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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的色彩情感研究
黄

丹，
王秋寒，
王诗雪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需求随着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而急需提升，其款式由于高铁餐饮职位的限
制而无需有更多的设计，
故色彩情感的设计尤为重要。[研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法、观察法、调研分析法对中国高铁餐饮
服务人员职业装的色彩情感进行探讨。[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①中国铁路主体色应为蓝色，在中国颜色（蓝）中比
较，吴须色或湛蓝可为中国高铁标识色，湛蓝可为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主体色，以湛蓝为主体色的干净洗练色
彩搭配组合与热情雅致色彩搭配组合可满足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色彩情感需求。②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
业装色彩审美舒适性应该建立在大众对中国铁路制服色彩组合的固有印象之上，加之现代高铁内外部环境色的影响因
素，中国高铁餐饮职业装色彩搭配组合应该在历代铁路制服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颜色并考虑环境色的影响，再次创造有
价值的高铁餐饮服务人员的色彩情感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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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sign of professional dress of catering servants of China high-speed
rail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esthetics
HUANG Dan, WANG Qiu-han，
WANG Sh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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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demand for high-speed rail catering service professional wear needs to be improv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high-speed rail catering positions, there is no need for more designs, so
the design of color emo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method, observation metho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ain color of Chinese railways should be blue. In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colors (blue), Wuxu or azure blue can be the Chinese high-speed rail logo color, and azure blue can
be the main color of Chinese high-speed rail catering staff's professional clothing. The clean and refined color combination for
the main color and the warm and elegant color combination meet the emotional color needs of Chinese high -speed rail
restaurant service staff in professional we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aesthetic comfort of professional high-speed rail catering
service staff colo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ublic's inherent impression of the color combination of Chinese railway uniforms.
In addition 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lors of modern high-speed rail, the high-speed
rail catering professional color combination It should combine the Chinese colors an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colors on the basis of railway uniforms of all past generations, and once again create the color, emotion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valuable high-speed rail catering service personnel.
Key words: China high-speed railway; catering servants of high-speed railway; color emotion; professional dress

2008 年 8 月宣告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

2013 年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
中国高铁有

了国际化的轨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溢
彩，对新时代发展中的中国有着不可预估的推进
作用，
是中国和平外交互利互助的桥梁。在
“高铁
时代”
“高铁外交”的影响下，高铁走出国门，发
展的不只是高铁，
经济推动的也不只是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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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有研究结果表示铁路建设 1 元即可获得 9 元
的产出增长，
这使得高铁建设与相关或隐性相关
产业发展变得更加迅速，
并为产业与居民带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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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福利价值提升。中国高铁餐饮业作为中国高
铁服务升级的一部分，
其职业装需求也不再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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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印象的调查问卷，其中蓝色占 46豫，黑色占

44豫，
灰色占 5豫，
红色占 2豫，
其它占 3豫。在铁路

虽然铁道工作人员
一乏味的铁道普通职业套装，

职工对铁路制服的主体颜色选择中，数据显示大

制服的款式基本被确定，不可做过多变化，但细

多是职工更为倾向蓝色与黑色作为铁路制服的

腻的情感与带有标识性的色彩组合是当前急需

主体颜色。

的设计。但目前针对于中国高铁行业研究多为经

在色彩情感中，
蓝色系在精神领域具有广阔

济、工程施工层面，关于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

自然的清爽，同时具有抑制兴奋使人沉静的效果

职业装色彩情感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本文首先分

与知性值的信赖，表达着精神内在，深蓝象征沉

析中国高铁餐饮业的标识性色彩情感，其次观察

稳深邃，
浅蓝则象征轻快梦幻的印象。黑色系在

分析中国高铁餐饮服务的色彩情感，最后在历代

严肃、强劲有
人们眼中的印象既包含积极、高雅、

铁路制服的基础上完善、升级中国高铁餐饮服务

力的感觉，同样包含消极恐怖不吉不雅的含义，

人员职业装的设计，
推动中国高铁行业的发展。

给人压迫感、沉重感的同时也赋予人安全感、牢

1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的标识性

固感，
色彩情感中利弊鲜明。灰色系有着中立的

色彩情感之从属分析

含义，
既象征优雅、平和又象征单调、抑郁。红色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色彩情感基

