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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蓝印花布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连曼彤，王 妮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天门蓝印花布作为手工时代的产物，承载千年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性和文化品位在庞大的现
代服装设计体系中彰显独一无二的个性。[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国内外时装发布,对天门蓝印花布的图
案、色彩和工艺手法在服装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系统描述，[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天门蓝印花布图案元素可以
通过元素提取、打散重构等图案设计方法在保留神韵的基础上迎合现代审美需求;②天门蓝印花布的色彩元素可通过改
变色彩搭配以渐变色、多重配色、撞色等方式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③天门蓝印花布工艺手法上可以结合拼布、编织、
补缀等形式在服装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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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ianmen Blue Calico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LIAN Mantong，WANG Ni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ianmen blue calico, as a product of handcraft era, bear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show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uge modern clothing design system with its unique artistic quality and cultural taste. Through liter⁃
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fashion releas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s, colors and techniques of Tianmen blue calico in cloth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①Tianmen blue cali⁃
co pattern elements can be extracted, broken and reconstructed by means of pattern design methods to meet the modern aesthet⁃
ic needs while retaining its original charm;②The color elements of Tianmen blue calico can be applied to modern clothing de⁃
sign by changing color collocation, changing multiple colors and contrasting colors. ③Tianmen blue calico craft technique can
be combined with patchwork, weaving, Patching and other forms are reflected in clothing.
Key words: Tianmen blue calico; fashion design; applied research

天门蓝印花布是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染织工

中的应用少之又少，在仅有的几篇文章中主要归纳

艺品，是荆楚文化的缩影。它即是物质产物又是精

描述出天门蓝印花布艺术元素的创新思路以及可

神产物，常被用于被面、门帘、肚兜等小物件上与人

借鉴的图例，并未对其进行服装设计实践。因此本

们朝夕相伴。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蓝印花布艺术元

文以设计的角度从天门蓝印花布纹样元素、色彩元

素被多次借鉴运用，增强了服装作品本身的文化底

素以及工艺方式这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探索天门蓝

蕴与审美价值。目前学术界对于“蓝印花布”的研

印花布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设计实践。

究内容主要从蓝印花布的历史起源、艺术特征、技

1 天门蓝印花布纹样创新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

术工艺、设计应用等四个方面体现。并且对于蓝印
花布在服装中的研究大多以南通蓝印花布和其他

纹样乃服装的闪光点所在，不同的纹样代表不

地区蓝印花布为基础。天门蓝印花布在服装设计

同的风格，纹样所在的不同位置又可以起到不同的
修饰作用。天门蓝印花布装饰效果极强，所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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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题材，是荆楚文化、宗教信仰、民间风俗、市井
文化、自然风光的浓缩以及人们智慧结晶的体现，
反映了传统纹样的美学思想和人文精神[1]。从主题

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2020WLB08）。

风格上一般可分为植物、动物、人物、几何纹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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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纹样等几大类。天门蓝印花布纹样元素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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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风格想要增加时尚感，需立足传统纹样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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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结合现代的设计手法，因此以经典的凤凰元素
为例，改变原有点、线、面的基础构成，经过简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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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呈现稳重、安定的特征。图 1b 男装则采用单

一式构成原则，将图案整体运用于上装中心部位，

散重构、重新组织排列，使传统纹样元素呈现出不

集中醒目形成视觉焦点使整体有画龙点睛的效

一样的效果。

果。图 1c 女装将图案重复运用于上装，规律性分

1.1

纹样的整体应用

布，形成均匀、活泼、跳跃的视觉效果也可称之为散

纹样的整体应用通常要采用完整的单独纹样，

点式构成形式。

将其装饰于衣服的前片、后片、两肩等较为明显的
部位 [2]。而在天门蓝印花布中常见的单独纹样有，
百鸟之王的凤凰、花开富贵的牡丹，奋发向上的鲤
鱼跃龙门，子孙绵延的麒麟送子、平安之意的花瓶
等等。这些纹样的寓意往往都采用了象征、比喻、
谐音等方法 [3-4]。纹样整体运用的最大特点是在服
装中的占比面积会很大，因此将纹样整体置入其
中，服装个性会更加鲜明。以天门蓝印花布现存花
版凤纹为例，在置入前通过纹样提取的方式进行造
型再设计（表 1）。首先将传统的凤凰元素以简化内

a

部线条，强化外部轮廓的方式保留其神韵，其次改

变其原有的构图方式以不对称圆形构图组成新的

Fig.1

纹样结构，并能产生循环、旋转、运动的视觉效果。

b

c

图 1 纹样整体应用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overall application of pattern

