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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图案设计创新方法研究
—基于网格系统的两次图案设计实验
——
薛

宁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南京 210013）
摘

要院[研究意义]图案设计是纺织品设计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样在服装与服饰设计中，
图案设计也可

谓是重中之重，
流行的图案不仅本身成为吸睛卖点，
也能更好的衬托出服装的款式与品味。几何图案
是纺织品图案设计中长盛不衰的元素种类之一，
[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在
图案创新设计中引入网格系统的概念，主要针对方巾图案设计，总结出几何图案的设计方法，试图对
几何图案的创新设计提出可循规律的方法。通过实验得出，
融入网格骨式概念的几何图案设计方法是
易于掌握的，
且具有实用性的创新意义。
关键词院网格系统；
服饰图案设计
几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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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ve methods of geometric pattern design
——
—Two
experiments of textile pattern design based on the grid

XUE Ning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Both in the field of home textile design and clothing design, pattern desig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Popular patterns can be good selling points and show good style and taste. Geometric
patterns are an enduring element in textile pattern design and are now often us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a grid works in pattern design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 geometric pattern

design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kerchief pattern design. It also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method to follow the
law of geometric pattern innovation design.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the geometric pattern design method
with the grid bone concept is easy to grasp and feasible.

Key words: grid; geometric pattern; textile pattern design

几何图案因其多元化的抽象属性使之成

原理进行几何图案设计方法实验，
试图寻找到

为图案设计经久不衰的经典主题元素。如何使

一种原理性的基础图案设计方法。网格系统最

几何图案的创新设计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方法，

早出现在平面设计领域并在编排课程中被广

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笔者通过融入网格系统

泛运用，已成为成熟的原理性方法，把网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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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理论运用到纺织品图案设计中形成秩序体

在传统织锦图案中，因为织物组织结构的

系的图案设计方法，是笔者对设计方法进行实

特性，其图案与几何网格的内在联系是必然

验的目的之一，笔者把规律的网格样式作为几

的，同时由于织造工艺、文化传承与演变的影

何图案设计的辅助性框架，在网格系统的辅助

响，呈现出大量的几何结构图案，这些传统图

下，模块化的图案可生成具有迭代性质的创新

案因为其抽象的组织与排列，在当今的审美趣

图案设计方案，进一步证明了网格系统影响下

味下依然保有活力，
以之为几何图案创新设计

纺织品图案设计方法的可行性。该设计方法结

的主题，
第一迎合了传承与创新的当代设计理

构清晰形式统一，生成具有秩序感的规律性图

念；第二设计方向明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寻

案尤适用于服装类面料图案应用。本文例举其

找设计切入点的难度。

中较为完整的两次设计实验进行具体剖析。

1 两次几何图案创新设计实验叙述
两次图案设计方法实验呈相对平行态势，

设计流程：
第一阶段：
概念与主题分析。第
—网格
二阶段：
图案生成实验。①分析复制——
还原；②图案提取——
—模块重组；③迭代复

都以网格系统的原理作为基础。在平面设计中

制——
—单位元素排列组合；④图案转译——
—回

网格系统是在版面设计中主要用来控制文字、

归网格构图实验。第三阶段：
根据主题整合设

图像等元素位置的排版设计阵局，网格给设计

计方法，
完善设计方案。

带来结构感与秩序感，这一定义与纺织品图案

首先，以伊斯兰风格图案为例，进行分析

设计中的骨式概念在二维设计中的作用有相

与描摹，学习运用尺规作图形成几何网格式

同之处。在课程实践中，笔者以网格系统为几

图案，并分析网格下的几何图形之间的结构

何图案设计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展开，把原本隐

关 联，体 会 网格 系 统辅 助 下图 案 生成 的 原

于图案设计中的网格系统显露出来，并成为几

理，通过观察积累网格系统的样式。如图 1，

何图案设计中的重要组成与结构。

通过观察、描摹、选择，在范本中提取具有相

1.1 选题一：传统织锦图案新译

关性的多层几何图形网格，形成设计转译的

图1
Fig.1

从左边的范本图片提取几何形网格图案

The process of extracting geometric mesh patterns from templat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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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在之前从主题对象即织锦图案中提取几何

