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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觉效果对艺术体操服装设计的影响
赵萍萍，孔凡栋
（1.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青岛 266071；2.浙江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研究意义]艺术体操作为音乐、舞蹈、动作融为一体的竞技项目，在比赛中，以服装作为连接的纽带，通过调动视
觉和听觉，传递给观众和裁判在情感上的共鸣。[研究方法和结论]文章以第 37 届世界艺术锦标赛个人全能组前五名选
手的服装为例，从视听觉的角度对艺术体操音乐与服装进行研究，不同的音乐风格具有不同的潜在心理感知，对于视觉
中服装各要素的呈现方法有不同的设计要求，在追求艺术体操技术美同时，更应强调音乐、器械与服装设计之间的差
异，从而强化整体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为拓展服装创意思维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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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Audio Visual Effect on the Costume
Design of Rhythmic Gymnastics
ZHAO Pingping 1, KONG Fandong 2

(1. School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etitive event integrating music,dance and movements,rhythmic gymnastics uses clothing as a link in the
competition, and conveys emotional resonance to the audience and judges through the mobilization of visual and auditory senses.
Based on the 37th world championship all-around art group of the top five players’cloth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usic and
clothing of rhythmic gymna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o-visual perception,different musical styles have different potential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have different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sentation methods of various elements of clothing in
vision. While pursuing the artistic beauty of rhythmic gymnastics,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usic, instru⁃
ments and clothing design, thus strengthen the overall artistic appeal and provide a new way to expand clothing creative thinking.
Key words: rhythmic gymnastics clothing, audio-visual perception, design method

艺术体操是融合音乐、舞蹈、动作等融为一体

力 [3]。在色彩方面，我国选手在色彩搭配方面存在

的运动项目，是创造美、传播美的过程。艺术体操

不足 [4]，服装色彩应与器械、音乐相符合 [5]。服装是

服装能够表现音乐内容，衬托表演动作，服装的具

一个整体，单从美学和色彩的角度去探析艺术体操

体生动更能提升艺术分。既往关于艺术体操服装

比赛服装，不足以全面提高我国艺术体操比赛服饰

多是从美学和色彩两个角度阐述，研究方向比较单

款式风格单一、缺乏创新灵感设计的问题 [6]。正是

一[1]。在美学方面，艺术体操的服装美正朝着实用、

由于艺术体操服装需要结合音乐的风格和内容进

美观、色彩绚丽、款式多样、符合人体结构及体育

行设计的这种特殊性质，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组合

场馆、比赛场地的造型与颜色搭配相一致的方向

来配合研究。视觉和听觉的组合研究应用可以提

[2]

发展 ，同时艺术体操从音乐、器械、服装的搭配到

升服装的识别功能，使音乐风格的多样性与视觉艺

动作的编排，比其他运动项目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

术的色彩、款式、图案及装饰品的特性产生审美感
知上的对应通感，能够在传递服装情感的内涵上体
现得更好，丰富服装设计的灵感思路，同时也会引
起人们对服装的关注和兴趣[7]。视觉和听觉作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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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体操比赛过程中，裁判以及观众往往都是通

生导师。

过视觉和听觉判断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音乐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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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相一致。以第 37 届世界艺术锦标赛个人全能

