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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装中关于清代海水江崖纹样的应用研究
吴玉珍，甄

娜

（四川师范大学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成都 610101）
摘 要：[研究意义]传统纹样在现代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以清代为文化背景，再选取清代的海水江崖纹这
一视角，分析其文化内涵，总结其应用规律。[研究方法]通过图像采集与文献资料整理的方式，对它的图案、应用方法以
及实际设计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在现代服装中，清代海水江崖纹的应用形式主要有：角隅式图
案和边缘式图案的应用。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方法可以细分为：①从整体到局部主要采用简化组合、分解重构的方法；
②从二维平面到三维图案主要采用立体堆叠、抽象成线的方法。分析其应用形式和方法，能够让现代设计师在运用传
统纹样时，为他们提供一些新的设计思路，有利于现代民族服饰的发展和今后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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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ea-Water-Cliff Pattern of
Qing Dynasty in Modern Clothing
WU Yuzhen, ZHEN Na

(College of Clothing and Design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design. This paper takes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n selects the sea water cliff pattern of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ummarize its application regularity. By means of image collection and document collation, the patterns, application meth⁃
ods and actual design cases are analyzed.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modern clothing, the application forms of sea water cliff pattern
of Qing Dynasty mainly include corner pattern and edge pattern.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in modern clothing can be subdivided
into :①from the whole to the part, it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s of simplified combination,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②
From two- dimensional plane to three- dimensional pattern, the method of three- dimensional stack and abstract into lines is
mainly adopted. The analysis of its application forms and methods can provide modern designers with some new design ideas
when using traditional pattern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ional costumes and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ea-Wate-Cliffs；Modern clothing；Traditional patterns；Clothing design

从中国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古代的人们就喜

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将海水江崖纹样用于现代服

欢用一些自然形态的图案来作装饰，这些装饰物慢

饰中，能给传统纹样注入新的灵魂，也能让传统纹

慢就演变为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1]。海水江

样在现代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近年来关于海水

崖纹是从新石器时代瓷器上的“水波纹”演变而来

江崖纹样的研究有很多，如谢梅[2]，贾玺增、赵谦[3]等

的，因其吉祥的美好寓意，色彩的层次丰富，经常被

对该纹样的历史、形式表达、装饰含义等进行研究

用在清代的织绣品中，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出当时的

阐述；张萍萍、袁燕[4]等对该纹样的形态特征及运用
进行了研究；白艳慧、王宏付 [5] 等对其文化内涵、运
用现状进行了细致分析。但对于清代海水江崖纹
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并具体应用于现代服装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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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式和方法的阐述还较少。因此，本文选择从清
代海水江崖纹的图案、应用方法和设计实例这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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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应用案例，进一步的探究其在现代服装中的应

师。

用与发展，为今后的设计师们更好的利用这一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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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设计思路和理论支撑。