系象征力量、活泼、热情、喜庆，是中国人喜爱的

本可等同于中国高铁餐饮标识性色彩情感。而中

颜色之一，红色横穿中华历史，是中华文化深厚

国高铁餐饮标识性色彩属于中国高铁标识性色

的底色，但是红色在某些地域象征着血腥与浪漫

彩色系，
中国高铁标识性色彩系又属于中国铁路
标识性色彩色系，
于是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标
识性色彩也属于中国铁路标识性色彩色系内。因

（表 1）。根据中国铁路企业形象沉稳、
快捷且可信
赖的企业形象与铁路职工对铁路制服的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
理论上蓝色与黑色无疑是最为适合的。
表 1 颜色色系象征含义

此研究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标识性色

Tab.1

彩必须首先研究中国铁路标识性色彩与中国高
铁标识性色彩。

1.1 中国铁路的标识性色彩
中国铁路的标识性色彩离不开铁路职工对
铁路制服的情感色彩，更离不开中国铁路四字。
色彩情感在中国人眼里，需要四字解释即“有情
有理”
。
“情”
为感情，
即多年来铁路工人对铁路的
感情，
对铁路制服色彩的选择。“理”
为中国铁路
的庄严，
符合传统道德观念。
图 1 来源于 7，
000 份铁路职工对铁路制服

Symbolic meaning of color system

颜色色系

象征含义

蓝色系

沉稳、深邃、轻快梦幻
沉静、
清爽、知性、信赖、

黑色系

积极、高雅、
严肃、强劲有力、冷酷、消极、恐怖、不
沉重感
吉不雅、
压迫感、

灰色系

中立、
优雅、平和、单调、
抑郁

红色系

活泼、
热情、喜庆、血腥、浪漫、可爱

蓝色与黑色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这
样的阐述（表 2），古汉语中的蓝为一种可染色的

植物即蓝草，在《荀子·劝学》中有青取之于蓝，而
表2
Tab.2

蓝色与黑色在传统文化中的比较

Comparison of blue and black in traditional culture

蓝色与黑色在传统文
化中的比较
五行色学说

蓝色
蓝即青，
青为木
日出东方，生发直

五行色学说象征意义 条，向上，主张仁，
性情和
五行色方位说
图 1 铁路职工对铁路制服颜色印象的问卷调查
Fig.1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railway employees' impression of
railway uniforms.

五行相生说
古代贵贱说

蓝即青，
方位东
蓝即青，青为木，
木生火
易得到，
庶民色

黑色
黑为水
北冷寒凉，向下，主
智，性聪性善
方位北
黑为水，水生木
难得到，贵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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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于蓝的说法。古人习惯于把蓝称为青，在五行

品牌色，蕴含的情感还有无数个日夜下铁路工人

学说中，青为木，木生火，方位为东，象征情性温

木生火，象征万
的辛勤汗水。盂蓝即青，
青为木，

和，
万物复苏。蓝草在古代是种便于得到的染料，

物复苏更象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下中国铁路

于是乎蓝草成为物以稀为贵的相反面，
古时被成

业欣欣向荣，
寓意美好生动。因此，
蓝色系为中国

为庶民的颜色，新中国成立时工人阶级的代表

铁路制服的标识性色彩最为合适。

色。黑色是古代单色崇拜时间最长的颜色，
在五

1.2 中国高铁的标识性色彩

行学说中，黑为水，水生木，主张智慧聪善，方位

中国高铁的标识性色彩应在中国铁路标识

北，
道家中的黑白太极学说更是影响中华文化几

性色彩之中，
即蓝色色系之内。色环中的蓝色系

千年的重要哲学思想。根据上述文献探究比较，

色彩因纯度明度灰度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而中国

笔者认为蓝色系与黑色系相比较，蓝色系更为适

文化中的中国颜色经历中华历史的蜕变而更富

合成为中国铁路的标识性色系，原因在三：淤中

含美感与文化内涵。

于蓝色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色，中国铁路是由无数

表 3 重点介绍了中国蓝色系的含义，其中吴须色

国素来有东方大国的称号，蓝即青，方位东方。
蓝色不仅只是一个
铁路工人共同组成的大家庭，
表3
Tab.3
中国蓝色系

中国蓝色系因为中国文化而更加美丽绚烂，
被誉为东方色，是吉祥的颜色。湛蓝色寓意宽阔

中国蓝色色系

Color system of Chinese blue
名称

蓝色

靛蓝

吴须色

青花蓝、
苏麻离青

数值

C=90,M=90,Y=0, K=2

C=80,M=60,Y=0,K=50

C=90,M=75,Y=0,K=0

C=80,M=55,Y=0,K=30

寓意传统

蓝色在中国传统系列色彩中历史悠久，
是普罗大众最常用的常服衣色，贯穿了
整个中华民族平民阶级的色彩文化。虽
被定为五正色之一，但是地位不高，属
于官服中的入门色，此外青（蓝）衣古代
为婢女，青（蓝）衫为古时学子惯用色

