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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 17S/S～18/19 F/W
女装中的刺绣图案应用分析
刘

翔

（咸阳师范学院 设计学院，咸阳 712000）
摘 要院[研究意义]近些年刺绣装饰作为一种时尚元素，
成为在国际时装周的一大亮点。国际时装杂志 COLLECTIONS
中收集了巴黎、
米兰、
伦敦、
纽约、东京等时装周上的涉及刺绣装饰的设计作品，展现了每季世界时装中刺绣装饰的流行
趋势。[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对 2017S/S 至 2018/19 F/W 各季杂志中出现的刺绣设计种类、大小位置、应用频率等进行数
据比较，总结其设计方法和流行趋势，为刺绣设计开发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刺绣在连衣裙上的出
现频率最高且形式多样。另外，关于刺绣图案以动物、植物等内容出现较多，刺绣设计以小型尺寸的居多且用于衣身部
位的占比例较高，用以点缀服饰。整体看来，从 2017 年到 2019 年间春夏服装中刺绣设计的出现频率高于秋冬季，2018、
2019 年在总体使用数量虽略有减少，但作为一种装饰设计仍然具有较强的流行性。
关键词院COLLECTIONS；女装装饰；
刺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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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mbroidery patterns in women's dress based on 17S/S耀
18/19F/W season of fashion magazine "COLLECTIONS"
LIU Xiang
(School of Design,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a fashion element, embroidery decoration has become a highlight in International Fashion Week.
International fashion magazine COLLECTIONS has collected design works related to embroidery decoration during fashion
weeks in Paris, Milan, London, New York, Tokyo and other fashion shows the trend of embroidery decoration in the world
fashion every seaso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sign methods and fashion trends by comparing the types, sizes, and appli原
cation frequencies of embroidery designs appearing in magazines from 2017S/S to 2018/19F/W.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m原
broider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mbroidery appears most frequently on dresses and has various
forms.In addition, embroidery patterns appear more in animals and plants, and embroidery designs are mostly small in size
and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lothing body parts, which are used to embellish clothing.On the whole, from 2017 to 2019,
the frequency of embroidery design in spring and summer clothing is higher than in autumn and winter. Although the overall
number of uses in 2018 and 2019 has slightly decreased, it still has strong popularity as a decorative design.
Key words: Collections; women’
s decoration; embroidery applications

时装杂志《COLLECTIONS》作为时装界较为

值[1]。刺绣是长期以来服饰审美的表现方式，
也是

权威的出版物，
汇集了世界时装品牌发布会的相

服装设计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元素之一。2017、

关资讯，对于研究时尚流行趋势，具有较高的价

2018 年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运 用传 统

刺绣、材质及传统技法的设计师也不在少数，
2018 年 ANNA SUI A/W 系列中，
结合传统图案、
2020-02-07；

2020-03-11。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课题
（SGH17H168）。
刘翔，咸阳师范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传统颜色与现代图案设计的作品较多[2]，
2017 年

COTE MER A/W 系列中，也结合了传统刺绣图
案,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民族风格的服饰[3]。2017

年随着 GUCCI 的创意总监 Alessandro Michel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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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中国的刺绣图案和颜色在 GUCCI 系列中

分类，下衣部分以臀围线、腰带线以及底摆为三

S,DIOR 2017S/S ，
LOUIS VUITTON 2018S/S 系列

2 刺绣图案在 17S/S～18/19 F/W 时装杂志

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不仅是 2017 年的 GUCCI S/
[4]

[5]

中也出现了刺绣装饰设计 。刺绣多种样式应用

个基准线进行分类。

《COLLECTIONS》中的设计数据比较分析
表 1 刺绣在女装中的应用形式分类

于服饰上,尤其在女装上出现创造性的表现风格,
演绎着古典与时尚的融合。国内外与刺绣装饰相

Tab.1

Appli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embroidery in women's dress

关的研究大多数倾向于分析工艺及技法,以及探

服装的品类与刺绣应用设计分类

讨刺绣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6-7]，
但基于国际各大

裙子 / 裤子 / 衬衣 /T 恤 / 毛衣 / 夹克 / 外套 / 连衣裙 / 马甲

时装周发布会集锦中的刺绣应用设计分析以及
本文以最近 3 年
方法总结的研究并不多。因此，
间国际时装展收藏品中出现的刺绣装饰的设计

和趋势为研究对象，
分析国际服装展中出现的刺
绣图案的设计、
配置形式的审美规律和方法,以期
对现代女装设计开发提供基础资料和参考。

图案种类

图案大小

重复与否

使用位置
上衣

10% 以下；
写实图案；
10%～30%以下；
重复； 衣身
样式化图案；
30%～50%以下；
不重复； 袖子
几何图案；
50%～80%以下；
抽象图案；
领子
80%～100%；

