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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研究
田思博，王 勇
（大连工业大学 服装学院，大连 116034）
摘 要院[研究意义]在洛丽塔传入中国后，这种具有包容性的风格很快与中国元素相结合，不仅丰富了洛丽塔服装的表
实践法分析洛丽塔服饰与
现形式，
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元素在国际时尚舞台的传播。[研究方法]文章运用文献法、
案例法、
汉服、
旗袍元素的融合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
中国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应用的形式是多样的，
最常见的主要
有汉服元素的应用和旗袍元素的应用。汉服元素与旗袍元素在和洛丽塔服装进行融合的同时要在保留洛丽塔服装最基
本特征，
要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选择汉服和旗袍中合适的元素与洛丽塔服装进行解构重组，尝试创新，
可以产生出更加具有民族特色，
民族文化的洛丽塔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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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Elements in Lolita Clothing
TIAN Sibo, WANG Yong

(School of Fashion，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alian 116034 China)

Abstract: After Lolita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is inclusive style was soon combined with Chinese elements, which not
only enriched the expression of Lolita's clothes, but also helped promote the spread of Chinese ele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stag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sion method of Lolita's clothing with Han clothing and Cheongsam elements by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case study and practice method.Chinese elements are applied in various forms in Lolita clothing, the most
common being the application of Han clothing elem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heongsam elements. The elements of Hanfu
and Cheongsam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lolita's clothing while keeping the most basic features of Lolita's clothing.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hould be adhered to. The appropriate elements of Hanfu and Cheongsam and
Lolita clothing can be deconstructed and recombined to try innovation, so as to produce lolita clothing with mor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e.
Key words: Lolita costume; Chinese elements; Lolita with Chinese features

洛丽塔服装风格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充分的发展并流行，
在中国少女人群中也越来越

具有亚文化特色的年轻化服装风格。其服装的原

animation、
漫画 comics、
游戏 game）文化和电影等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日本街头青年发起的一种

普及[2]。在 21 世纪初，
洛丽塔风格通过 ACG（动画

型借用了文学作品《洛丽塔》中主人公的形象，以

传入中国。例如日本动漫《百变小樱》
《美少女战

选取洛可可
18 世纪欧洲洛可可宫廷服装为基础，

士》等中人物角色的华丽服装造型都具有洛丽塔

式造型的精髓，在传入日本后经过改良演变而

元素，受到许多青少年的喜爱与追捧，为后期洛

成。洛丽塔服饰文化虽起源于西方，
但发展及兴

丽塔服饰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受到动漫角

[1]

盛在东方 。近年来，
洛丽塔服饰不仅在日本得到

色扮演的影响，
2001~2004 年国内涌现出一批最

早的洛丽塔服装爱好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元素在世界时尚舞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洛丽塔服装在传入中国后也开始融入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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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丰富了洛丽塔服装的表现形式，也为其注入
了时代感和活力，同时也是对经常吸纳其他元素
的洛丽塔服装风格的创新。目前国内具有中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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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洛丽塔服装设计越来越多，
但针对中国元素

塔时尚需要相结合，
要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

在洛丽塔服装中应用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存在

一的原则，
选择合适的方式将汉服元素与洛丽塔

研究空间。本文主要通过从汉服和旗袍的造型元

服装相融合。设计师需要关注的不是单方面，要

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进行归纳整理和分类

从概念入手，不能只是简单的照搬版型款式，要

描述，总结设计方法，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元素

注重风格之间的融合，
在融合的同时我们也不能

与洛丽塔服装相结合，
产生出更加具有自身民族

丢掉洛丽塔服装的本质特征，
要在保留洛丽塔服

特色、民族文化的洛丽塔服饰，更好的弘扬中国

装最基本特征的前提下，
打破以往洛丽塔服装规

传统文化。

范设计框架，
把汉服造型元素与洛丽塔服装进行

1 汉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
1.1 汉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原则