靛蓝即浓蓝色，也被称为“天青”“绀
青 ”， 英 文 被 定 义 “ 中 国 蓝 ”
（China
blue），提炼自蓝（兰）草，山蓝等草类的
叶子或根茎

吴须，英文被定义“东方蓝”
（Oriental
blue）,原产自中国大陆，又名本吴须、
唐吴须，含有大量矿质，是烧制釉绘的
主要颜料

青花蓝是中国瓷器工业中赋有名气的
釉色，如宝石般圆润美丽，闻名中外，是
瓷器色彩中备受追捧的稀有色彩对象

服饰与产业：
职业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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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湛蓝

群青色

石青色

景泰蓝

绀色

孔雀蓝

琉璃蓝

C=100,M=5,Y=O,K=5

C=97,M=69,Y=O,K=26

C=75,M=60,Y=0,K=0

C=100,M=70,Y=0,K=0

C=45,M=38,Y=0,K=55

C=92,M=92,Y=0,K=17

C=72,M=45,Y=0,K=60

湛蓝归属于大自然，色调沉稳明清，赋
予人愉快舒畅的气息，寓意无边的晴朗

群青色历史悠久，它是古画、壁画中最
常出现的颜色。来自经粉碎制成的青金
石，工艺名为“青金”，色感代表庄严、明
净、尊贵，又是属于宗教色彩的一种信
仰

石青是一种天然矿石，是具有玻璃的光
泽的蓝，经加工后常常作为绘画用色。
石青与石绿物理性质相近，可做混色使
用，研调出不同的色度，
偏蓝或偏绿。石
青的色彩情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最早被寓意象征宗教、庄严、神圣，近代
被寓意为休闲、舒适、阳光海洋
景泰蓝是颜色的固有名，特指珐琅上一
种釉色，珐琅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
法老所用的头饰，在中国最早文字记录
出现在 13 世纪的元代。珐琅自明代景
泰蓝开始一直流传到清末，已发展出了
属于高级的赏玩色彩
绚丽的色彩体系，

绀是固有颜色名，指布中一种色染的颜
色，绀是浓蓝中透微着红的色泽，色感
深沉属于暖蓝色调

孔雀蓝名称源自孔雀羽毛，蓝中泛着微
紫的色泽，成色悦人。西方古时是代表
皇室的颜色，象征优雅，古代中国受到
佛教的印象，此颜色代表智慧、明净的
寓意

琉璃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人造材料之
一，在古代因为稀有而格外珍贵，在传
统色彩观中，琉璃蓝代表上天的颜色，
象征清净莹澈，精神智慧，琉璃光又被
称为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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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阴丹士林是 20 世纪初从欧洲传入中国
的棉布染料颜色，色泽深蓝且泛着暗
阴丹士林

C=80,M=55,Y=0,K=50

紫，是民国年间上海女性服饰的流行色
之一。此颜色更是号称颜色永远鲜艳，
炎日暴晒久经皂洗永不褪色。颜色寓意
令人回味无穷
庄重、大方、摩登，

霁色

天青

缥色

秘色

C=60,M=O,Y=5,K=0

霁字义为雨停或停止的意思，后引申为
经历大雪风霜后风清月朗的夜色。寓意
人的心境平静清澈、
人品光明正大

C=65,M=O,Y=6,K=0

天青指滂沱大雨后天空放晴的色彩，又
被称为天蓝色，寓意清澈耀目、神清气
爽

C=25,M=0,Y=5,K=0

缥指由织物染料在丝织物上染成的颜
色。有浅淡之意，现代又被称为粉蓝色，
寓意清爽、淡然

C=14,M=0,Y=15,K=10

秘色诞生于晚唐，是宋代失传的越窑精
品瓷器色，秘色是一种具有明显玉质
感，颜色介于艾色与青绿色之间的稀有
色彩，珍贵、明净且透亮

也被誉为大自然
无边，
形容愉快舒畅、平静庄严，

中国高铁的标识性色彩情感的中国颜色 （蓝）可

的颜色。中国高铁是安全可靠快捷值得信任的东

有吴须色与湛蓝。

方之光，
吉祥的东方蓝（吴须色）情感寓意中国高

1.3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的标识性

铁平安出行，
宽阔的自然蓝（湛蓝）情感寓意中国

色彩

高铁发展广阔，乘坐旅途愉快舒畅。两种颜色情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的职业装色彩是中

