。点造型的合

是用毛笔蘸墨，描绘于宣纸，在点、线、面的勾

理运用，不仅可以为服装带来丰富的时尚美

画中表现出独特的形神意蕴。艺术家、设计师

感，
还可以通过视觉错视掩盖人体的缺陷与不

们提取水墨元素中的线形、色彩、笔触等，将其

足，
使不同体态的人获得美的体验。

应用于丝绸服装的设计，图案形式和服装结构

（1）水墨画中点的形态在丝绸服装中的应

的结合是最常见的应用方式。如今，时代的发

用分析。点在服装中，一般表现为细小的存在

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审美的不断提升，
促

形态。细小则不是绝对的概念，也不是由形态

使着水墨丝绸服装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品牌

本身决定的，
是通过该点的形态与服装中其他

SCFASHION(诗易茜)2018 春夏系列中，设计师

的形做比较，
又或者与服装外轮廓的大小比对

祁刚将古老丝绸与现代工艺相结合，采用渐变

来确定。一般概念下，
点以圆形形态居多，
是无

的水墨笔韵，部位细节点缀以刺绣汉字和印

棱角、
无方向的。当然也可以是简单的几何形，

章，错落有致，尽显东方神韵。可见，水墨元素

或是其他的不规则形态。服装中的点造型，从

在丝绸服装中的完美运用，还需设计师充分发

立体空间的角度来看，除大小、宽度、厚度外，

挥想象，打破传统方式，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

而且还有形态、
色彩、
材质肌理等区别。点造型

维方式，通过联想、解构、重组等设计手段，不

的特征不在形态，
关键在于面积的大小。服装

断挖掘水墨元素在服装应用中的新形式、
新方

中所占面积越小，
点的感受愈强；面积越大，则

有多篇论文以中国
法。另外，
在理论研究层面，

会具有面的感受。

传统文化元素为题，探讨不同文化形式在服装

设计师赵月所创的中式女装品牌“明月

设计领域的应用，其中不乏有传统水墨画的影

荷”
，
服装中大量运用了水墨荷花元素，服饰清

子。譬如“中国传统水墨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

新雅致，
将东方的文化神韵和西式的简洁时尚

—基于水
中的表现形式”
“时尚蜕变于传统——

融为一体。图 1(a)长及脚踝的中式旗袍，
以单

墨语言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等文，都是

支的水墨荷叶、荷花作为点元素的使用，白色

以服装为载体，通过分析水墨元素的形式特征

取其境，用其韵，
如朱
的裙装印染以水墨图形，

与审美内涵，探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时
尚的多样融合方式。本文基于服装点、
线、
面的造型特点，探索传统水墨元素与丝绸
服装的融合设计。具体通过对点线面设计
观念的分析，从传统水墨中提取相应的线
形、色彩、笔触及晕染方式，结合传统水墨
意蕴和时尚审美需求，总结分析出水墨元
素应用于现代丝绸服装的创新方式。

1 水墨画中点造型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
分析
点在水墨画中主要是笔用浓墨在纸
上的点动，点在服装造型中是小局部的细
节表现，作为最小、最简洁，也是最为活跃

(a)

的元素。但无论是画作还是服装，点都是
必不可缺的存在。点有“画龙点睛”的作

(b)

图 1 水墨画中点的形态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析
Fig.1

Planarized point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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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月色》，又似海上画派吴