限于一种，它有多种应用形式。图案在一些视觉审

1 在现代服装中清代海水江崖纹具体图案
的应用
1.1 图案的特征

美、构图方式等方面转换设计思维。设计师们利用

清代的海水江崖纹其图案的主要构成是水纹，而水

海水江崖主要以适合纹样为主，且其应用形式主要

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形态，它滋养着人们的生活。清

为：角隅式图案、
边缘式图案。

现代化的设计语言将各个设计要素在服饰中逐步
和谐、统一，最后实现设计创新。而在现代设计中，

代海水江崖纹主要由海水和江崖两部分组成，纹样

（1）角隅式图案的应用。角隅式主要指图案应

还可以分为：平水纹和立水纹。其图案表现的就是

用于服饰裁片的各个边角处，且这些边角处自然而

在汹涌的波涛之间矗立着山石。其中海水和山石

然的形成了各种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形。在现代

图案在袖口、领口、下摆等部位进行重叠排列，用大

服饰中应用角隅式图案不仅能起到局部点睛的效

小粗细不同的海水来表现不同的层次，图案的布局

果，而且能突出图案的艺术效果，为今后传统纹样

在不同的部位多以“中心对称”为主，中间穿插一些

的创新应用提供了更好的方向。如图 1（a）是中国

花卉图案使整个构图更完整，有时还会与其他的题

本土的民族服饰品牌，该款连衣裙提取海水江崖纹

材相互组合，形成不同的文化寓意。由于清代服饰

中的平水纹作为元素，纹样布局不再呈对称型，而

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不同的官品等级中，其搭配的

是呈角隅式来装饰裁片的边角部位。其主体装饰

图案都有不同，其中文官与海水江崖纹搭配的图案

图案为龙，在边角处配以海水江崖纹，给人一种均

有：鹭鸶、仙鹤、鸳鸯、锦鸡、孔雀、鸂鶒、鹌鹑、练雀、

衡、饱满的视觉感受，让整件服饰在图案的映衬下

白鹇

[6]286

；武官与海水江崖纹搭配的图案有：狮、豹、

虎，以及熊、彪，还有麒麟、海马、犀牛等

[6]286

。有时

显得更加的灵动精致。图 1（b）是将服装款式的结
构做变化，服饰裁片形成不规则的几何形角。其主

海水江崖纹还会与龙、蟒、山石、蝙蝠、祥云等相搭

体装饰图案为海水江崖纹，搭配亭台、小鹿、山石等

配，以体现“江山永存”
“繁荣昌茂”
“福寿延绵”

纹样，图案中亭台、山石的静与海水江崖、小鹿的动

“万世升平”的吉祥寓意

[7]11

。而在现代设计中设计

师们从传统海水江崖纹严谨端庄的图案中获取灵

相呼应，整体庄重而又不失活泼。图 1（c）中主要以

海水江崖纹中的平水纹做局部装饰，其上半部分款

感，与新时代的潮流和消费者的审美相结合，对传

式结构形成的弧形线条，以及两侧用装饰性撞色牙

统图案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设计师们利用多种

条形成的不规则几何形角，让平水纹与花鸟纹相搭

现代手法，不断地进行创新、传承、改良，而不是在

配，形成一种灵动、优雅的美。

传统纹样的基础上直接获取。他们通过对传统纹

（2）边缘式图案的应用。边缘式主要指图案在

样的感物，进一步生出感兴，最后转化为精神产物，

服饰裁片的下摆、袖口等边缘部位应用。它将边缘

这些“产物”就成了既富有传统意蕴，又蕴含现代思

部位用纹样做装饰，能使被装饰的对象更加精致、

想的“新”图案，这也让海水江崖纹在现代服饰中展

大方，其装饰效果类似于专门装饰边缘的花边。如

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图 2(a)的纹样布局呈边缘式，装饰不规则下摆的边

1.2 图案的应用形式

缘部位，具有现代带感的牛仔裤面料，搭配海水江

清代服饰中出现的海水江崖纹，大多采用对称

崖纹，使整条裤子在设计上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

设计。而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图案的应用不仅仅局

有现代美感。图 2(b)中是在该款款式结构的边缘部

(a)

（b）
图 1 素萝服饰中的海水江涯纹(1)”
Fig.1 Sea-water-cliff pattern(1) of Suluo Costum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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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 素萝服饰中的海水江涯纹(2)
Fig.2 Sea-water-cliff pattern(2) of Suluo Costume

位，用海水江崖纹中的平水纹做装饰图案，搭配的

将传统海水江崖纹做减法，仅

花卉、仙鹤等图案起点睛作用。将海水江崖纹与具

仅保留纹样的基本骨架，将骨

有现代审美的羽绒服相结合，更加能凸显出现代服

架简化成线条用于上衣的下摆

饰的时尚与精美。图 2(c)将海水江崖纹用于袖口，

部位，同时在袖片处用莲花、青

以及前片结构线分割处的边缘部位，与具有现代服

龙、祥云等图案与下摆处的海

饰特色的呢子衣相搭配，使整件服饰在典雅中又不

水江崖图案相呼应，在这款连

失韵味，能更好的在现代女性身上展现出传统韵

帽卫衣中将传统图案与当代的

律。同时，也让传统纹样在现代服饰中焕发出了生

时装语言很好的相融合。图 4

中是将简化后的海水江崖纹与

机与活力。

2 在现代服装中清代海水江崖纹具体方法
的应用
2.1 从整体应用到局部借鉴
清代海水江崖纹在服饰设计中比较注重整体
的和谐搭配，而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设计师们会注
重从整体出发，再局部借鉴海水江崖纹。现有的服
装品牌会利用不同的款式结构，来注入“中国元
素”，在款式开发上讲究实用

