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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图案的构图形式
肖
位纯洁，

红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西安 710048）
摘 要: [研究意义]为了更好的归纳云锦图案的构图形式，了解云锦图案构图形式背后的作用与意义。[研究方法]通过文
献查阅法、资料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对云锦图案进行了构图形式的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由于表达的内容、
运用的领域以及服务对象的不同，云锦图案可分为补子图案、散花图案、缠枝图案和锦群图案，其构图形式对应可分为
是云锦图案的形成基础。
独立式、自由式、连续式与组合式。云锦图案的构图形式在统治阶级中起到了美与实用的作用，
构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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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sition Form of the Pattern of Yun Brocade
WEI Chunjie，
XIAO Hong

（School of Apparel and Art Design，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710048，
China）

Abstract: It is to better summarize the composition form of the Yun Brocade pattern, and understand the effect and meaning
behind the composition form of the Yun Brocade pattern.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data analysis method,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Yun Brocade pattern was analyzed and researched.[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原
sions] Th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expression content, application fields and service objects, the
Yun Brocade patter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Buzi pattern, the scattered flower pattern, the tangled branch pattern and the
brocade pattern. In terms of their composition form, their style can be divided into independent, free, continuous and com原
bined respectively. The composition form of the Yun Brocade pattern has played a beautifying and practical role in the ruling
class, which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Yun Brocade pattern.
Key words: Yun Brocade; pattern; composition form

“造型艺术”
，在
在《辞海》中对构图的解释为

《南京云锦》[4]、
王宝林所著《南京云锦》[5]、黄能馥所

图案设计中被理解为设计者为表现主题思想和

著《中国南京云锦》[6]、林雨纯所著《南京云锦图案

美感，
在一个平面安排和处理元素之间的关系与

的传承与创新》[7]、申辉和王玮所著《基于南京云

位置，
将个别或者局部的形象组成整体的艺术形

锦图案的文化产品创新设计研究》[8] 等理论文献

象[1]。在云锦图案设计中也是如此，
云锦图案的组

多注重研究云锦图案的历史与图案意义及其传

成包括题材内容、
色彩、
构图形式三大方面。云锦

承与应用，
缺少对云锦图案构图形式的探索。每

[2]

作为专门为皇室生产的御用品 ，有着深厚的历

一副精美的云锦图案都运用了基本的点、线、
面的

史文化底蕴，因此云锦图案被部分学者选为研究

构成方式，
最终形成了千变万化的画面[9]。所以本

对象。其中徐忠杰所著《南京云锦史》[3]、
金文所著

文认为构图形式是云锦图案形成的重要骨骼因
素，是将元素题材与色彩效果进一步凸显的基
础，
是研究云锦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图案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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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陈之佛先生就曾在他的著作 《图案法 ABC》[10]

中提到过图案的构图模样组成包括单独模样与
连续模样，
在连续模样中他又提到了散点模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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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图案、
连续图案和综合（组合）图案三大类

纹样图案。在团龙补子图案中又可分为正龙补子

展示陈列馆与
别。本文通过对云锦相关博物馆、

与行龙（坐龙）补子。如图 2 所示，为正龙补子图

销售场所的实地调研与书本资料查阅共搜集云

案，图中龙头高抬、龙嘴大张、双目圆瞪、龙角高

锦图案图片约 1，
000 余张，
并对云锦图案的构图

举、龙须呈放射状以正面示之，龙身蜿蜒盘旋托

形式进行深入研究，
归纳了云锦图案的构图形式

举龙头，五只龙爪分布四方，传达着稳坐江山的

类型。

皇家思想。在龙身周围分布着祥云、
火焰、火珠、

1 补子图案的独立式构图

江崖海水等与龙形象相关的元素，增加龙的形象

皇家宫廷服
由于云锦图案是皇家御用图案，
饰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
—统治者用以维护
[11]