解构重组，
重新设计，
加入吸纳的汉服元素。单纯

廓形，是服装风格的基本语言，最能体现流

候要符合现代洛丽塔爱好者群体的审美，既遵循

爱好、
品位[3]。洛丽塔服装的
行及穿着者的个性、

又创新，既有洛丽塔服饰风格特征，又有明显的

基本廓形是 X 廓形，
这种廓形主要塑造了稍宽的

汉服元素，
对洛丽塔服装重新演绎。例如洛丽塔

的特征。洛丽塔服装在总体上注重局部细节的装

可分为短袖、
中袖、
长袖。款式上分为泡泡袖，飞

肩部，收紧的腰线和自然的臀型，具有优美浪漫

在设计的时
的照搬会显得洛丽塔服装呆板生硬，

款式中的 op 款式，主要指有袖连衣裙，袖子长度

饰，
色彩单纯而细腻，
强调服装造型表现力[4]。运

可用蝴蝶结，蕾丝等进行
袖等，装饰一般在前襟，

蝴蝶结、
缎带等欧洲
用大量的蕾丝花边、
荷叶边、

装饰，上半身主要采用贴合身体的曲线剪裁，下

宫廷元素进行装饰，
表现出成年人对青涩女孩的
向往。具体来讲颈部领口会使用大量的蕾丝花边
进行装饰，衣身多用曲线造型夸张臀部，采用宽
松的裙摆和裙撑（图 1）。这一廓形在与汉服的融

合中也进行发展变化，
并遵循一定原则。

半身采用宽松的裙摆。由于 op 款式不用内搭，在
领口设计上也有创新，
主要有高领和低领并配有
蕾丝花边，荷叶边等进行装饰（图 2）。这个款式
和汉服中的儒裙有些相似之处，
廓形上都采用 X

廓形，可以在领口和袖口等地方融合汉服元素进
行设计。融入汉服元素的洛丽塔服饰包容度更
高，融入的中国元素更广，但是在辨识度上可能
会低于旗袍元素。

图 1 古典玩偶的“少女人形”
Fig.1

"Maidenform" of Classical Doll

汉服作为中国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传统民族服饰的一个整体，在形制和制作方式
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
上都深受朴素的
“天人合一”
形制上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美[5]。将汉服的形制元

图2

Fig.2

古典玩偶的“公主预备役”

"Princess Reserve" of Classical Dolls

素合理地运用到洛丽塔服装的设计中，
可以赋予

1.2 汉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方法

洛丽塔服装独特的美学价值。但是在与洛丽塔服

洛丽塔服装风格主要依靠服装外轮廓与各种

装融合设计运用中要懂得取舍，
将其精髓与洛丽

装饰细节的独特产生出独具魅力的服装风格[6]。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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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的中的应用方法主要