传统的金鱼、蝴蝶、花卉等图案
组合，用于装饰口袋与裁片的
边缘部位。虽然整个半裙运用

图4

素萝服饰中的海
水江涯纹（3）
Fig.4 Sea- water- cliff
pattern(3) of Su⁃
luo Costume

的图案元素比较多，但是选取海水江崖纹的外轮廓
线做主要部分与其他图案元素做搭配，整体也不会
显得混乱。反而，
将传统纹样进行现代改良，
能使其
更加贴合现代女性的柔美身形，
具有更强的装饰性。
（2）分解重构。传统纹样在古代服饰中，有其
自身的形式美法则，而在现代设计中我们会将同一

与审美相结合。同时，会在

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纹样用分组、错位、重新分割等

不同的局部上用传统纹样突

方式处理后，在创新的基础上保留纹样的基本骨

出细节搭配，更好的表现出

架，再把它组织成更适应现代人审美的纹样。这种

现代服饰之美。清代海水江

方法能更好的将传统纹样融于灵活多样的现代设

崖纹的整体应用到现代服饰

计中，为现代设计师注入更多的设计灵感和主题。

的局部借鉴，主要的方法有：

图 5 是来自盖娅传说 2020 年的春夏巴黎时装周高

简化组合、分解重构。
（1）简化组合。所谓“简
化”是指将海水江崖纹去繁存
简，
保留纹样的基本骨架。对
于原有的复杂层次做简化，
仅
仅保留骨架轮廓，
纹样在抽象
和变形的过程中，其文化寓
意和传统内涵不变，进一步
用简化纹样来凸显出服饰的
造型，使传统纹样更加适应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图 3 是

楚和听香 2020 春夏
高级定制中的海水
江涯纹
Fig.3 Sea-water-cliff pat⁃
tern of Chu He Ting
Xiang Spring and
Summer 2020 Ad⁃
vanced Customiza⁃
tion
图3

(a)

（b）

图 5 盖娅传说 2020 春夏巴黎时装周上中的海水江涯纹
Fig.5 Sea-water-cliff pattern of”Gaia Legend Paris Fashion Week
Spring and Summ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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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衣定制作品，图 5（a）其背部的主题图案为龙，