皇（王）权、区分社会等级的一种手段 。补子图
案便是统治阶级划分等级尊卑的象征。所以在云

化与威严度。如图 3 所示，便是行龙补子图案，行

龙与正龙补子图案的主要区别便是龙头的角度
侧面
差别，
行龙的龙头为侧面龙头。如图 3 所示，
龙牙尖锐、龙须
的龙头，
张开的龙嘴中龙舌卷曲、

锦图案中便出现了独立式的补子图案构图。在封

耸然，
龙眼龙角上下排列，
视线向侧面视之，龙身

建王朝中皇室与官宦一族前胸或者后背分别装

龙爪和图 2 基本相似。图 4 与图 3、图 2 相比主

饰一块有鸟兽的圆形或者方形图案［图 1（a）、图

要为龙头的位置与龙身的动态变化的不同。

可分为圆补与方补。
“天圆地方”
，
故圆补只可皇

上贴合与现代的适合纹样，但是又与适合纹样存

室一族通用。

在着区别。圆形补子图案构图更加的复杂、丰富

1（b）]，以图案的不同代表着官衔的高低 。补子
[12]

独立式的补子图案构图注重四平八稳，
基本

且松散。一般而言，圆形补子构图可分为主体纹
样紧凑居中与主体纹样分 散居中两种结构形
式。其中主体纹样紧凑居中（图 5），以独立式的

圆形为创作的骨架，将主体纹样紧凑有序的排
列在圆形构图的正中心位置，为了适合和突出

(a)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 (b)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 年）
文一品夫人补服背

年）皇帝衮衣

图1
Fig.1

圆形骨架的独立形状，在此构图的边缘位置以
大小不一的图案适合地围绕着主体纹样，从而
形成了一个圆滑的圆形边框。在此构图中为了

清代补服

增加其丰富性，还在其它空白部位增加一些可

Pictures of clothes in Qing Dynasty

由于皇帝专用的原因，
所以圆形补子图案中

以均衡整个图案构图的小型纹样。相比较主体

的主要元素为龙纹图案，一般也被人们称为团龙

纹样紧凑居中构图形式来说，主体纹样分散居

图 2 （清）青地云龙四团纹妆花

图4

图 3 明黄地云纹团龙孔雀羽

缎朝褂织成料
Fig.2 （Qing Dynasty）material for

mandarin jacket of zhuang
hua satin with the cloud
and coiling dragon pattern
on cyan ground

织金妆花缎龙袍料
Fig.3

Dragon robe material for
gold

zhuanghua

satin

and the pattern with

dragon

on bright yel原

low ground

红地团龙织金妆花缎龙

图5

袍料图案
Fig.4

Dragon robe material for
gold zhuanghuasatin and
the pattern with dragon
on red ground

主 体纹 样 紧凑 居中 构
图形式

Fig.5

The compact central

composition

of

main body patter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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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形式
Fig.6

The dispersed and cen原
tered composition of the
main body pattern

Fig.7

石青 地一 品文 官 仙鹤

图8

纹方补图案

Fig.8

大红地獬豸补子织金缎 图 9
Gold-woven fabrics with

方补

the pattern of Xiezhi on Fig.9

Yipin officials square

red ground

supplement pattern wi-

th crane design on the

明黄地织金妆花缎正龙
Zhuanghua and gold-wo原
ven satin with the pattern

of dragon on bright yellow

stone blue ground

ground

中构图形式（图6）的唯一不同便是主体的构图形

方形补子以一组四面相同的连续式纹样将整个

象更加生动多变，但是主体纹样紧凑居中的构图

构图圈在其中，
为主体纹样形成了一个连续式的

形式更加稳重、
大气，
更加能够彰显皇室威严。

独立边框。

相比较独立式的圆形补子，
方形补子更加多

独立式的补子图案构图大部分是为了区分

见，由于方形补子多为官宦的服装，所以种类繁

身份、
彰显地位。独立式构图的均衡与否指的是

多。在明清时期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用不同的瑞兽

纹样各部分力量分布的状况，
追求的是一种平衡

图案镶嵌在官员的服饰上对官员的等级进行划

庄重、
的美感[14]。这样的补子图案让人感觉安静、

分。文官补饰为飞禽，以示文明，武官补饰为走

严肃、平衡、稳定，这与统治者的思想不谋而合。

[13]