图案生成实验部分，基于步骤 1 对传统织

线条，选择模块再进行拼接、对称、均衡、层叠

锦图案提取几何网格模板（图 2~图 3）。并运用

等手法组合，
形成有几何级数的众多新的线性

基础的方形网格系统分割拆解成图案模块，
再

图案模块库。

进行选择，通过对称、叠加、重复、抽离等基本

由线及面，
在这些几何形相互挤压切割而

形式法则实验处理，汇总成为一套基于主题的

成的线性形状网格图案中，
以正负形的思路去

线性几何图案模块库（图 4）。图 4 中左端基础

理解，其中形成众多的形状区块，提取出这些

模板形状为正方形从正中心点向正、正侧八个

形状区块进行连接、
旋转、对称等方式实验，体

方向分割而成，形成八个大小一致的等腰三角

对步
会并获得面性图案模块库。以此为基础，

图 2 均衡网格图案

图3

Fig.2 Balanced grid pattern

Fig.3

对称网格图案

Symmetrical grid pattern

图 4 由左到右展示图案元素的发展过程
Fig.4

The development of pattern elements is shown from left to right

5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Fig.5

十月 / 第八卷

第五期

图 5 从 a 元素图案库筛选组合形成 b 几何碎花图案

The combination of a element pattern library is filtered to form b geometric floral pattern

骤 1 中提取的主题图案网格系统进行填充整
合，
实验得到有秩序感的几何碎花图案（图 5）。
同样，色彩的选择也是基于织锦图案的色
彩方案搭配组合，并在明度纯度上做适当调
整，使设计方案顺应流行趋势，呈现出不同的
色彩配套倾向。同时结合不同样式的网格模块
结构，
形成各种面性图案模块（图 6）。这样的线
面组合通过排列组合可以无限生成的，形成无
数的图案选择。

a

图 6 a 为对称结构色彩明度高，b 为均衡结构色彩纯度高

Fig.6

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的生成实验，筛选

b

a:Symmetrical structure color brightness is high,b: bal原

anced structure color purity is high

出更具审美性的图案模块，回归传统织锦图案

中，图案元素不断分化，呈现出主观选择的视

的网格框架进行有机的组合填充，形成有现代

觉结果，
使得最终的图案设计方案有明显的同

意味的几何网格图案，在上述步骤的转译过程

质异化的效果（图 7）。

a

b

图 7 三种同质异化的实验性图案案例
Fig.7

Three Experimental Patterns of Homogeneous Aliena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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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传播方向

表1

主题阐述图表（局部）

Tab.1

Thematic diagram (part)

形象含义

兰陵王

唐朝乐舞 《兰陵王
西 域 → 中
入阵曲》；
日本雅乐
原→日本
《陵王》

战功赫赫
英勇神武
富有美德

昆仑奴

唐 朝 乐 舞 《狮 子
西 域 → 中
舞》；唐传奇小说
原←东南亚
《昆仑奴》

多才多艺
武艺高强
赤胆忠心

帝释天

古印度神话：司职
雷电与战斗，查探
西 域 → 中
天下万民之善恶邪
原→日本
正，保护佛法与僧
人

神圣光明
维护正义
惩恶扬善

迦楼罗

古印度神话：灵鸟，
护法神。小眼立眉， 西 域 → 中
鸟嘴突出，口含圆 原→日本
珠

勇于抗争
追求自由
富有力量
而忠心

护法金刚

藏传佛教

西域→吐谷
浑←印度

马头明王

藏传佛教

西域→吐谷
威严，
崇高
浑←印度

图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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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元素