讲，两种色彩的搭配会使整体中多了通透感，但棒

项目中前五名选手为例，从音乐风格、服装色彩、服

操的音乐多是民歌或者民族风情舞曲，所以多会选

装图案、服装装饰以及服装款式等角度，将比赛过

择多种色彩进行搭配，突显异域风情的热情、神

程中艺术体操音乐与服装的契合度进行分析。

秘。如第 37 届世锦赛个人全能亚军 Arina Averina

1

艺术体操音乐与服装色彩构成
音乐是艺术体操比赛表演中的灵魂所在，观众

及裁判可以透过音乐了解表演者的表演内容及情

的球操表演中，选择了意大利民歌 Funiculi-Funicu⁃
la，这首歌曲采用快速的六拍子，增强了歌曲的律动

感，生动刻画出缆车上的人们兴奋得意的表情，在

绪，形与色形成了整个服装的外观，根据感觉来说，

服装色彩中，选择以蓝色为主色调，蓝色具有无限

衣服的色彩比廓形更能直接的影响人的视觉感

的生命力和神圣创造性的色彩 [8]，符合整个音乐风

受。所以艺术体操服装中的色彩作为最吸引人注

格中的律动感。蓝色与粉色互为对比色，这种鲜明

意的地方与音乐风格要相互协调，当观众或裁判在

的色相感互为搭配效果强烈，兴奋的视觉感受，但

很远的地方观察刚入场的运动员时，最先看到的不

过多的两种对比色搭配会使人产生烦躁不安之感，

是运动员的外貌，而是她穿了什么颜色的服装，这

所以在这两种色彩上又融入了绿色，绿色与蓝色和

就是服装的色彩对服装视觉效应的重要作用。

粉色互为邻近色，通过这种点缀搭配，使整个配色

艺术体操音乐风格种类多样，不同的音乐风格

显得丰满、活泼，既增加了色彩的立体感，又使色彩

演奏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从而影响人对服装视听觉

具有丰富对比的艺术效果 [9]，保持了色彩间统一的

的判断。结合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单色无彩色系

优点，也符合了这首意大利民歌的语义，这种音乐

和单色有彩色系的使用数量相对较少，两色彩对比

风格与色彩相互协调的情境下，使观众及裁判对整

的搭配比较多。在圈操、带操、球操的比赛中多会

个表演内容在视听觉下的感受是和谐的，满足服装

选择两种色彩搭配的服装，音乐选择比较多的是古

色彩和音乐在心理知觉下的平衡。

典音乐，比较沉稳、大气，在色彩搭配时也会考虑单

2

色系的色彩在视觉中会加剧沉闷的感觉，相对来

艺术体操音乐与服装款式
视知觉作为最早格式塔心理学派生的一种直

觉心理学，它是一种将达到眼睛的可见光信息的解
释，并利用其来计划或行动的能力[10]。在比赛过程
中，音乐风格及音乐的内容的表现除了在服装的色
彩和图案中呈现出来之外，服装款式也是其中的表
现方式，不同形状的图案被不同的色彩搭配填充组
成整个服装的款式。当运动员走到表演场地未开
始表演时，作为观众、裁判员及解说员都会在视知
觉的支配下，对整个服装的款式在心理上进行自我
解读。在艺术体操服装有限的款式下，根据音乐风
图 1 第 37 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前五名服装色彩
Fig.1 Top five clothing colors of Individual All-round in the 37th
World Rhythmic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格的不同进行款式设计。整个款式会有点夸张和
抽象，观众需要通过意象来想象表演内容，需要音
乐和款式的高度契合。
艺术体操服装的款式有特定的规则要求，体操
服的前领口不得低于胸骨的一半，后领口不低于肩
胛骨的下线；体操服可以有袖子、无袖子，但不允许
穿窄肩带的舞蹈服；体操服在大腿顶部的裁剪不
能超过胯关节（最大限度），体操服必须是紧身的，
以便于裁判能评估到运动员每个身体部位的正确
位置。
从第 37 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项目

图 2 第37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前五名音乐风格排列
Fig.2 Ranking of top five music styles in Individual All-round in
37th World Rhythmic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选手进行着装分析（表 1），项目中对于服装款式的
整理，运动员的着装多是上半身呈倒三角形，两侧

镂空，下半身为两侧略高的小裙子造型，也有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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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37 届艺术体操世锦赛个人全能前五名音乐风格与服饰款式
The top five music styles and dress styles of Individual All-around in the 37th Artistic Gymnastics World Championship