亮片再到薄纱，印染的技巧和色彩的变化成为

昌硕先生的神来之笔。而图 1(b)西式礼服裙装

关键。图 2(a)不同于常规礼服的造型，
素净的

搭配中式肚兜外形的印花，相应来说在服装中

抹胸长裙，仅在臀侧处堆叠褶饰，褶饰中夹杂

的面积配比比较大，青砖翘角黑瓦白墙，水墨

色彩的晕染变化。臀侧形成的单点立体造型，

荷花的团扇纹样映衬于园林窗景之中，整体造

如彩云追月，
似行云流水。中国传统的水墨韵

型给人以面的感受比较强。虚虚实实，表现出

味尽显其中，在吸引目光的同时，又凸显出女

气韵生动之美。

性纤细的腰肢。裙身寥寥数笔的淡彩印花，面

（2） 水墨画中点的组合在丝绸服装中的
应用分析。

料采用丝质薄纱，腿形隐约可见，性感中又不
乏妩媚。

1）单点的应用分析。服装中的单点具有强

2）两点或多点的应用分析。服装中出现两

调作用，
“轻轻一点，妙笔生花”。单点的造型主

点或多个点的造型时，视觉诱导的作用则更

要在于位置的变化，人体的肩、腰、颈、胯处，
都

强。服装画面出现两个点造型时，人们的视觉

是设计构思的常用位置。当水墨元素以不同的

会从一个点移向另一个点。若两点大小不同，

色彩、面料、工艺来体现点的形态时，便可以营

视线会从大点向小点移动。当点造型增加至三

造出多样的艺术效果，或平面，或立体，或装

点及三点以上时，随着数量的增大，所产生的

饰，或配件。在款式相对呆板的服装中，
可以通

视觉动感也愈强。如图 2(b)，
合体的套装样式，

过单点造型的偏斜，来增加服装的运动感和方

彩墨的点状晕染痕迹，从领口、胸侧到裤装的

向感。

一侧大腿处，
视觉自然地将它们连接成线。为

Armani Privé

2018 春夏高级定制受到

增加服装的层次感，将领口门襟处翻折出类似

天空中云彩细微变化的启示，缤纷霞光墨染于

马蹄莲的造型装饰，使点造型不仅有大小疏密

丝绸之上，从超短连衣裙到超短上衣，从绸缎、

的变化，
而且具有了立体与平面的对比。20 世

Fig.2

图 2 (a)水墨画中单点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析

(a)Three-dimensional single-point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Fig.2

图 2 (b) 水墨画中多点造型在丝绸服装上的应用

(b)Three -dimensional multi-point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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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
纪 80 年代的复古垫肩、高高竖起的发髻，
出女性的刚毅与柔美。

2 水墨画中线造型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析
线在服装中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作为服
装轮廓线，塑造了服装的外形；作为内部结构
线，体现在服装的各个拼接及细节部位；作为
装饰线条，则是对色彩、款色、面料的补充，丰
富造型美化设计。服装中的线造型，指在服装
整体中呈现出狭长感的造型，长宽符合一定的
比例要求。水墨元素在丝绸服装中的线造型必
然是有长度、有宽度，且长、宽差距大。线在水
墨画中更多表现出画家的情感，客观事物形象
经过画家头脑的加工再造，跃然纸上。线条或
曲或直、或粗或细，虚实的变幻间，透露出表现
之物的物与态、形与神。服装中的线造型亦有
这样的特点，水墨画的笔法层次也正是服装造
型所追求的意境和审美所在。线造型在服装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线不仅作为轮廓的存
在，而且还是服装内部结构的分割与层次。线
造型的合理运用，可以增强服装的内容与美
感。
（1）水墨画中线的形态在丝绸服装中的应

图 3 水墨画中线的形态在丝绸服装上的应用
Fig.3

Three -dimensional curve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3） 水墨画中线的方向性在丝绸服装中
的应用分析。
1） 垂直方向的线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
析。垂线的方向性鲜明，
具有竖向的延伸感，给
人一种庄严冷峻感。如线条加粗变宽，
则显得