1 刺绣在女装中的应用形式分类
为了分析 17 春夏到 18/19 季秋冬时装杂志

《COLLECTIONS》中女装的刺绣设计规律、趋势
以及刺绣装饰的应用设计。首先对刺绣在女装中

的应用形式进行分类（表 1）：淤将女装的品类分

下衣
裙子 / 裤子
腰带到臀围线
以上；
中部上方到臀
围线附近；
中部下方到下
摆底边；

2.1 刺绣图案在 17S/S～18/19 F/W 时装杂志
《COLLECTIONS》 中女装品类中出现的频率
比较
在 2017S/S、
2017/18F/W、
2018S/S、
2018/19 F/

衬衣等 9 个种类。于将女装的刺
成了裙子、
裤子、

W 几季海外时装收藏中, 针对女装 9 个种类,667

抽象图案 。盂引入刺绣图案大小。所谓刺绣图案

绣图案出现比例最高的是连衣裙，
占到 30.1%,其

的百分比例。榆引入图案的重复与否。它是指以

衣裙的比重增加到 31.5%,2018 S/S 是 42.9%为

绣图案的内容分为写实图案,样式图案,几何图案,
[8]

刺绣的尺寸所占
的大小是指以一个单品为中心，
一个完整的图案为单元，
看其在服装中应用时是
否重复。虞引入刺绣的使用位置。以上下衣进行

图1

件单品中都出现了刺绣图案。17S/S 春夏季中刺
次是衬衫 24.1%、
夹克 21.5%(图 1)。17/18 F/W 连
最高，
2018/19 F/W 降至 25%, 但 2017 S/S 到 18/
在连衣裙
19F/W 中具有刺绣图案的服装品类中，

在 17S/S耀18/19 F/W 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每季不同类型的女装中的刺绣出

次数)
现频率(单位：
Fig.1

The frequency of embroidery in different types of women's dress in 17S/S耀18/19 F/W

fashion magazine“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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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S/S耀18/19 F/W 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每季不同种类刺绣图案的出
现频率(单位：
次数)

Fig.2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embroidery patterns of women's dress in the 17S/S耀18/
19F/W fashion magazine COLLECTIONS

图 3 在 17S/S耀18/19 F/W 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刺绣大小比例的比较(单位：
次数)

Fig.3

The proportion of embroidery size in the 17S/S 耀 18/19 F/W fashion magazine
COLLECTIONS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由此可见，
连衣裙作为女性
最具代表性服饰品类，
连衣裙相对套装组合容易
缺乏层次感的特点，
让设计师们更乐于以刺绣这
样的装饰来加强其视觉美感。除连衣裙外，刺绣
在上衣中出现次数也较多，像衬衣、夹克这样的
上衣一般面料平展、轻巧且款式多样，与刺绣结
合易于营造出时尚感，
因此刺绣图形在这几个品
类中出现最多，
而 T 恤、
毛衣一般为针织，考虑到

刺绣的线质感在弹性、工艺、美感等方面会受到

LECTIONS》中的刺绣女装共有 667 件,但刺绣图
案出现高达 784 次。也就是说, 每件服饰单品中
不只出现一种形式的花纹, 不同种类型的图案可
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件女装上。从 2017S/S耀18/19F/