音乐类型
器械

古典音乐

民歌/民族风情舞曲

摇滚音乐

流行音乐

圈操

带操

球操

棒操

裤式。古典音乐比较严谨，崇尚理性，重视规范，从

到斗牛士的英勇。

服装款式上来看，比较注重对称设计，对比来看，摇

3

艺术体操音乐与服装图案造型

滚音乐突出的是叛逆，激情大胆的表现力，灵活多

图案是艺术体操服装中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之

变，款式以不对称式设计为主；民歌/民族风格舞曲

一，它作为一种装饰性的艺术，能使艺术体操服装

情感比较细腻，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

产生独特的审美效果。图案造型要求美与音乐相

在款式设计中种类比较多样性；流行音乐节奏鲜

互协调统一，图案是音乐的另一种转换方式，这种

明，风格风趣轻盈，织体简练，在款式上比较倾向现

方式可以是写意的，也可以是写实的，从而引起观

代化设计，简约大方。通过提炼音乐内容及背景对

众视觉和听觉的共鸣。

款式进行设计，如第 37 届世锦赛第五名选手在棒

艺术体操服装的图案装饰元素有很多，来自生

操比赛中的选择古典音乐《卡门》序曲，讲述 1800

活的方方面面，来自某一处历史，有表现民族风格

年法国斗牛时的场景，表现斗牛勇士的英勇及最后

的不同民族的花边装饰、民族图案；有表现自然生

的命运，整体采用中性风格的连体裤装，强调了斗

活中的花鸟鱼虫、果木鸟兽等，再通过写意或写实

牛勇士的性别；高领礼服式上衣，在领部、肩部呈倒

的手法进行图案化的处理 [11] 。如表 2 中的分析，

三角型设计及下装的腰部以宽腰型设计，锐化了服

古典音乐的图案种类比较多样，但是整体的表现

装的上肢气场，外化斗牛勇士的内在语言，配合运

是比较大气的；民歌/民族风情舞曲在服装图案的

动员出场时昂首挺胸的姿态，让观众及裁判员感受

设计中多会根据音乐所展现的地域环境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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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37 届艺术体操世锦赛个人全能前五名音乐风格与服饰图案
Music Styles and Dress Patterns of the Top Five Individual All-round Athletes in the 37th Artistic Gymnastics World Championship
音乐类型

古典音乐

器械

民歌/民族风情舞曲

摇滚音乐

流行音乐

鹰、
花卉
圈操

西式宫廷纹样

不对称西装

欧式卷草纹

型

斜襟礼服式
带操
球操

块面感，
无过多图案

不对称式斜襟、抽象式图案

夸张的盔甲

菱格纹、线条状

铜钱式、
带状缠绕

花卉、
线型装饰图案

花卉

夸张不对称西装搭配黑色紧身胸衣

线型

不对称式块面

丰富的宫廷装饰纹
棒操

欧式卷草纹

俄罗斯建筑、
花卉

礼服式

菱格纹组合

计，摇滚音乐的图案主要是不对称式设计，流行

力丰富的民族音乐更具有一定的包容性；钢琴多

音乐的图案比较简洁大方，花纹比较少。在音乐

会用来表现抒情的音乐，音色柔美，采用比较繁

中，每一首曲子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听觉感受。

琐密集的图案造型能够表现情感细腻；摇滚乐、

在服装的设计中，将这种听觉感受以图案化的方

动感的音乐在节奏上具有一定的张力，在视听感

式呈现出来，达到视听觉的统一，如：如管弦乐、

知中带有抽象的意味，多采用细长型、几何形的

交响乐是从欧洲古希腊延续而来，所以对图案进

图案按形式美法则组合排列，在视觉中会有在跳

行设计时融入欧洲的古典花纹更符合时代特征，
表现音乐恢弘大气、有力量的感受；民族风情的

跃的感受（表 3）。

4

艺术体操音乐与装饰

音乐具有欢乐的氛围，积极向上的情感，以花卉

精美的装饰是增强视觉美感的重要方面，艺术

进行装饰更易表达欢快、热闹的氛围，而且花卉

体操服装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服装设计。在考虑

的表现形式丰富，具有较强的塑造力，对于表现

到实用功能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考虑它的视觉效

Tab.3
交响乐/管弦乐

表 3 图案造型在不同音乐风格下的表现
The expression of patterns in different musical styles
民族风类

钢琴曲

摇滚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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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装饰前

保加利亚选手 Kaleyn Boryana 在棒
操表演中的服装
Fig.3 Bulgarian Kaleyn Boryana's costume
in the bar exercise performance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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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装饰后

图 4 艺术体操服装装饰与不装饰的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decorative and non- decora⁃
tive artistic gymnastics clothing

果。视觉效果不仅仅是服装的款式设计、色彩设

动员在该项目会有大量大幅度的跳跃、转体等动

计、图案设计，还有装饰设计。根据音乐主题的不

作，服装的装饰过多过重会给运动员增加额外的负

同选择合适的装饰元素，能够增加选手的灵动性和

担，以至影响比赛的发挥，所以在选择装饰品时尽

跳跃感，更强烈的渲染艺术体操项目的美感。装饰

量选择轻巧的，避免大量的刺绣及金属饰品进行装

设计要根据运动员所要表现的主题、音乐内容等进

饰。在这些装饰手法下，应用最多的就是各种不同

行设计，常见的艺术体操服装的装饰手法有：晕染、

色彩及形状的钻,与没装饰之前的服装相比，装饰

花饰、流苏、贴钻、雪纺面料点缀等装饰，每一种手

后的服装更为华丽（图 4），在场地灯光等配合下令

法又有多种表现技法，不仅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增加
审美情趣的多种方式，同时设计理念的表达也置入
了现代技术之中[12]，加强了艺术体操服装的艺术表
现力。技术根据音乐所要传达的内容选择合适的
装饰物，如图 3，第 37 届艺术体操世锦赛个人全能
第四名的保加利亚选手 Kaleyn Boryana 在棒操表演
中选择比较流行 POP，比较动感的音乐，在服装中