荷叶边进行装饰，在融合汉元素同时也保留了洛

有两种：
直接运用和替换再生。例如局部直接运

丽塔服装的特点。

一字
用汉服形制元素，
领口采用右衽、直领对襟、

笔者利 用汉服

襟、立领等汉服元素领口设计；袖口可以直接替

造型元素设计了一

换成汉服的广袖、垂胡袖、琵琶袖、方袖等；整体

它在
套洛丽塔服装，

上融合儒裙款式特征，
对洛丽塔服装的款式进行

廓形上依旧是 X 廓

改良再生，提高裙身腰线，下半身采用宽松飘逸

形，
上身合体下身宽

的裙摆，拉长身线；在剪裁方式上也选择汉服特

松，
但此款上身采用

有的平面剪裁，
在配件装饰上可以将汉元素配饰

吊带设计，配有云

与洛丽塔服装相结合。

肩。云肩立领，
采用

“昙花水母”
，它参
图 3 是四叶工房工作室的

四方云肩，
装饰祥云
图 5 凤鸣 1

照传统汉服中的儒裙制进行融合，领口采用汉服

纹样，体现四方如

形制直领对襟的设计，袖子采用汉服形制的广

意，
事事顺心。廓形

袖，廓形上融合汉服儒裙形制提高腰线，保留传

上与汉服儒裙服制相融合，提高腰线，采用其腰

统汉服裙装腰间系带的特征，裙摆采用单层，并

间系带的特征作为装饰；采用宽松飘逸的裙摆，

配有双层罩纱，显得年轻飘逸，在配饰上保留了

配有罩纱展现飘逸灵动之感；裙摆处加入洛丽塔

洛丽塔服装中常用的蝴蝶结元素，并增加了汉元

服装特有的褶皱，
蕾丝进行装饰（图 5）。

素流苏和飘带进行装饰，
服装整体既有汉元素融
合又不失洛丽塔服装特征。图 4 是 Uwowo 家的

“游园会”
，
它是一款融合了汉元素的中华风洛丽

Fig.5

Feng Ming（1）

2 旗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
2.1 旗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原则
旗袍作为经典的中国传统服饰，符合中国传

塔，在款式上同样参照汉服中的儒裙进行改良，

统审美，
表现出一种规整、
含蓄和端庄的形象，与

领口采用直领对襟的设计，袖子采用汉服形制的

内外统一[7-8]。
中国女性温婉内敛的个性遥相呼应，

方袖，
袖子外层花瓣造型，
错落有序，廓形上提高

中国旗袍本身具有装饰性和实用性，如何将其精

腰线融合齐胸儒裙的特点，使人看起来上身长下

致美很好地融入到洛丽塔服装的设计之中还需

身短，
拉长身线，
双层裙摆宽大飘逸，在配有飘片

也是
要极大考验设计师的创作功底与设计灵感，

和流苏更表现出汉元素特点。但是此款在融合汉

一个重要的设计问题。为此旗袍元素在洛丽塔服

元素的同时也保留了洛丽塔服装的基本解构，
X

装中的运用要灵活、客观，既要满足洛丽塔群体

廓形，在胸部保留了洛丽塔服装的胸型特点，袖

消费者的喜好，
又要满足洛丽塔服装设计的基本

口虽然进行了改良，
但仍然保留洛丽塔服装中的

原则。如果完全采用旗袍的款式可能就失去了洛
丽塔服装的本质，
如果元素太少又不能很好的体
现旗袍与洛丽塔服装的融合，为此在洛丽塔服装
在与旗袍元素融合的同时要讲究一定的技巧性，
两者缺一
要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
不可。在旗袍元素洛丽塔服装设计的过程中要明
确，旗袍元素是为洛丽塔服装设计服务的，设计
要基于洛丽塔服饰风格，但又要加入吸纳的旗袍
元素特征，
要将其元素造型合理的与洛丽塔服装

图3
Fig.3

四叶工房工作室的“昙

图4

花水母”

Fig.4

"Epiphyllum jellyfish" of
the Four-leaf Workshop

Uwowo 的“游园会”
"Garden Party" of
Uwowo

结合，为此选择合适款式进行融合，满足洛丽塔
爱好者对于洛丽塔服装设计多样化的心理需求。
例如洛丽塔服装中的 JSK 款式，主要是指背

心裙、吊带裙，此款洛丽塔服装的装饰主要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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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区域，
通常也是整件服装设计的重点。此外，腰