W 中,女装中出现最高的刺绣图案为写实图案,占

72.2%,写实图案的涵盖种类较多，包含了动物、
植物等纹样，
写实图案中植物纹样所占的比例最
大。其次是样式化图案和抽象图案,分别占 12.6%

和 10.5%。最低的是几何图案,仅占 4.7%(图 2)。之

表达的限制，
相对其他品类刺绣装饰出现次数较

一方面，写实图案
所以写实图案最多，
原因在于：

少。

更贴近于人们的生活，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

2.2 不 同 种 类 的 刺 绣 图 案 出 现 在 17S/S ～

同时说明刺绣装饰并非源于现代时尚的产物，它

18/19 F/W 时 装 杂 志《COLLECTIONS》中 的

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生

频率比较分析

活是相悖的。然而现代艺术却又是与传统密切相

2017S/S耀2018/19F/W 出现在时装杂志《COL原

关的，因此这种表现形式在艺术的现代性得以繁

服饰与传播：
媒体研究

83

荣。另一方面，
写实图案更具有设计发挥的空间，
植物图案浪漫、优雅、律动、生机勃勃的，动物图
案可以性格狂野、可爱活泼，体现多种风格的装
饰美感。之所以样式化、
抽象、
几何图案占比较少
且反复浮动，
原因在于它们不像写实图案那样活
灵活现，这些图案大多是对造物的进一步的提
取、
简化、
变形与再造而形成的图形化图案，
更趋
于平面感和装饰感。刺绣作为一种传统工艺沿袭
至今，
象征美好、
吉祥，
多以动植物、
百姓生活、自
然风景等形式出现，
受到人类文明中形成的文化
其他图案
审美习惯的影响成为刺绣图案的主流，
以少量或者与写实图案共同出现的较多。

2.3 在 17S/S～18/19 F/W 时 装 杂 志《COLLECTIONS》中刺绣图案的大小比例与重复率
比较分析
从 17S/S耀18/19 F/W 时装杂志《COLLECTIONS》

中出现的刺绣的大小比例来看,占到服装整面积

10%以下的占 31.2%,10%耀30%的占 26.2%,30%耀

50%的占 22.8%,50%以上的占不到 20%, 尤其是

图4
Fig.4

Laura Kim/Fernando Garcia 18/19 秋冬系列

Laura Kim/Fernando Garcia 18/19 Autumn& Winter

从 17S/S 耀18/19 F/W 时 装 杂 志《COLLEC原

TIONS》中刺绣图案在女装中重复情况来看,有的

图案只在服装中出现一次，有的图案则以连续、
反复等形式重复出现，其中刺绣图案重复的占
56.1%,没有重复的占到 43.9%(图 5)。17S/S 春夏

80%以上的仅占 6.6%。2017S/S、
2017/18 F/W 季,

季反复出现的图案设计略高于不重复出现的图

案, 但 2018S/S 春夏季和 2018/19 F/W 秋冬季的

位的装饰，而这种情况下刺绣图案一般会以对

设计师在选择刺绣设计时很少使用大面积的图
刺绣比例呈增加趋势（图 3）。总体数据上看，大

面积的刺绣出现的并不多，因为面积过大的刺绣
设计对设计师以及着装者的要求会更高，把握不
所以并不
当可能会影响美感和与服装的协调性，
容易广泛的流行，较小的刺绣图案更加便于设
计。但是 2018、
2019 年中等偏大图案和偏小图案
在当年的比例中略微高与 2017 年，因为刺绣以
小形点缀型和中大形态所呈现的视觉效果是完
全不同的，小面积的出现可以增加美感、画龙点

案设计。在服装中，刺绣常常作为花边、
衣领等部
称、重复的情况出现，但我们可以看到 17S/S 春
夏后，
重复与不重复的比率有所接近，非对称、非
重复的设计也出现较多，这种类型一般是敢于打
破常规的设计，
刺绣在服装中也不再是传统的普
通装饰，
它的出现形式将更富于变化。重复图形
给人较强的秩序感，
常常出现的是连续图形或者
对称重复，如 Schiaparelli 2018 秋冬系列的这款
女装强调上衣部分的属于对称重复，这种对称重
复面积越大，
强调感越强，
看起来有威严、硬朗之

睛，中大形面积出现会对服装风格的影响较大，
比如 Laura Kim/Fernando Garcia 18/19 春夏系列
一个黑色外套上出现了大面积发散形植物叶子
的刺绣，
这件外套将不再是原来给人那种低调的
感觉了，
而裤子的小面积刺绣显得精致却不张扬
图 4 右边的这个套系用了面积适中的
（图 4 左），
彩色刺绣聚集形花卉图案，打破黑色的沉闷，给
人以一种内敛而时尚的风格。因此，刺绣本身可
以在服饰中充当装饰的同时，也可能会起到改变
风格的作用，
具有个性时尚感。

图5

在 17S/S耀18/19 F/W 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刺绣图
次数)
案的重复率比较(单位：

Fig.5

The proportion of repeat of embroidery pattern in the 17S/
S耀18/19 F/W fashion magazine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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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aparelli 2018 秋冬系列