用分析。线的形态并无严格的规范，线条的曲

更加强硬坚实；
如线条变细变长，
则更显锐利，

直粗细、软硬虚实都是相对而言的。线形主要

延伸感与速度感增强。服装中单一垂线的应

垂直
分为两类：直线和曲线。直线包括水平线、

用，
简洁有力，
给人一种孤傲感；
多条垂线的组

比如
线、折线；曲线包括几何曲线和自由曲线，

合应用则更具画面感，若是增加线条的粗细变

抛物线、
弧线、S 形曲线、
漩涡线等等。直线造型

化，
还会增加服装画面的视觉空间感。设计师

更具理性和力量感，曲线则更为感性和柔和。

祁刚所创的服装品牌 SCFASHION (诗易茜)，致

Marchesa 时尚帝国的双人组设计师 Georgina

力于为女性打造精致的时尚形象。在 2018 年

Chapman 和 Keren Craig，将骨子里流淌的浪

春夏系列服装中，以华丽的色彩、考究的面料

漫基因再次带入 2019 年的早春系列。在此系

及精湛的工艺，把古老丝绸与现代工艺相结

列中，设计师将层叠垂坠的纱质礼服作为主要

合。图 4(a)为长及脚踝的飘逸裙装，
通身竖向

款式。横向或竖向的剪接结构，
渲染以彩墨色，

的彩色条纹，融合渐变的水墨色彩，不仅拉伸

搭配花卉图案，服装更显柔美浪漫。图 3 单肩

了身材比例，
而且笔韵洒脱为服装增添了不少

礼服小短裙，层层雪纺布条堆砌的荷叶边饰，

灵动。另外，
在领口部位点缀以红色印章和汉

沿着领口从腰身蜿蜒到裙身一侧，在裙摆构成

更显东方神韵。
字的立体绣，
错落有致间，

漩涡线条。加之，
深浅不一的渐变色彩，
增添了
服装的层次感与跳跃性。

2） 倾斜方向的线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
动感的特
析。斜线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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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水墨画中垂直方向的线在丝绸服装

图4

服装上的应用

上的应用

Fig.4

Planarized

perpendicular

modeling

(b)水墨画中倾斜方向的线在丝绸

Fig.4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b) Planarized slash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图 4 (c)水墨画中水平方向的线在丝
绸服装上的应用

Fig.4

silk clothing

(c)Three-dimensional horizontal

line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性，
给人以运动的感觉。倘若以折线倾斜，
则会

裙，
细密的层层褶皱贯穿始终，构成长短不一、

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挫折、受制的联想；若是

错落有致的水平线段。墨染的飘逸与灵秀，仿

多条斜线纵横交错，则会给人以繁杂的紧张

若山水画作一般。细节处精美的花朵刺绣，并

感；若是多条斜线统一方向整齐排列，则会给

缀以淡金色珠片，光彩夺目，
“接天莲叶无穷

人强 烈的秩 序感 和 层次 感 。Armani Privé

。
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2015 春夏东方元素高定系列，以水墨翠竹为灵

3 水墨画中面造型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析

感元素，服装中通过各式工艺来表现竹形神

水墨元素在丝绸服装中的面造型是体现

韵。图 4(b)的单肩礼服，绸缎与绉纱的交叠。斜

服装风格与造型的关键。面在水墨画中意为

向分割的层叠裙身，水墨翠竹斜向排列于层叠

染，染是水墨画用墨的特色，焦、重、浓、淡、轻

的裙片上，运用刺绣工艺展现灵动竹韵，并在

墨分五色，用水分较大的墨或彩墨进行渲染，

竹叶上缝缀些许亮片，疏密虚实间，更显生动。

传达出超于形似的神韵。面在服装造型中是较

恍惚间，看到了一代文豪苏东坡挥笔泼毫，竹

大的存在，服装作为三维立体的形面，大面积

影婆娑，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的晕染造型，更易表现出整体服装的设计意

3） 水平方向的线在丝绸服装中的应用分

蕴。面造型的合理运用，能够展现服装的特有

析。水平线具有横向的方向感及平稳、舒展的

风格，
突出服装的装饰韵味。中式女装品牌
“明

特性，
给人以自然平静的心理感受。服装中单

月荷”
，如智者爱山，仁者爱水，
得山水之灵气；

一水平线的应用，稍显单调平乏，但可通过改

似魏之风、晋之韵，融汉唐文化之精华。图 5

变线形的宽窄度，来增加服装的丰富性；多条

(a) V 领贴身礼服，
形似一条黑色锦鲤，
又如一

水平线的组合，线形的宽窄变化及长短错落，

幅立体的水墨画，曲线流畅，视觉感强，从白、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水平线的平静感，给人以轻