兽，以示威武 。此时也正是云锦为皇室服务的

于是独立式的补子图案构图便成为了专为皇室

鼎盛时期。如图 7 所示，
便是一品文官方补图案，

和官宦服务的云锦图案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图

用代表一品文官的仙鹤图案居中放置，仙鹤脚下

形式。

江崖波浪汹涌翻滚，仙鹤抬头视线紧盯红日，
象

2 散花图案的自由式构图

征着官员一心为皇帝分忧解难的忠诚，仙鹤四周

散花构图形式是云锦中最为自由的构图形

加入一些既具有吉祥寓意又能增强整个画面美

式，多用于服饰的边缘做小部分配图来运用，以

观的辅助图案纹样。图 8 与图 7 的主要区别便是

此增加云锦图案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在整个云锦

将仙鹤纹样换獬豸瑞兽。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在

图案中最自由、
最热闹、
最自然的当属散点式散花

在传统图案中
云锦中有一个代表性的正龙方补，

图案（图 11～ 图 12）。它是由众多大小不一的相同

是鲜少出现的(图 9）以正龙形象盘踞方补中央，

或者不同元素纹样以散点的形式分布开来组成散

正面龙的形象突出表现了统治者的威烈。

通过对独立式方形补子的深入研究，发现方
形补子，
构图形式相对单一。在独立式的方形补
子构图中，仍然采用的是四平八稳的构图形式。
如图 10 所示，凸显官职的主体纹样在独立的方

形中居中放置，其外围也有一圈适合其主体纹样
同时又形成一个方形的边缘结构。再加上填补空
缺平衡画面的其他元素纹样组成整个构图。但是
方形补子图案的构图中有两点是其特有的：淤在
整个独立构图的中下方近乎三分之一的部分会
出现连续式的满底构图，在画面中充当了衬托主
体纹样的作用。于为了更加丰富独立式的特点，

图 11 （清）月白缎织彩百花飞
图 10
Fig.10

蝶夹衣

方形云锦补子图案
构图形式
The pattern composi原
tion form of square
supplement pattern
of Yun Brocade

Fig.11

(Qing Dynasty) Satin

clothes with the pat原
tern of flowers and
flying

butterfly

moom white ground

on

服饰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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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Fig.12

图 13 （清）蓝地灯笼纹锦（正面）

散点式散花构图形式
Composition

form

scattered flowers

of

Fig.13

（Qing

Dynasty）brocade

with the lantern pattem
on blue ground (ob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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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清·光绪）绛色地折枝牡
丹纹织金缎
Fig.14

（Guangxun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Gold woven

side)

satin with the plucked

peony pattern on crimson
ground

点式散花构图骨架，排列方法并没有刻板的定
义，
设计时根据实际需要，
可以灵活地变化运用，

单纯、
整齐、
清晰的特点［图 15（a）、
15（b）
］。

为了增加云锦图案的丰富性就出现了将多

相互之间不建立任何的连接与规律，唯一的衡量

元素纹样进行有规律重复排列的自由散点式构

标准就是排列之后的视觉效果是否均衡、舒适、

图。如图 16 所示，以花卉元素为主体来看，它的

美观，但是在整个画面中会出现一定的留白，容
易显得简单、
呆板、
生硬。
由于云锦图案服务皇室和官宦的独特定位，

上下左右环绕的分别是与自身不相同的文字元
素。而如图 17 所示，以中部吉祥文字元素作为中
心，环绕在其上下左右的元素中，左右的元素是

在自由的散花图案构图中以有规律的构图形式

与其本身相同的元素，只有上下的元素不相同。

居多。按照元素纹样的不同，可分为单元素与多

由此便形成了图 18（见下页）这样多元素纹样的

元素的散花式构图形式。如图 13 所示，
便是运用
单元素灯笼以直线为骨架结构依次上下左右重

3 种自由散点式构图。

复排列。图 14 中两个相邻的折枝牡丹元素之间

相隔一定的距离，
并且在第二个直线单元中呈现
与第一排牡丹元素相互错位的排列形式，接着每
个横向单元以此为规律进行重复排列。图 13 和

图 14 就是单元素散花式构图的两种最为常见的
运用形式。单个元素在一个画面中进行有规律的
重复出现，
这样的构图形式与相互不具有连接关
系的二方连续纹样构图相似。这种构图形式具有