Schiaparelli 2018 Autumn& Winter

图7

Laura Kim/Fernando Garcia 18/19
秋冬系列

Fig.7

Laura Kim/Fernando Garcia 18/19
Autumn& Winter

感（图 6）。非重复的图形，看起来更加具有自由

次数在同一件服装不同部位上出现的概率较多。

这种花卉的造型的装饰设计，让中规中矩的服饰

33.8%，其次是袖子、腰带到臀围线以上位置、中

感，Laura Kim/Fernando Garcia 18/19 秋冬系列
变得生动起来（图 7）。

2.4 刺绣的适用位置分析
2017S/S 耀2018/19F/W 出 现 在 时 装 杂 志

《COLLECTIONS》中，刺绣在 667 款服装中各自

不同的位置出现 1511 次,这说明刺绣出现种类和

图8
Fig.8

另外，刺绣出现位置最多的是上衣，占到了
部上方到臀围线附近位置, 这三项都在 15%左
右，接下来是中部下方到下摆底边位置，使用频

率最低的是领子部位，
仅有 7.1%(图 8)。由此可以

看出在刺绣在上衣的应用率较高，尤其是衣身部
分在服装的各个部位中的面积比率大，设计空间

在 17S/S耀18/19 F/W 时装杂志《COLLECTIONS》中刺绣图案使用位置比例的比较

(单位：次数)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on of embroidery pattern in the 17S/S 耀18/19 F/W fashion
magazine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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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度上受的限制较小，
而且它对上衣的局部

的意义。在大流行过后短时间虽不会再出现刺绣

有较强的装饰作用，领子出现频度最低，因为它

图案大面积的流行，但会像其他的时尚元素一

靠近面部对于着装者的脸型与皮肤状态要求较

样，
常规的出现在各季的服装设计中。因为经过

高，
不具备大众适应性，其他部位的数值较接近，

各大品牌设计师的演绎，
让刺绣以一种时尚的装

也会出现搭配衣身上的刺绣一起出现的情况，这

饰的形象停留在了大众的脑海中，不再仅仅是人

样更有呼应感。另一方面，刺绣图案出现的位置

们以往印象中的民族、传统的刺绣，而是将已一

不同也会对服饰的比例分割有所影响，
上衣部位

种独特装饰形式与现代服装融合、
创新。

的刺绣设计可让服饰整体有上升感，如图9 中的

混合型发展。刺
（2）刺绣图案的设计以多元、

Henry Holland 18/19 秋冬系列这件上衣，刺绣用

绣可以在无限的图案可能空间里表现出服饰的个

视觉强
在了胸部位置，
属于衣身部位偏上的位置，

性，
变的更有现代时尚感。写实与抽象、几何与

所以在设计中
调感上升，
增加了身高的比例美感，

样式图案，立体刺绣与平面印花等等混合组合

也运用的较多。 刺绣在连衣裙、
半身裙中的运用

搭配，以及不拘于位置与频率的限制，以重复与

所以也比较适合
也较多，
这部分衣片面积也较大，

非重复、对称与非对称并存，但却可以协调呼应

大面积的使用，例如图 10 中 Anna Sui18/19 秋冬

的设计出现，用来强

系列连衣裙底边运用了花鸟刺绣，然后用竖向曲

调服饰细节优 化或

线条连接，让整个服装并没有下坠感，看起来飘

突出款式，打破传统

逸。因此刺绣位置的设计对服装的比例美和强调

与现代设计结合反

美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而能营造出个性化、
时尚感，在服装中以
多元的、
混合的形式
存 在 。 Dolce&Gab原
bana 品牌以大面积

的刺绣受到了时尚人
士的喜爱，在刺绣的
设计上也较为有特

色，
图 11 中是 Dolce
& Gabbana 2017 春

图11 Dolce&Gabbana2017 春夏系列

Fig.11 Dolce&Gabbana 2017 Spring&
Summer

夏系列的套装，运用
了感性、
随意的花卉
图案与理性的线
图 9 Henry Holland 18/19 秋冬系列 图 10 Anna Sui18/19 秋冬系列