灰向黑色过渡，清香淡雅，又不乏西方气息的

松活悦的律动感。如图 4(c)，水墨色的礼服长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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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产生不同 的肌理
效果。给人以不同的心
理感受，同时增强视觉
的感知力与 服装的感
染力。肌理的表现形式
有两种：视觉肌理和触
觉肌理。服装中，面造
型的视觉肌理 是指在
衣身上呈现 一种平面
的视觉图形；面造型的
触觉肌理是指 用手可
图 5 (a)水墨画中面造型在丝绸服装上的应用

Fig.5

(a)Planarized surface modeling application

图 5 (b)水墨画中面的形态在丝绸服装上的应用

以触摸感知的 立体式

(b)Planarized surface modeling application

图形表面。除了服饰图

Fig.5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案，所选面料的厚薄、

（1）水墨画中面的形态在丝绸服装中的应

轻重、粗糙或光 滑程

用分析。服装中的面造型作为一种重要的设计

度，
都可以看成是肌理表现的不同形态。为了

语言，具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为了达到服

使服装更加富有韵律，
面造型通常采用不同形

装的空间层次及虚实量感，面造型通常以重

面来进行组合搭配，通过面料的加工再造，创

复、渐变的构成形式，运用于服装的衣身结构

造极富艺术表现力的肌理服装。詹巴迪斯塔·

及领肩、口袋等部位。面形一般可分为几何形、

瓦利 (Giambattista Valli)2012 秋冬高定系

有机形和偶然形。几何形简洁明快，凸显数理

列，以哥特式设计和独特蒙纱设计为主，搭配

偶
思维；有机形自然朴实，展现生动流畅之感；

繁复的褶裥工艺及水墨元素的应用，形成毁灭

然形自由大胆，是用特别手段获得的不定形，

式的奇异之美。图 6(a)夸张小礼服，
吊钟型的

极具鲜明个性。意大利品牌 Cividini
2017 春夏系列，以大量运动 Polo 衫为
基调，融合波西米亚的风格元素，搭配
手工绘画及嵌花工艺，展现优雅中性的
运动风情。图 5(b)长袖款衬衣裙，采用
丝绸纤维混合面料，Oversized 长袖搭
配内衣外穿的设计，贴合当下的流行。
衬衫裙大面积的晕染花卉自然奔放，外
穿针织胸衣取色呼应衣身的晕染色彩，
动感与优雅并存。
（2）水墨画中面的肌理表现丝绸服
装中的应用分析。肌理是指形态表面的

(a)

纹理或形态表面的各类视觉特征。服装
造型中，因采用不同的面料、不同的工
艺、不同的组织结构，即使是同种面形，

图6
Fig.6

(b)
水墨画中面造型在丝绸服装上的应用

Three-dimensional surface modeling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n silk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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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裙摆印染渐变的花卉图案，轻薄硬挺的真
丝烂花绡，疏密有序的点缀于裙身之上。服装
使用大面积的墨绿色调，仿佛置身于幽暗森
林，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图 6(b)拖曳长礼服，
面
料为水墨特色的印花真丝雪纺。以繁重的堆叠
褶饰装饰在领部，与裙摆的纤细形成鲜明的对
比。腰部为荷叶边褶饰，在呼应领部造型的同
时，又不至喧宾夺主，并点缀以藤蔓形的金属
腰带。

4 结语
中国的水墨画本身就有绢画和帛画，
将丝
绸服装作为水墨画的载体，把水墨美学元素从
单纯的纸质、绢质和帛质转化为成衣，由二维
平面转化为三维立体，使传统水墨画的发展有
了新的形式和载体。水墨元素本就是中华民族
的特色，不仅增添了服装的民族性、文化性、
标
识性、价值感和美感度，而且为丝绸服装的创
新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无论从服装设计意境
的传达，还是从服装形式语言的表现，水墨文
化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之处。水墨丝
绸服装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的发展
有利
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于民族品牌立足于世界时装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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