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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拼布艺术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唐

淼，张 莉，龚 璇，
朱明月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拼布艺术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且拼布艺术的理念与技法与当前环保及可持续性的设计理念相
契合。[研究方法]文章通过调查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图文并茂、
设计创新的形式对传统拼布艺术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
传统的经典拼布作品用色比较讲究且含蓄，
与结论]研究认为，
采用对比色组合时常降低纯度或用黑色或白色作为调和，
传统的拼布服装常用秩序式图案，比如正方形、菱形、长方形等，并加以排列组合，无秩序图案也可
较为经典、
寓意丰富；
传统的拼布面料受当时物质的影响，种类比较少，通常为绸缎、帛布、织锦、罗片等，因此
通过这样的组合方法结合而来；
服装的肌理形式单调、
美感较差。这为现代服装设计在色彩搭配及运用、图案寓意及提取、面料选择及使用提供灵感来
源，同时也为如何传承、保护、创新传统拼布艺术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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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chwork art in design of
modern women's clothing

TANG Miao, ZHANG Li, GONG Xuan, ZHU Ming-yue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Quilting Art i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and it's concept and techniques fits in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and sustainability design philosophy.By using th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observation, the article has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Quilting Art in the form of illustrations and innovations.In this research, the traditional
classic quilt works are more elegant and subtle in color,and combine with contrasting colors as the harmony, often reducing
the purity or using black or white,which is more classic and rich in implied meaning; Traditional quilt clothing often use
patterns in order, such as square and diamond, rectangular, etc. and the disordered pattern can also be combined by this
methods; affected by the material at that time, the types of Traditional quilt fabric is sparse, which usually contains satin,
crepe, brocade, rug and silk, so that the fabric's texture is monotonous, aesthetically pleasing. This provide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modern clothing design, in which color matching and applying, pattern meaning and extracting, fabric selecting
and employing,and which is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of Traditional Quilting Art to be inherited, protected and reformed.
Key words: Quilting art; Modeling feature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raditional handicraft

拼布艺术最早的形式源于服装上的
“补丁”
，

经典的拼布服装有很多，
如具有历史文化的明代

是一种古老的、广泛的手工艺，全世界不同地区

水田衣、民俗文化的儿童百家衣、佛教文化的百

在物质匮乏，
资源稀缺的时代都先后地产生了这

衲衣等，这些拼布服装不仅形式特殊，而且具有

种艺术，
且均源自于节约理念，
而在发展过程中，

其特殊的文化及含义。受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等因

各地区拥有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及文化特色。传统

素影响，在近些年拼布艺术逐渐刮起风潮，从无
意拼接到有意设计，从实用功能转向美观功能，
并广泛的创新应用在服装上。目前对
“拼布”
的研
究也并不在少数，有的学者对拼布艺术在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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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设计上的应用方式进行了探讨，对其拼接形式
进行了总结[1]。有的学者则分析了拼布艺术在秩
序、肌理、色彩、意境方面具有的审美特征，认为

服饰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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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布艺术将可以丰富服装设计的元素及表现形

华民俗
“祈福避难”
的文化烙印[5]。

式，
对服装风格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2]。还有的

1.1 传统拼布色彩特征分析

59

学者对拼布材料的使用、色彩图案的构成、工艺

“拼”
是拼布艺术特色的直接体现，如不同明

结构的分析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以最大限度地发

暗、纯度、色相之间的拼接，形成色彩明快、风格

[3]