图 16

(清·同治）蓝地花卉 图 17 （清·光绪）品蓝地八吉祥

团寿纹妆花缎
Fig.16

团寿纹妆花缎

（Tongzhi Reign of Fig.17
the Qing Dynasty）
Zhuanghua

(a)
Fig.15

（b）
图 15 单元素的散花式构图形式

Loose pattern composition of a single element

satin

（Guangxun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Zhuanghua
satin

with

the

eight

with the flower and

mascot and the character

shou"(longevity)pat原

on royal blue ground

the

character

"

tern on blue ground

"shou" (longevity)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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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包裹式缠枝图案构图
（a）

（b）

（c）

Fig.21

图 18 多元素的散花式构图形式
Fig.18

Composition of wrapped twining pattern

A scattered composi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3 缠枝图案的连续式构图

云锦缠枝图案指单位图案在一个水平方向
或者垂直方向上互相产生连接穿插的相互关系，

图 22
Fig.22

并保持着单位图案的视觉效果与形状的特点。连

串联式缠枝图案构图

Composition of series twining pattern

续式缠枝图案的构图形式是云锦图案中非常美
观的一种形式。
连
缠枝图案需要单位图案的连接非常紧密，
续的秩序感非常强，以达到连续不断的视觉效
果。缠枝式构图中的主干缠枝柔软细小，变化多
样，
非常灵活。在云锦老艺人中就有这样两句口
诀
“梗细恰如明月晕，莲藤形似老苍龙”用来形容

(a)

缠枝式构图的特点[15]。其中连续的形式可概括为
包裹式缠枝图案与串联式缠枝图案。具有代表性
的云锦包裹式缠枝图案便是云锦包裹式缠枝宝
相花图案（图 19），
细长弯曲的枝条将造型浑圆饱

满的宝相花连接包裹起来，形似祥云的花叶也围
绕在宝相花的四周形成一个完整的单位图案，然

(b)

图 23 云锦串联式缠枝花卉图案

Fig.23

Series twining flower pattern of Yun Brocade

图形式便是包裹式缠枝图案构图（图 21），
在云锦
图案中非常多用。串联式缠枝图案是通过缠枝将

单位元素图案进行有规律重复地串联 （图 22）。
同样在串联式缠枝图案中也会出现一 些不同

后通过枝条的延展将整个图案连接在一起，
形成

图案效果便显得越
（图23）串联的单位元素越多，

了一副非常完整且附有规律性的图案。对比来看

生动热闹。串联式缠枝图案和包裹式缠枝图案相

图 20 就没有图 19 的秩序感与整体感强，这都是

规律性一目了然。
比要更加地清晰、
明朗、

由枝叶包裹的紧凑度与单位图案之间的距离来
决定的。所以以缠枝为骨架将单位元素图案缠绕

4 锦群图案的组合式构图
锦群图案又名“天华锦”或“添花锦”(取“锦

起来，
并且在缠绕的过程中会在单位元素周围形

之意)。锦群图案构图是云锦图案中构图
上添花”

成包裹，
这样连续性和视觉丰富性都非常强的构

形式最为复杂且最为丰富多样的组合式构图。云
锦图案由于服务于皇室，所以图案布局缜密，以
固定的程式手法进行规划设计[8]116。整体构图形
式均采取相对严谨的构图形式，有着特别严密的
组织结构。相比较其他图案的构图形式更加注重
章法，其中“四方连续、八面接章”是云锦图案中
运用最为广泛的构图形式[16]。锦群图案构图有着