领口处为了体现旗袍元素，
可以直接运用旗袍中

在裙摆的设计上
部的设计通常有小高腰和正腰，

的立领和盘扣元素，
在腰身处融合旗袍的开衩元

花瓣裙摆、提拉抽带
款式也较多，
包括蛋糕裙摆、

素，使裙摆形成多片造型。传统洛丽塔服饰的袖

式裙摆等（图 6）。这种款式更适合与旗袍元素融

子主要有长袖或泡泡袖并且袖口多荷叶边、蕾丝

合，
廓形主要还是以 X 廓形为主，
收腰设计，体现

花边、蝴蝶结等，在带有旗袍元素的洛丽塔服饰

洛丽塔服饰的宽松下摆，
裙摆处也可以加入旗袍

中这些元素依旧会保留，
但是会在衣袖中加入更

的开衩元素，采用多片式裙摆，在领口处为更体

多的元素，例如镶边、盘口、吊穗等，并且出现和

现旗袍元素，可加入旗袍假领。在较为正式的洛

旗袍袖口相似的短袖或者无袖。

丽塔服装中，直接穿无袖连衣裙被视为不礼貌的

例如图 7 是四叶工房工作室的“鹤春”洛丽

行为，一般都会搭配内搭，但是这种款式与旗袍

塔。在款式上，
上半身融合旗袍款式造型采用较

融合后有所改变，在里面不穿内搭也是可以接受

为合体的设计，展现出女性的曲线美，下半身保

的。旗袍元素与洛丽塔服装的融合是多样的，同

留洛丽塔服饰宽松的裙摆，收紧腰身，体现出 X

样可以与洛丽塔服装中 op 款式进行融合，领口

廓形；在领口处，
采用旗袍立领，并加入盘口作为

袖口也可以进行旗袍元
直接替换成旗袍立领等，

装饰；袖口直接选取旗袍中的无袖设计；腰身融

素融合，
加入旗袍元素的洛丽塔服装设计更加多

入旗袍开衩元素，
裙摆成多片造型。图 8 是古典

样化，变化更多，也受到很多洛丽塔服装爱好者
的喜欢。

2.2 旗袍造型元素在洛丽塔服装中的应用方法
再根据旗
X 廓形在旗袍洛丽塔中依然运用，

玩偶家的“御龙九天”洛丽塔，在款式上，主要保

留了洛丽塔服装中的 JSK 款式，
但是为融合旗袍
款式特点，
领口处设计旗袍立领作为假领并配有
盘口、
流苏、
镶边等进行装饰。上半身采用更为合

方法主要有直接运用和
袍的特征加入旗袍元素，

体的造型设计，
展示女性的曲线美，腰线收紧，下

替换再生。例如上半身结合旗袍款式设计成比较

半身融合旗袍开衩元素，设计成分片式裙摆，裙

合体的背心裙，凸显女性曲线；下半身主要沿用

摆有两层，并配有蕾丝花边进行装饰，旗袍加蓬

洛丽塔服装本身宽松的裙摆，延续了洛丽塔服饰

松裙摆的版型既优雅迷人又充满了洛丽塔的青

的优雅活泼。裙子造型多变，
有过膝式，
也有较短

春可爱，简洁的线条，
精致的镶边，表现贵气优雅

款式，
主要采用镶边、
包边或蕾丝等进行装饰。

“青
的同时也不显得凌乱。图 9 是古典玩偶家的

为与旗袍元素相融合，背心裙的领口、袖子
和腰身与传统洛丽塔服装也会进行改变。首先在

“海妖”
图 6 魔法茶会家的
Fig.6 "Siren" of Magic Tea Party

图7
Fig.7

花瓷”
op 洛丽塔，款式为洛丽塔服装的经典op 款
式，在领口处融合旗袍立领元素，
配有盘口，流苏

图8

“鹤春”
四叶工房工作室的

"Crane spring" of the Four-leaf W orkshop

Fig.8

古典玩偶的“御龙九天”

"The dragon in heaven" of the
Classical D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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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既有文化因素，
也有商业推动。在文化方面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同时在多元化的融合
中也展现了民族特色。在商业方面通过媒体的报
道，
吸收了中国元素的洛丽塔服装将愈来愈为大
众所接受并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洛丽塔风格。洛
丽塔服装与中国元素的融合不仅有助于丰富洛
丽塔服装的创新设计，
同时也对中国元素的国际
化表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也对设计师
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设计师需要深刻理解中国
文化，
并通过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才能将二者更
图 9 古典玩偶的
“青花瓷”
Fig.9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Classical Dolls

好地结合，
从而为洛丽塔服饰的创新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和文化内涵。

进行装饰，收腰设计配有腰封作为装饰，裙摆处
保留洛丽塔服装特点，
采用多层荷叶边和蕾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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