感对于中国高铁而言都十分适合。笔者认为适合

即可为吴须色或湛
国高铁标识性色彩的一部分，

服饰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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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是无法避免的。

解读职业
国高铁标识性色系下中寻找职业特性，

在色彩情感学研究中，颜色的变化根据明

色彩情感内涵。中国高铁餐饮人员的职业特性与

度、
纯度的高低，
会营造出明快或鲜艳的感觉，同

职业情感离不开工作的规章细节，
同时规章细节

时依据色相的不同，
会产生冷暖、
轻重等印象。在

在潜移默化中带动乘客的情感感受。探究餐饮服

高铁餐饮服务人员内心情感色彩上纯度更高的

务人员真实感受有助于明确中国高铁餐饮人员

红与蓝，
即对待乘客热情与处理事情的冷静更为

的职业特性和色彩情感。因此，
深入了解中国高

浓烈，在表达外表情感色彩上明度更高的红与

铁餐饮服务人员的工作细节与工作规章对于了

蓝，即微笑温暖与知性轻盈的外表更为贴合，情

解铁路人的真实情感至关重要。所以笔者对此进

感化语言能加深心理效果，
并且让乘客感受到同

行了调查与观察，
针对乘坐高铁的乘客用餐时间

“共鸣”
（表 4）。研
种颜色的相同感情，
这也被称为

并不固定，导致餐饮人员在列车上的工作会由非

究色彩心理能促进对高铁餐饮色彩情感的深入

常忙碌到忙碌。按照铁路部门规定，餐饮服务人

分析，探究视觉轻盈能缓解人的疲劳，高铁餐饮

员在岗位内是需要不停来回走动的，并且面带微

服务人员优秀的职业素养下的疲倦需要职业装

笑。此外午休时间不得打扰乘客，但仍需提供服

色彩视觉上的轻盈来塑造面对乘客时视觉上的

务到位，降低声量询问需求，工作量大且十分辛

轻松。干净洗练的色彩情感表达在湛蓝主体色下

苦。节假日、春运、暑运等高峰时期上座率高达

的展示，笔者认为，该色彩情感在色彩搭配组合

100%，
甚至 120%，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餐饮

原理中，运用同色系色彩加入无彩色白色，更为

持小心谨慎的亲和力。然而高铁餐饮服务人员的

表 4 高铁餐饮服务人员工作时的感情色系

服务人员除了需要调整自我的工作状态，始终保
亲和力表现不仅需要工作素养体现，同时职业装

合适突出该情感的表达。
Tab.4

Emotional colors of catering staff of high -speed railway at
work

在中国
的正式感与信赖感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高铁餐饮服务人员的职业装配色上宜使用给人视

色彩感觉

觉愉快轻盈的色彩做衬托，配合餐饮服务人员的

情感色彩

服务质量的提升。轻松愉快的职业装色彩能够吸

内心情感色彩

色彩感觉

引乘客的食欲与购买欲，并且提升乘客旅途的舒
适性。在中国高铁标识性色彩的选择中，
笔者认为

外表情感色彩

湛蓝在色彩情感寓意上更适合中国高铁餐饮服务
人员轻松愉快的色彩情感表达。

2.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色彩情感的观察分析
影响中国高铁餐饮服务工作色彩感情的影
响因素有两大重要主体，一是餐饮工作服务人

图 2 系列色彩设计采用色彩搭配中同色系

搭配，
利用蓝色明度、纯度的不同，追求色彩和谐

统一，加入无彩白（白色寓意纯洁、干净）提升整
体干净清爽性，湛蓝色的沉稳舒畅，浅蓝色的梦

员，
二是旅客。

2.1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色彩情感观察分析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情感会受到工作细
节、
工作规章、
工作环境的影响，
在艰苦的技能培
训中训练出优秀的岗前职能。中国高铁餐饮服务
人员作为服务的主体，
需要在一定情况下压抑自
身的情感，展现具有高铁形象的微笑与轻声细
语，
脚步轻盈而不能显露疲惫加深乘客旅途的疲
惫。因此，
在色彩感觉上也有大大的不同，餐饮工
作服务人员的疲惫无法用标杆衡量但是高强度