Fig.9

Henry Hollan 18/19 Au原 Fig.10

tumn& Winter

3 刺绣装饰的流行预测

Anna Sui18/19 Au原
tumn& Winter

（1）由大面积流行到理性的回归设计。2017S/

S耀2018/19F/W 出现在时装杂志《COLLECTIONS》

条、粗格等刺绣混
搭在一起，看起来
较 有 乱 中 有 序 ，画
面感非常丰富。这
种大面积的刺绣混
合设计更需要几

中，女装上的刺绣图案设计分析结果来看，刺绣

何、样式图案或线

设计在近几年服饰中出现频率较高，尤其是在

条的调和。混搭风

2017 年风行后，刺绣图案的流行热潮在渐渐走

格的设计也可以说

低，但是它作为一种源于传统工艺的装饰元素，

是简单与复杂的调

并不会像其他单品那样过时，
而是会赋予它更多

和，如图 12 GUCCI

图 12 GUCCI 2016 秋冬系列

Fig.12

GUCCI 2016

Winter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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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秋冬系列中的动物与中间的曲线图形呼应，

同时，形成一种低调的风格，例如图 13 中 Cre原

服，也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品。 刺绣的多元、

和腰部做了点缀精致的刺绣设计，还有图 14 中

充满了氛围感，让服装本身不单单是普通的衣
混搭让服装的图形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3）刺绣将以低调形和夸张形为主流风格。传

ative District 2020 秋冬系列，设计师分别在领部

2020 纽约时装周 Tory Burch 秋冬系列中的白色
套装，仅仅在领部做了立体花，让服饰变得不再

统的刺绣图案在服装中经常会以大面积的形式

苍白。但是个性的刺绣服饰，
则更倾向于偏大的

出现，与传统款式相呼应，会具有较强的民族风

刺绣，朝着显著型、
夸张型的方向发展，满足个性

却可以让这种
格。但是，
刺绣与现代服装结合时，

女性一族的需求。例如图 15 中2020Brock Col原

民族元素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更令人期待的是因
为刺绣而形成的新风格感。从大面积的应用还是
小面积点缀都将具有很强的风格感，大众的刺绣
增加服饰美感的
服饰更多以小装饰的形式出现，

图 13
Fig.13

Creative District 2020 秋冬系列

Creative District 2020 Autumn&
Winter

图 15
Fig.15

2020Brock Collection 秋冬秀场

Brock Collection 2020 Autumn&
Winter

lection 秋冬系列中灰底配上黑色的碎花刺绣，大

面积有节奏感的设计，
让这套黑灰系列显得个性
而神秘，又如图 16 中 Chanel2020 早春系列，艳
丽的大花刺绣让素雅的服装变得华丽而张扬，更

Tory Burch 2020 秋冬系列

图 14
Fig.14

Tory Burch 2020 Autumn&
Winter

图 16 Chanel 2020 早春系列

Fig.16

Chanel 2020 early Spring

服饰与传播：
媒体研究

加吸引眼球。刺绣，
这个具有传统感的装饰，
与现
代服装融合的是为了以一种时尚元素的形式存

87

17 年春夏服装 COLLECTIONS 中女装中出现的
频率是最高的，
18、
19 年有所下降，
但是刺绣会作

在，
中规中矩的设计或者说中庸的设计对于丰富

并且
为独特的时尚元素出现在现代女装设计中，

现代服装的意义不大，并且还容易引发俗气之

图案与设计形式会朝着多元、混合化发展，而且

感，纵观各大时装周的刺绣设计出现形式，时尚

刺绣装饰将会以朝着具有风格引领性的时尚元

流行需要的是它的点睛之力，
因此它将以这种角

素角色发展。

色存在在设计中。

4 结语
本文以刺绣装饰的用语定义和装饰技法的
种类、
装饰材料及刺绣装饰的技法应用等为中心
进行了文献考察,并对文献及专业书籍的理论研
究和国际时装 COLLECTIONS 进行了分析。对

2017S/S,2017/18F/W,2018S/S,2018/19 F/W 季 的
刺绣装饰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女装刺绣装饰在连衣裙上出现频率最
高,其次是夹克和衬衫。连衣裙的特点是上衣和
下衣合二为一,而刺绣的特性是色彩和色彩丰富,
刺绣的运用可以使连衣裙的设计多样化。第二，
刺绣图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图案是动植物等生
物和自然现象,人工物体等，
这与刺绣源于传统文
化有关,特别是传统花纹在现代服装中使用的图
案所占比率很高，
这种刺绣可用于女装设计,体现
传统美与时尚的融合。第三,刺绣使用大小分析
结果来看，
小面积使用范围占较大比重，
但是 18、

19 年有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第四,从刺绣的应用

位置来看,虽然用于衣身位置的最多,但也出现了
和其他部位共存的形式。总体看来，
刺绣装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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