挥出应用特效和魅力 。但他们重点在于拼布艺

多变、
样式丰富的组合搭配。在许多拼布作品中，

术的历史、审美特征及拼布具体技法，但对传统

通过一定的设计法则将各种不同的色彩同时拼

拼布艺术的色彩、图案、面料的特征及在女装设

在一件作品中，
多种色彩的搭配会使拼布服装更

计中运用、
如何创新这些方面关注较少。因此本

加丰富、
生动。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传统拼布服装

文以拼布艺术的色彩、
图案、
面料为切入点，
详细

同类色组
最常见的色彩搭配形式有无彩色组合、

的阐述了拼布艺术如何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

合、
邻近色组合和对比色组合。传统的经典拼布

用，
并进行了相关的设计来检验理论。

作品用色比较讲究且含蓄，采用对比色组合时常

1 传统拼布色彩在现代女装中的应用

降低纯度或用黑色或白色作为调和，较为经典。

色彩在服装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在拼布艺术

因此现代拼布服装在配色上可以借鉴传统的拼

中更是如此，不同的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

布服装色彩，如设计系列服装时可提取其色彩

[4]

与心理感受 。传统拼布服装色彩非常讲究，
深受

组，分析其色彩比例及色彩变化，又如在服装风

中国文化
“礼”
的制约与影响。如百家衣通常用蓝

格的把控上，
色彩对比度较低的同类色拼接可以

，蓝色与紫色的搭配意为
色和紫色，意为“拦子”

表现服装淡雅的气质，
而纯度较高的对比色拼接

孩子不会受到病痛和妖魔鬼怪的侵扰，
具有中国

则给人热情奔放的视觉感受。

表 1 传统拼布服装色彩特征及分析
Tab.1
图片名称

佛教百纳衣

Color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patchwork clothing

传统拼布色彩（图片）

颜色提取（PANTONE solid coated）

色彩分析

以灰蓝色为
色彩整体呈灰色系，
主，
饱和度低，
低调简朴

彩缎 菱 格 百 家

色彩整体活泼明快，粉色、白色，

衣 （19 世纪 末

镶嵌上醒目跳跃的紫色、橘红

20 世纪初）

色，
再用蓝色调和

明代水田衣

色彩整体鲜艳明亮，
黑色与红色
经典搭配，再点缀蓝色、
绿色

京剧 服 饰 富 贵

色彩整体简洁醒目，以黑色为

衣

蓝色简单点缀
主，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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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拼布色彩特征在现代女装中的体现

后者所表达更偏向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通

现代拼布服装不仅要追求
“拼”的效果，
也要
在借鉴
符合美学特征、
服装整体风格及色彩搭配，
的同时也要创新，能迎合大
众的品味，实现其经济价值

表2

常来说无秩序图案创作起来更难 [7] 。
通过表 3、表 4 可以看出，传统的拼布服装
传统拼布色彩在现代女装设计中应用效果图分析

Effect analysis on colors of traditional patchwork applied in design of modern women's

Tab.2

clothing

和社会价值。拼布艺术中运
用色彩明暗、冷暖之间的关

分类

系，会使着装者在人群中更

示例（笔者设计）

加显眼同时引人注意，成为
瞩目的焦点。由表 2 中效果

图可看出此系列设计在款式
上较为简单，目的是为突出
色彩与图案，此设计在色彩

效果图展示

的种类上很丰富，既借鉴了
传统拼布服装的经典色彩，
又运用了近几 年服装流行
色，再通过拼布色彩搭配的
方法，
即无彩色组合、
同类色
组合、邻近色组合和对比色
组合，使得此系列的服装既
富有现代服装的时尚感，也

颜

色

提

取

（PANTONEsolidcoated）

具有传统拼布服装的特色。
表 3 传统拼布艺术秩序式图案的特征及分析

2 传统 拼布 图 案 在现 代

Tab.3

女装中的应用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is on orderly patterns in traditional patchwork art
秩序式图案特征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
句话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拼

图片名称、
年代及来源

布服装上的图案[6]。

2.1 传统拼布图案特征分析
拼布服装图案的构成形
式总体可分为秩序图案样式

明显的规律，且样式简单、易

拼色缎卍 字
纹道姑衣 /
戏 （清）,故
宫博物院藏

边采用色缎拼接
的方法,在衣身用
绿色和雪青色缎
拼成两色方格,在
方格内,以两种不
同的色缎做“卍”
字纹[8]