服饰纹样必须要贴切款式，就好比适合纹样有

如图 1 所示以图案的单一式构成、重复式构成、和

特定的形状限制一样。在服装设计过程中使之与

勾勒边缘式构成的方式应用于服装设计中，上装与

服装的整体风格相一致，合理的纹样布局排列也可

下装纹样统筹考虑反复运用，上下色彩相互呼应，

以弥补服装款式的单调感，增添服装穿着者的魅

则更加体现款式的个性与结构突出 。如图 1a 显示

力。如图 2 所示是笔者对蓝印花布纹样在服装中

部位，起强调作用，使纹样装饰具有下沉之感，整体

使服装视觉上变的更加丰富，如图二所示，蝴蝶纹
样翩翩起舞的姿态配上简洁大
气的阔腿裤相得益彰，娃娃领 A
字连衣裙款式甜美可爱与传统
的圆形纹样搭配尽显可爱气质，
端庄却不失俏皮。缠枝花纹样
因其四处生长、绵延不断的结构
特点，故有“生生不息”的美好寓
意，所以在服装上的应用面积应
该尽可能的多。但因纹样较为
密集，故采用前短后长的不规则
设计，
打破款式的枯燥乏味。

[5]

将纹样分别应用于服饰下摆、袖口、裤腿，界定边缘

Tab.1

的整体应用实践，即使款式单调，纹样的填充也会

表 1 元素提取与再设计（笔者设计）
Element extraction and re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1.2

分解重组的应用
分解重组强调的是创造的

概念，通过对原始形态结构的打
散，以新的思维观念、新的结构
方式通过变换位置、接触、分离、
透叠、减缺、联合、重合等方式呈
现出全新的视觉体验。以平面
图 2 蓝印花布纹样的整体运用实践（笔者与团队设计）
Fig.2 The whol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blue calico patterns

构成原理下的形态设计为基础，
对纹样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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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纹样风格。要实现对蓝印花布纹样的

体系”：青、赤、黄、黑、白，其中的“青”便是指蓝印花

创新，就必须改变传统纹样的真实体现，达到视觉

布中的蓝。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体系中，每个朝代都

上的简化和艺术性的夸张，在提取原有纹样的基础

有严格的色彩管理制度来规定等级尊卑，正如《礼

上，通过改变分解重组的方法，在设计中既可以单

记·大传》记载“改正塑，易服色”[6]。自汉以来，服青

独使用，也可以将这些元素和其他内容结合起来使

者地位普遍不高，所以基于这样的社会属性这也就

用，或采用不同纹样组织形式使其复杂化。将设计

是为什么蓝色更能代表朴素隐忍的社会环境。蓝

完成的纹样运用到适合的位置上，使纹样的魅力展

印花布主体颜色为蓝色，对普通老百姓具有象征意

现的淋漓尽致。笔者以传统蓝染凤凰纹样为例，将

义，是劳动人民使用最广泛的颜色。但随着现代生

简化之后的凤凰纹样经过夸张变形提炼出抽象的

活的进步，多样化的色彩需求更能体现人民的进

凤凰元素(表 2 左所示），并通过二方连续和四方连

步。所以通过对天门蓝印花布色彩工艺手法上有

2 所示 a、b、c、d 四种方案）。将 4 种方案分别运用于

性，比如渐变的色彩，多重的色彩搭配和撞色效果

续的纹样组织形式设计出 4 款全新的纹样造型（表

意识的采用不同的染色方式，就会造成色彩的差异

服装中的合适位置，如领口、门襟、前胸、袖子、侧

的产生，这会更加符合色彩的流行趋势，更好的运

缝、底摆等重要部位，使纹样设计成为服装整体的

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

视觉中心（图 3）。

2.1

渐变色形式的天门蓝印花布
渐变色指的是一个物体的颜色由深变浅，由明

到暗的过程。其中包括单色渐变、双色渐变和多色
渐变。渐变的方式有线性渐变、径向渐变、角度渐
变、
对称渐变、
形状渐变等。蓝印花布的色彩渐变与
工艺技术密切相关，技术会直接影响染色牢固性和
染色强度，后整理也会使染布产生明度和纯度的变
化，
或因外力影响会呈现局部褪色的效果[7]。染色时
图 3 纹样分解重组应用示意图
Application diagram of pattern decomposition and reorgani⁃
zation