愤怒威猛
降妖伏魔

1.2 选题二：一带一路主题图案设计

行较为细致的调研与思考和分析，
选择适合的

在一带一路的主题下，对比丝绸之路上不

切入点进行设计，
厘清设计方案中的元素与主

同文明的图案特征，寻找与网格系统相关的图

题间的关系，
通过表格的方式呈现（表 1）。继而

案线索，选择在丝绸之路上的异域文化作为切

引进网格系统的概念及方法，通过与选题一中

使
入点进行研究，运用网格与几何图案表现，

总结、抽象、变形，依托
相同的实验方法，
概括、

主题呈现崭新面貌。

网格系统的隐形框架，绘制、组合图案元素，

设计流程：第一阶段：主题剖析及方法分

获得主题元素指向性的主题几何图案。如图

析。第二阶段：图案生成实验。①观察，主题切

8~ 图 9（见下页）呈现主题元素的选择与分析，

入点的选取；②整理，图案元素的选择提炼；③

对后续图案表现的影响，
以及设计方案的演化

实验，网格方法下的图案元素表达；④叙述，
设

脉络，这一案例选用面具图案作为主题切入

整合设计方法，
计图案的完整呈现。第三阶段：

点，
通过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下的面

完善设计方案。

具艺术来反映这一民族融合的主题。整理分析

相对于选题一的对方法论实践的单纯性

通过简单或复杂
并列表呈现搜集的图案信息，

来说，选题二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设计方案的整

的网格系统原理重现图案元素并规律排列形

体性方面有一定的要求。首先需对设计主题进

成点阵式的图案（图 9），并抽取其中的几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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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方形矩阵图案

Square matrix pattern

图 10
Fig.10

a,b,c,d 展示了一个系列性图案与网格之间的关系

a,b,c,d,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eries pattern and
a grid

a

b

图 11 a,b 呈现方格矩阵网格与圆形向心网格的视觉效果

Fig.11

a, b, shows the visual effect of grid of grid matrix and
circular centripetal grid

图9
Fig.9

抽象点阵图案
Abstract grid pattern

都在同一图案
图 d 图形元素配合米字形网格，
元素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疏密、紧松、主次的

元素依据同样的网格系统生成系列图案，充实

关系，形成图案“配套”的可能性；除方形矩阵

纺织品图案设计方案，为配套图案设计打下基

网格之外，向心式网格也是有趣的尝试，如图

础——
—结合专业特性，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越

11 的丝巾图案设计是以西域文字为切入点展

来越需要具备整体思维，随着软装配套设计的

开的，图 a 是基本依托方形矩阵网格安排的图

兴起与发展，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不再是一个

形元素组成的画面，与之相较的是图 b 中以向

画面的呈现，而是需要具有“配套”思维，往往

心网格为骨架形成的画面效果，可以看出向心

一个完整的纺织品图案设计方案是由主图案

网格由于中心点的聚集效应，在图案张力和方

及一系列配套的辅助图案组成——
—如图 10 中

向性上都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感受。

图 a 在矩阵网格限定下圆形的相交相切所形

2 网格系统下的几何图案设计的实用性呈

成有秩序的图形，在此基础上解构图形元素，

现

配合不同的元素组合与网格系统呈现出不一

通过笔者总结的网格系统原理下的设计

样的视觉效果。图 b 为砖形网格结构排列（同

方法得出的几何图案具有稳定的结构，多变的

四方连续），图 c 图形元素配合矩阵方形网格，

排列组合方式以及丰富的色彩，
适用于各种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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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12

图 12 a-c 图案设计实物与效果图展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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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c pattern design works in kind and effect picture display(part)

图 13 三款 Hermes 品牌几何丝巾图案有明显的网格系统结构

Fig.13

three of the Hermes brand scarf pattern has grid system structure

织品类，在服装及服饰配饰等品类中更是呈现

究方法，可以得出基于网格系统的图案设计方

出亮丽新颖的设计面貌，所以在图案设计方案

法有五大优点：
①提供快速有效的方法创造有

成形之后，以方巾等服饰产品类别为载体呈

趣的画面；②通过体系化的工作提升设计效

现，以图案与实物相结合的展示方式验证了该

率；
③以逻辑性与分析性的思考方式解决设计

图案设计方案的可实施性（图 12）。

问题；④使作品形式统一和谐；⑤网格系统在

同样，运用网格系统的几何图案在服饰图

此种设计方法中不仅为图案提供了基本骨架

案的流行趋势中不胜枚举，如图 13 Hermes 品

形成几何图案的创新范式，
同时提出一种图案

牌丝巾，在图案结构上与笔者图案创新设计方

设计的客观规律，对纺织品设计的创新设计思

法成果有异曲同工之感。由此可见本文所述图

维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案设计方法对网格系统下的图案生成方法进
行系统梳理，强化网格在图案设计中的作用，

渊本文所用图案设计作品皆为南京艺术学
院纺织品设计专业学生参与制作遥 冤

如运用在教学中对学生理解图案创新方法十
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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