于学习掌握，因此也最先受到
欢迎。无秩序图案是指没有规
律可循，是设计师反复推敲， 百

纳 童 衣

符合拼布艺术的美学特征而 （清）
设计的图案。如果说前者带
给我们的是一 种规 律感，那

图案分析

百 衲 绸 片
（明），西藏，
香港万玉 堂
藏

的图案拼接所带来的视觉感
通常指几何图形，线条等，有

局部图案特征
（手绘矢量图）

主体由简单的正
方形构成，对角线
中间颜色醒目，逐
渐向两边减淡，但
浓中有淡、淡中有
浓，打破了画面的
单调感 [8]

与无秩序图案样式，不同样式
受也不尽相同。秩序式的图案

传统拼布色彩
（图片）

衣服整体采用多
色菱形格整体拼
接缝制，菱形是基
础的图形，但整体
来看塑造了正方
体，使图案更富有
变化，具有立体感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表 4 传统拼布艺术无秩序式图案的特征及分析
Tab.4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is on disordered patterns in traditional patchwork art
无秩序式图案特征

图片名称、年
代及来源

传统拼布色彩（图片）

图案分析

水田衣（清），
美国明尼阿
波利斯艺术
博物馆藏

拼布网

主体是正方形与三
角形的组合，但细看
却是类似羊角的线
条与不同无秩序图
案的搭配，体现了十
足的设计感
表 5 传统拼布图案在现代女装设计中应用效果图分析

Effect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chwork patterns in modern women's
clothing
分类

响因素较小，
并不再像从前般需
要裁剪出规则的布片来进行组
合[9]，可根据设计师的设计选择

局部图案特征
（笔者手绘矢量图）

色菱形布块按照规
律均匀分布，既统一
又富有变化，每片拼
布上刺绣不同的传
统花卉纹样，赋予吉
祥美好的寓意

Tab.5

61

是否按几何规律组合布片或是
裁剪、设计无秩序式图案，因此
秩序
设计师们发挥的空间很大。
式图案显示出排列的美感，
而无
秩序图案则能显示出随性与自
由，
但是如何让拼布图案时尚且
具有内涵，
需要设计师细细考量
无秩序式图案。有规则的图案
显示出一种排列的美感，
而无规
则图案则更显得自由与随性[10]。
表 5 中系列设计突出拼布

图案，
中国传统的拼布服装大多
以秩序图案几何形为主，
对于几

示例（笔者设计）

何图形的使用较为规矩，
通常会
重复使用。此系列效果图以中
国古代的“窗”为灵感来源，图
形从窗户的形提炼而来，并加

效果图展示

入现代几何图形的特色，让它
们充满变化与趣味，并且“窗”
形图案的使用让图案具有空间
感，
让视觉有了纵向的延伸。从

图案类型

秩序式图案

常 用 秩序 式图 案 ，比 如 正方 形 、菱 形 、长 方 形

传统拼布服装中得到灵感却又
将其创新，将中国传统的“窗”