Fig.3

表 2 分解重构示意（笔者设计）
Tab.2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

b

会受到温度、PH 值、还原剂三者相互制约[8]，任何一
方的变化都会导致蓝印花布颜色的变化，也会因发
酵的成度和染色的次数产生各种深浅的颜色，就如
日本人提炼出 22 种深浅不一的蓝色一样（图 4）。此

外想要实现天门蓝印花布单色、
双色或者多色渐变，
我们也可以借助吊染、渐染、段染、绞缬浸染等多种
艺术染整的方式使蓝印花布与服装结合的更具有层
次，
充分体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艺术美感。

简化

c

d

Fig.4

图 4 日本靛蓝染色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Japanese indigo dyeing

风靡日本的日本潮牌“Blue Blue Japan”注重于

单宁布的上色技术研发，兼顾靛蓝染色染坊工艺采

2 天门蓝印花布色彩创新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
先秦时期，由阴阳五行学说衍生而来的“五色

用美国牛仔融合日本元素，坚持手工制作，所有系
列单品均采用以蓝色为基础色的延伸，深浅不一的
蓝便是对牛仔单一色彩的创新（图 5）。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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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低调奢华。蓝白加紫色，柔软亲和。蓝白加绿
色，希望与新生。在 2020 年 SPORTALM Kitzbuhel

春夏高级系列中（图 7）佩斯利花纹和清新的色彩搭

配，成就了视觉上的动感。黄色通常代表阳光热
情，深浅不一的渐变蓝色注入黑色和黄色，打破了
宁静深邃，犹如平静的湖面注入一道暖阳，一动一
静的效果，恰巧讲述了运动主义的主题。
图 5 Blue Blue Japan 服饰作品
Fig.5 Blue Blue Japan Costume works

2020 年 LV 早 春 渐

变工装牛仔套装（图 6），
打破原先牛仔在人们心
中的纯色印象。上衣由
蓝至白衔接着裤装的由
白至蓝的渐变方式，相
互呼应、过渡自然体现
和谐韵律之美，工装裤

Fig.7

特有的大号装饰口袋，

2.3

搭配渐变装饰带点缀，
无形中增添青春的气
息。整体融入 LV 经典
logo 花型印花图案提升
整体的高级感。

2.2

图 7 SPORTALM Kitzbuhel 2020 春夏高级系列
SPORTALM Kitzbuhel 2020 Spring/Summer Premium Col⁃
lection

撞色形式的天门蓝印花布

所谓撞色是指原本不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图 6 LV 早春渐变工装套装
Fig.6 LV early spring gradient
tooling set

多重配色形式的天门蓝印花布
多重的配色方式，能够丰富服装的第一感官效

色彩组合在一起，撞色又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其
中广义的撞色是指不同色系间的相互搭配。狭义
的撞色是指色环上呈现 180°的两个颜色。恰当的

色彩搭配会改变服装风格，提升穿着者时尚张扬的
个性，而天门蓝印花布传统优雅的色彩搭配方式，

果。而天门蓝印花布常见的配色方式仅为蓝底白

在体现时尚感方面稍显平庸不能满足现代人们追

花或白底蓝花两种，单一的色彩搭配方式不仅不能

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撞色形式的天门蓝印

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同时限制了蓝印花布的发

花布可以遵循对比色搭配、补色搭配、冷暖色的搭

展。在传统的植物染料中包含了很多丰富多彩的
颜色，例如：红色染料的红花、茜草；黄色染料的姜
黄、槐花、栀子；褐色染料的薯莨；黑色染料的五倍
子[9]。都能和以蓝色为主的蓝印花布结合构成全新
的色彩搭配。蓝白加黑色，沉稳大气。蓝白加棕

a

配。图 8a 为 Giorgio Armani 2019 年春夏高级定制系

列，
视觉交错的印花设计，
红蓝作为标志穿插于每一
件 华 服 之 中 ，四 色 搭 配 尽 显 活 泼 俏 皮 。 图 8b 为

Boss2017 春夏高级成衣系列，本季的亮点就是融入
了大胆的撞色，
明亮的色彩相互碰撞惊艳而有趣。

图 8 撞色系列服装设计
Fig.8 Contrasting color series fashion desig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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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门蓝印花布工艺创新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应用