运动员熠熠生辉，
提高运动员的自信心。

5

四种器械中音乐与服装设计之间的差异
艺术体操项目中四种器械具有不同的表演方

式，如，棒操以小绕环、小五花、敲击双棒、依次抛
棒等一系列不对称的动作，而球操主要是柔韧和
波浪，带操则为蛇形、螺形、抛带、转体、跳步等力
与美的结合，不同的器械带给人们的视觉感受是

采用大量流苏作为装饰，在做旋转和跳跃等动作

不同的，所以音乐风格的选择应依据器械的表演

中，通过肢体动作带动流苏，受众者情绪在视听感

方式对服装的色彩、图案、装饰、款式按照不同的

知下更容易融入动感的氛围之中，使整套表演呈现

音乐风格氛围进行合理的设计，使整体表演更为

出性感、活泼的感受更为强烈。但由于艺术体操运

和谐（表 4）。

Tab.4
器械

表 4 不同器械对于音乐的选择及服装各要素的设计方法
Design methods of choosing musics and clothing according to types of gymnastic

音乐风格

服装色彩

服装图案

服装装饰

服装款式

明度比较低，色彩搭 多采用图案设计中的虚构
圈操

音乐力度较强，气氛
比较宏大的歌曲

配多以高明度与低明 手法，如将两种不同的形
度相结合，使整体服 象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

钻

饰色彩无强烈的压抑 结合体，从而丰富图案的
感

腰部镂空，低
领口

造型和艺术表现力[13]
除钻之外，装饰
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综 手 法 多 样 化 的

音乐风格节奏鲜明， 颜色种类丰富，色彩 合 图 案 素 材 中 健 美 的 部 塑造主题，融入
棒操

有一定速度、力度的 搭配采用中高调，且 分，进行艺术加工而创作， 雪 纺 面 料 的 飘
乐曲

和谐

没有拘泥于某种的具体形 逸 、花 卉 的 唯
象，
追求理想化的效果

美、条状面料及
流苏的活泼感

腰部镂空，低
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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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对乐曲选择自由度较
大，速度较快和较慢
带操

的音乐，有缓慢的抒
情歌曲，同时又有热
情奔放、叛逆的摇滚

色彩变化以弱对比为
主色调，并融入亮色
的点缀

主要采用添加去减法对图
案进行变化设计

以钻为主，稍加
亚克力镜面装
饰

腰部镂空，低
领口

乐
抒情优美的乐曲，以 色彩搭配相对柔和，
球操

体现球的圆润、柔和 没有对比色彩的强烈
的特征

6

冲突感

主要采用添加去减法和组
合法对图案进行变化设计

结论
艺术虽然没有好坏、美丑之分，但是优秀的设

计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艺术体操是一项
强调艺术美的项目，审美同样也是促进艺术体操服
装发展的动力，在考虑服装美学和色彩的同时，也
应关注服装图案、款式及装饰等整体性的表达。不
同的音乐风格在听觉中能够引起人们的心理感知，
从而影响视觉的判断。以音乐风格为依据对艺术
体操服装色彩、款式、图案、装饰进行设计，服装色
彩是呈现音乐风格的核心，服装图案能够更为直观
的感受到音乐的形式内容，而服装款式是音乐情感
的外化，服装装饰则能够强化表演氛围，以此设计
出既具有主题性又能体现运动员个人特色的比赛
服饰，升华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的能力，这样的服装
才更能使观众与运动员在情感中产生共鸣。我国
应加强对艺术体操项目中服装整体与音乐进行匹
配，使服装整体更具有表演的灵魂，从而加强艺术
体操项目的艺术感染力，同时，综合环境下对服装
设计的灵感思路提供多种可能性，给设计师留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去展示艺术体操的艺术美、动作美、
技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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