图2
Fig.2

干净洗练在高铁餐饮人员服装上的色彩搭配感觉

The color matching feeling of cleaning and training on
catering staff's suits of high-speed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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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与无彩白的清爽组合成为餐饮服务人员服饰

无彩色的点缀展现整体服饰色彩热情雅致。然

中干净洗练且轻松愉快的情感语言。适合旅途中

而，互补色的运用极容易使整体色彩感觉庸俗或

适合辅助疲倦
疲倦的人们静静欣赏的纯净愉悦，

者出彩，加深旅客好或者坏的视觉印象，因此运

劳累的餐饮工作人员展现轻盈舒适。

用色彩的明度、纯度，调整互补色所占比例让整

2.2 旅客色彩情感观察分析

体职业装色彩感觉达到热情且雅致至关重要。

选择中国高铁出行的旅客一般为中长距离，

图 3 系列色彩设计中加入蓝色的互补色橙

出行原因简单，分为旅游、工作出差、探亲回家、

色，着重调节湛蓝与橙色的明度、纯度与所占整

看病等不同的出行理由。旅客所具备的心情也是

体服饰的比例大小，产生视觉冲击，并且通过无

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心情有着不同的色彩情感，

彩色黑、白进行调节缓和对比色之间的色彩冲

同时代表着旅客不同的心理状态。

突，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且舒适雅致的配色组

在色彩情感分析中，以旅游为出行目的的旅

合。整体色彩组合沉稳、知性、热情、雅致，湛蓝

客，心情愉快、旅途有说有乐，对目的地充满好

和暖橙的组合是尊重旅客与餐饮服务人员的情

奇，
整体色彩感觉明度较高、
纯度较高、色彩情感

感需求，是色彩情感设计在表达色彩情感使用

开朗的黄色、希望
中有幸福的粉红、
好奇的紫色、

的视觉色彩语言。

的绿色、
清爽的蓝色等。以工作
为出行目的的旅客，行动快捷
高效，
带有目的性的色彩情感，
沉稳果敢又带有希望的色彩组
合。探亲、
回家为目的的旅客，
带有红色的热烈、黄色的明亮
与一些浅浅淡淡的温暖，抱有
对亲人的思念与家的渴望。以
看病为出行目的的旅客，整体
色调明度偏低，但是色彩情感
中依旧保留了充满梦幻的紫罗
兰与希望的草绿（表 5）。笔者

图 3 热情雅致在高铁餐饮服务人员服装上的色彩搭配感觉
Fig.3 The color matching feeling of passion and elegance on catering staff's suits of high-speed
railway

认为，热情雅致的色彩情感在
以沉稳、
冷静为代表的蓝色主体色系展示下满足
旅客的情感需求，引用色彩组合搭配原理可以在
职业装的整体色彩搭配中，利用互补色的碰撞与
表 5 高铁旅客出行心情的色彩感觉分析
Tab.5

Color sensation analysis of travel mood of high -speed
railway passengers

3 中国高铁餐饮职业装色彩的审美舒适性
3.1 审美舒适性建立在固有印象之上
美 国 学 者 肯 尼 思 .R. 法 尔 曼 (Kenneth R.

Fehrman)与切丽.法尔曼（Cherie Fehrman）的著作

《色彩物语——
—影响力的秘密》中，讲述感知颜色
的不同不仅存在于人与人，
并且物种与物种之间

也大不相同，
颜色的奇妙不光是自然的世界所存
在的事物、
光的反射还有人的眼球所接受到的信

中国高铁旅客
出行原因

心情

旅游

轻松愉快

工作、
出差

快捷高效

探亲、
回家

愉快舒畅

看病

情绪低落

色彩感觉

息，而大脑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会再次处理信息。
人们会对长时间大脑接受到的信息产生固有印
象。中国高铁在虽然中国人民生活中存在至今仅
11 年，
但是，
中国高铁制服全国没有统一的规定，
各地方铁路局高铁制服各不相同，
因此高铁制服
的固有印象并不深刻。但是中国铁路在人民脑海
因此中国铁路制服在人
中的印象却是记忆深远，

服饰与产业：
职业装研究

民脑海中拥有一定的固有
印象。了解历代中国铁路制
服色彩构成，有助于塑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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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历代铁路制服色彩
Tab.6 Colors of railway uniforms in different periods
中国历代铁路制服