等，并加以排列组合，也可在秩序图案的基础

文化运用其中，创新又富有含义。

上再设计形成无秩序图案。不同的图案形成了

3 传统拼布面料在现代女装中的应用

不同风格服装，既有朴实无华的沉静和稳重，

拼布艺术给人的冲击力不仅体现在色彩上，

也有风情万种的灿烂和艳丽；既有规则的几何

也体现在面料上，不同材质面料的拼接会呈现不

形状的整齐排列，也有再设计形成趣味盎然的

同的肌理感受，展现出交织错落的视觉美。两种

动植物图案或自然生活场景，富有浓浓的生活

或者多种面料拼接式的设计与单一面料的设计

气息。因此现代拼布服装的图案在设计上可对

能满足人们对面料
会产生两种不同的面料肌理，

传统拼布服装的图案进行挖掘，如图形的组合

不同的生理和心理需求[11]。

方式、不同寓意图案的使用、图案对服装立体

3.1 传统拼布面料特征分析

感的塑造等。传统拼布服装不仅图案丰富而且

若要传统的拼布艺术现代服装设计中脱颖

设计规则多变，因此如何将传统拼布图案沿用

而出，
则服装的图案、
色彩尤为重要，色彩和图案

及创新、将现代元素与传统融合是设计者们需

而如何通过色形
的和谐搭配是拼布艺术的核心，

要思考的问题。

变化来体现拼布服装的设计思想、个性风格，是

2.2 传统拼布图案特征在现代女装中的体现

拼布服装创新设计的关键。同时，准确的把握并

由于社会的发展，对拼布服装图案产生的影

运用具有流行色彩特征的布料, 使其在拼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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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穿插跳跃，
可以为拼布服装增加时尚性和表现

的视觉感受。

力。

3.2 传统拼布面料特征在现代女装中的体现
相对于传统的拼布面料，现代拼布服装因其

由表 6 可以看出，
古代传统的拼布面料受当

时物质的影响，种类比较少，通常为绸缎、帛布、

面料选择的多样性、构成形式的灵活性，为塑造

而
织锦、
罗片等，
因此拼布服装的风格受其影响，

服装肌理美和造型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在

现代拼布的面料选择范围广，可以几种甚至几十

拼布的面料中除了梭织面料之外，也会运用一些

种面料进行拼接，塑造出不同风格、造型的拼布

皮革、
毛呢或是非纺织面料。其应用形式、
面料组

现代拼布其面料
作品。相对于传统的拼布面料，

合的多样性会呈现出一种不同肌理的视觉美。
表 7 中的系列效果图款式简单，但注重面料

选择的多样性、构成形式的灵活性，为塑造服装
肌理美和造型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其应用

色彩及图案之间的搭配，通过拼布的手法来实

形式、面料组合的多样性，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

现，将各种废旧的布片重新精心的整理及裁剪缝

传统拼布面料特征分析（部分）

制，塑造独特、时尚、环保的系列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n fabric of traditional patchwork

服装。在面料方面，此系列服装

表6
Tab.4
面料分类

传统拼布面料（图片）

拼布面料分析

还运用了可降解环保材料杜邦
纸，不仅与欧根纱面料形成视觉
上的对比，而且符合服装的时尚

零碎的布头上加以
刺绣，再以织锦或
者缂丝的这样高级
的方式呈现出百衲
的效果

织锦

潮流，在面料上进行了创新使
用，符合当下的可持续的设计理
念。目的是让人们提高循环利用
的意识，爱护环境，实现自然与
人类的良性循环。

4 结语
绸缎光滑、细腻、色
泽亮丽，再以刺绣
的手法使拼布服装
充满韵味

绸缎

伴随的社会的不断发展，服
装早已实现程序化、机械化生
产，容易使消费者产生审美疲
劳，而拼布艺术的独特性恰巧满

表 7 传统拼布面料在现代女装设计中应用效果图分析
Tab.7

Effect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chwork fabrics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women's clothing

分类

足现代人们对服装的审美与需
求，既为设计师提供灵感来源，
彰显消费者的个性，又可节约资

示例（笔者设计）

源，实现低碳生活，使可持续发
展发挥作用。比如传统拼布艺术
经典的色彩、面料搭配、图案形
式等都可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
借鉴与创新的灵感。又如现代服
装大量生产时会产生不计其数

效果图展示

的边角料，而拼布艺术的拼布理
念与工艺可以将这些给环境带
来巨大压力的废弃面料重新利
用。目前绝大部分的拼布作品都
拼布面料

杜邦纸、牛仔、棉、毛呢、tpu 等

是手工完成的，这也体现出效率
的弊端，
如何在满足现代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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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审美、
需求、
流行趋势更新快、
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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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Fu -rong,HE lian.Analysis of the craftsmanship of Chi原

等要求下进一步创新传统拼布艺术，设计出更加

nese traditional patchwork——
—taking Baijiayi as an example [J].

是现代服装设计
契合当代审美要求的拼布作品，

[9]张祥爱,宋伟,尚云.拼布艺术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轻纺

师需要深思的问题，只有这样，拼布设计才能拥
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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