滚。图 6（b）是将海水江崖纹中的平水纹和立水纹分

的基础上进行分割，重新在服饰的背部组合成了新

片，
将这些立体裁片在服饰下摆处进行分层堆叠，
同

的装饰图案，让其与袖口、后片下摆处的海水江崖

时用色彩的深浅变化进一步突出不同的层次关系，

纹相呼应，
进一步形成一个整体的装饰图案，
在视觉

增强整件上衣与下身半裙的流动感和飘逸感。

而传统的海水江崖纹被设计师在保留其基本骨架

上增强服饰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图 5（b）中是将海水

别做立体化处理，使之形成各种大小不同的立体裁

（2）抽象成线。在现代设计中，设计师们会将

江崖纹中的立水纹进行分解，然后组合成单独的连

传统的海水江崖纹进行抽象、简化处理，形成宛若

续纹样，
分解后的纹样装饰肩部、
领部以及下摆处裁

海水一般流动的线条，用于服装的不同部位，再利

片的边缘部位，
同时与主题图案游龙相组合，
宛若龙

用现代的工艺手法，将其进行立体化呈现，这样不

在水中游，
整体服饰显得庄重而又有气势。

仅会增强服装整体的律动感，而且也会增强整体的

2.2 从二维平面到三维图案

时尚性。图 7 中，该套服装整体简洁、大方，上衣裁

清代海水江崖纹在服饰设计中主要利用刺绣

片做穿插、绑带设计，能更好的修饰女性上半身柔

的手法，通过二维平面展现出来。而在现代设计中

美的身形。半裙下摆处将海水江崖纹中的平水纹

单纯地将图案运用成二维平面的方式，已经远远不

抽象、简化成线条，再利用现代的缝制工艺，将其进

能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把传统的二维平

行立体化，使整个下摆形成一种流动感。同时上衣

面利用现代手法进行三维立体的呈现，已经是一种

不规则穿插的裁片与半裙“流动的”下摆相呼应，进

国际化的设计趋势，它不仅能使服装更加具有层次
感，而且能更好的将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思维相融

一步增强服装整体的设计感。图 8 中，该款将海水

江崖纹抽象、简化成线条后，利用面料的自然属性，

合。海水江崖纹从二维平面转化成现代设计的三

使其形成起伏的纹路，整体下半部分在视觉上展现

维图案，
其方法主要有：立体堆叠、抽象成线。

出了一种立体化效果。上半身用钉珠、刺绣手法装

（1）立体堆叠。所谓“立体堆叠”是指将传统海
水江崖纹中的平水纹和立水纹分别进行立体处理，

饰的修身上衣，与下半身利用曲线堆积形成的夸张
廓形相互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装饰效果。

通过堆叠的方式，使之形成和传统海水江崖纹一样
的装饰效果。这种方法着重将传统纹样进行立体
化的处理，用立体方式来突出主题效果，大胆的突
破了传统纹样的呈现方式，形成了与二维平面有所
不同的三维立体图案，更能突显服饰的精神品质与
内在追求。图 6 是来自楚和听香 2020 春夏高级定

制作品，图 6（a）中将传统海水江崖纹中的平水纹进
行立体化处理，
通过每一片的均匀堆叠，
在服饰的裁

片上展现出不同的层次关系，整体形成了一种此起
彼伏的三维立体图案，宛若层层海水在服饰上翻
楚和听香 2020 春夏高
级定制中的海水江涯
纹样的立体处理(2)
Fig.7
3D treatment(2) of
sea- water- cliff pat⁃
tern of Chu He Ting
Xiang Spring and
Summer 2020 Ad⁃
vanced Customiza⁃
tion)
图7

(a)

（b）

楚和听香 2020 春夏高级定制中的海水江涯纹
样的立体处理(1)
Fig.6 3D treatment(1) of sea-water-cliff pattern of Chu
He Ting Xiang Spring and Summer 2020 Ad⁃
vanced Customization
图6

郭培 2017 春夏高级定制
中的海水江涯纹样的立
体处理
Fig.8 3D treatment of sea- wa⁃
ter- cliff pattern of Guo
Pei Spring and Summer
2017 Advanced Custom⁃
ization
图8

3 在现代服装中清代海水江崖纹具体设计
实践的应用
清代海水江崖纹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有多重表
现方式，笔者以其为灵感来源，整体设计采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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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灰色调，用四套女装作为一个设计系列的作品

走向世界的舞台提供了支撑。现代设计不再是传

（图 9），同时也会借鉴一些当下流行的设计元素，整

统的手工织造，有先进的工业技术，有坚实的织绣

体风格休闲时尚，再通过现代工艺、面料等来表现

设备，还有全球优秀文化的信息互通，在这样一个

每一套服装的不同造型，力求将清代的海水江崖纹

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大背景下，现代设计师应该结

在现代服装中重新展现其生命力。该系列作品《海

合现代工艺技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活起来”，让

苍·玄》在领子、口袋、袖子等局部做细节设计，整体

古人的艺术智慧与现代文明相碰撞，从而让传统文

在造型上追求和谐统一。版型上部分款式采用不

化熠熠生辉。

对称设计，主要用不同的内部结构来展现出每一款
不同的设计风格 [8]。同时，选取海水江崖纹中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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