年代

色彩主色

色彩辅色

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
色彩的审美舒适性。
根据表 6 历代铁路制

服色彩与图 1 铁路职工对

灰色斜纹；
20 世 纪 50 年 1951，
蓝棉
代，第一代铁路 1952，
白色（衬衣）
制服

铁路制服的印象色分析，笔

者认为最为接近当代人们
对铁路制服的固有印象的
色彩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深蓝色

20 世纪 70 年代

春秋：
蓝灰；
夏：蓝灰色外套 + 枣红色 + 绛紫色
白色短袖衬衣； （领带）
冬：藏青色

20 世纪 80 年代

金色 （装饰）、黑
红色、蓝灰色、白
色 、红色（领带 、
色（衬衣）
徽章）

20 世纪 80 年代

浅蓝色、黄灰色

21 世纪初的 94 式铁路制
服。外套大衣为藏蓝色，衬

衣为蓝色，领带为红色，装
饰条为金色。94 式铁路制
服色彩给大多数老职工与
部分旅客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笔者认为固有印象有利
有弊，
利在于固有印象能在
人们潜意识中规划有实用
价值的路线，弊在因为有了
固有印象，创造空间有限。
但是在职业装领域固有印
象，
反而十分重要。固有印
象是中国铁路的标识性印
象，
在不打破标识性印象的
色彩搭配下，选择更有利于
打造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

白色、金色、黑色

员职业装的审美舒适性。笔
者认为，
中国高铁餐饮职业
装色系搭配必须在设计视
觉舒适的前提下运用中国
在色
铁路制服主体蓝色系，
彩搭配中首先达到大众的

20 世纪 90 年代
蓝色
到 21 世纪初（94 藏青色、
式铁路制服）

红色（领带）、
金
色、
米白色徽章

审美舒适标准，
其次再是有
思维的创造有价值的中国
高铁文化内涵。中国颜色文
化博大精深，铁路蓝与中国
蓝的契合使推动中国高铁
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色彩
审美舒适性的最佳答案。

2017 年 5 月 1
灰色、白色 （衬 红 色 （丝 巾 、帽
日（15 式铁路制
衣）
子）、
金色（装饰）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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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高铁内部环境色
Tab.7

Internal environmental colors of high-speed coaches
内外部环境

环境提取色

色彩处在同一个画
面中符合审美特性，
视觉舒适性。

4 结语
中国高铁餐饮
普通车厢内部

服务人员职业装色
彩必须在中国高铁
的体系下与中国铁
路主体色系为同色
系，经过笔者研究认

商务座车厢

为，蓝色色系无论在
针对铁路职工的调
研还是中国传统文
化五行学说中，都最
为合适。因为蓝色作

接水洗漱处

为中国铁路的标识
性主体色彩，所以中
国高铁标识色彩为
中国蓝色色系中的
吴须色或湛蓝。根据
对影响中国高铁餐
餐车售卖处

饮色彩感情分析，笔
者认为湛蓝色更为
适合中国高铁餐饮
服务人员职业装主
体色。中国高铁餐饮

3.2 审美舒适性离不开环境色的影响
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色彩的审美

色彩的审美舒适性基于职工与旅客对中国制服
的固有印象在不打破固有的基础之上加入中国

舒适性离不开中国高铁内部环境色的影响。高铁

颜色（蓝）的衍生创造是审美舒适性的必然要求。

餐饮服务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高铁车厢内部环

情感表达是色彩语言，
新时代的职业装的升级需

境）是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在旅客面前展示的直

求需要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与高铁旅客无声

接背景，
背景色即环境色指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

对话——
—用视觉语言传达，中国高铁餐饮人员职

色彩与高铁内部环境色彩相互呼应，相互反应，

业装色彩情感研究对于中国高铁和中国职业装

高铁内部环境色的存在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衬

色彩情感设计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探讨。

托餐饮服务人员职业装色彩的情感表达，大大丰
富旅客眼中高铁餐饮人员职业装的色彩情感。
笔者可大
根据表 7 高铁内部环境色的提取，

致判断整体色调偏暖，视觉感受明亮雅致，环境

色中有小许互补色冷色和无彩色的添入使得画
面丰富多彩，
在中国高铁餐饮服务人员的职业装
色彩设计中必须考虑到环境色的影响，才能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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