图 19
Fig.19

云锦包裹式缠枝宝 图 20

明黄地凤穿缠枝牡丹织金妆

极其丰富多样的骨架结构。锦群图案的基本构成

相花图案

花缎

形式是用圆形、
方形、
菱形、
八角形等各种几何图

Yun Brocade with Fig.20

Zhuanghua and gold -woven

pped twining and

phoenix and wrapped twin

the pattern of wraBaoxiang design

satin with the pattern of
ing on bright yellow ground

形进行有规律的交错重叠，
组成富有变化的锦群
式骨架[17]。
锦群图案构图任选一个单元纹样其内容都

服饰与艺术：
艺术探析

图 24 正方形单元纹样构图形式
Fig.24

Pattern composition of

(b)四达晕天华锦

(a)明黄地钱纹缠枝宝相花天华锦

67

(c)黄地云龙纹天华锦

图 25 正方形单元纹样锦群图案

square unit

Fig.25

异常丰富。在云锦图案中一般以一个正方形或长
方形作为一个单元。如图 24 所示，
在正方形单元

patterns of square unit brocades

（图 27）。图 26 在构图形式
上更加变化多样，从整体

图案纹样中，用八角形、圆形、方形作为骨架结

来看虽然也是完全对称式

构。从整体上看是一个完全轴对称的极其富有规

构图 ，但 此 构 图 形 式 以

律性和整齐度的十字形构图形式。人类对于对称

“米”
字为骨骼对元素进行

式构图有着上千年的感受与追求，对称是人类最

连接。各个几何图形内的

[18]

容易接受的构图形式 。再从局部内容来分析。在

图案都异常丰富，出现了

整个构图中虽然重复部分很多，但是所运用的元

很多套叠的图案组成，主

素图案非常复杂。在最大的几何形骨架中填充的

要表现为图案之中还有图

也是较大的主体纹样，这样有助于更好的突出主

案的构图形式，使得每个

体题材；在小面积的几何形骨架中也各绘有不同

局部纹样本身都十分多

图
的元素图案，
从骨架上来看整体效果和谐统一，

样，然后将其按照骨架结

案构成繁复规矩、变化丰富。如图 25 所示三个

构进行对接拼合，便形成

图 27 长方形单元纹样构
图形式
Fig.27

Pattern composition
of rectangular units

图，
便是锦群图案中以正方形为一个单元图案纹

一个完整而华丽的单元纹

样的实例，我们对比三幅图案可以发现，它们的

样图案；最后将单元纹样进行上下左右连续接章

共同点是选用了圆形、方形、八边形等为主要骨

排列，
就可达到一个繁而不乱的炫目效果。

骼，然后进行相互的搭配连接组合，组成一个正

5 结语

方形的对称的单元图案的框架，
然后在每个图形

由于云锦图案专为皇室和官宦服务的特殊

中进行不同元素的填充。将正方形的单元纹样进

性，
所以其构图形式都是围绕着皇室和官宦的需

行上下左右的连续接版，组成一副整体图案。它

要而形成的。因为统治思想上的需要，出现了主

们的不同点是所选择的组

要服务于皇室与官宦一族的补子图案的独立式

成 骨骼结 构的 几何 图形

将朝野等级进行
构图和锦群图案的组合式构图，

不同，以及排列方式的不

划分的同时又彰显皇室的地位；
因为统治生活上

同和填充元素的不同。这

的需要，
出现了统治者与人民大众都可以使用的

样 就使得它们在视 觉上

散花图案的自由式构图与缠枝图案的连续式构

给人的效果大不一样了。

图，
满足实际生活需求的同时又体现出对于美的
构图形式都起到了骨架
追求。在任何的图案中，

与正 方形 单 元 纹 样
构图形式相比，长方形单
元纹样锦群图案（图 26）
所需要的元素更加多，组

合起来也更加丰富美观

图 26
Fig.26

红地牡丹纹天华锦
Tian Hua brocade
with

pattern
ground

the

on

peony
red

的作用，
在云锦图案中也是如此。在云锦图案中
没有构图骨架的支撑，元素图案都将无处安放；
没有构图骨架的支撑，
“逐花异色”的光辉都将无
法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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