3.2

拼布艺术
拼布就是把零碎的布料根据设计者的灵感

天门蓝印花布技艺的发展与缝制工艺手段密

或经验一块块的拼接起来，做成具有实用性或者

切相关。秦汉时期蜡缬、夹缬、扎缬等单一手工印

具有艺术形态的作品。天门蓝印花布和拼布艺

染的方法已经满足不了发展的审美需求，不同时期

术的结合主要根据不同材料、不同花色的相互碰

的印染方式和缝制工艺手段丰富了传统蓝印花布

撞，产生不同的视觉和触觉效果。如图所示笔者

[10]

在纺织服装中的表现形式 。常见的蓝印花布缝

在植物蓝染棉麻服饰新品发布会“爱蓝说”系列

制方法如拼贴重叠，编织钩花，靛蓝补缀和残破修

中的蓝印花布拼布作品，该系列作品在保留传统

补，使简单朴素的面料增加丰富的感官体验，实现

纹样和技法的同时，创新服饰产品的设计，以小

了面料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面积装饰、大面积运用的设计手法来创新天门蓝

3.1

印花布的运用。使得天门蓝印花布能得到更具

钩针编织

有生命力的传播与振兴。图 10a 在服装门襟、袖

钩针编织是创造织物的一种方式，织物多为镂

子、腰线、拼接同色系扎染图案面料突出了整件

空形式，图案纹理自由随意种类繁多。面料具有延

衣服的视觉效果。图 10b 在厚重的提花面料大衣

展性、结构细密、风格温柔等特点。服饰品牌“生活

肩部拼接蓝印花布，不同面料、不同花纹的结合

在左”一直延续“不可复制的手工”的品牌理念，将

打破了整体的沉闷。图 10c 波普图案的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与传统的钩针编织手法相结合，局部的编
织工艺搭配蓝印花布的纹样，呈现出丰富又不失秩

与多种图案蓝印花布的拼接，一动一静的结合增

序的面料肌理效果，拼接飘逸且柔软的桑蚕丝下摆

强视觉的跳跃感。

（图 9），动与静的思维方式是经典手工艺与现代审

3.3

补缀手法
补缀是面料之间相互叠加、堆叠、拼缝的方法，

美的完美融合，以轻松飘逸的感觉重新演绎了蓝印

面料之间的补缀可以是同种材质也可以是多种材

花布。

质[11]。从早期的损坏修复加固耐磨功能，到现代的
创新运用，补缀已成为纺织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
一，极大丰富了现代纺织品的设计表现形式。补缀
技术与蓝印花布的结合，不仅赋予蓝印花布强大的
造型和感染能力，还增强了蓝印花布的视觉冲击
力。来自东京的品牌 KUON 将“破烂式”元素与靛

染蓝布结合的淋漓尽致，KUON 坚持使用自然磨损

纹理的老布，通过补缀的方式将零碎破旧的靛染棉
布和麻布式通过粗细不一的缝线拼接在一起，所以

图 9 生活在左服饰作品
Fig.9 Costume works of lives in the left

a

图 10

KUON 岁月留下的质感是难以取代的。

b

2018 年“爱蓝说”系列拼布作品（笔者与团队设计）
Fig.10 2018 "Love Blue" series patchwork

c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图 11 日本品牌 KUON 的服饰作品
Fig.11 Costume works of Japanese brand KUON

如图 12 所示笔者将蓝印花布纹样拆分以面料

叠加的补缀方式运用到服装中，结合湖南当地少数
民族传统工艺绣法对面料进行再设计，以手工缝补

结合块面补缀的方式，打造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服
饰设计，图案补缀以立体的方式重新诠释天门蓝印
花布。

4

结语
天门蓝印花布的艺术特征不仅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也体现了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的
不断融合和渗透，不仅是审美与智慧的结合，也是
艺术和工艺的相互碰撞，逐渐融入现代审美意识是
对中国传统手工艺文明的延续。设计师以自然多
变的色调图案，简洁自然的审美情趣等设计方法来
丰富大众生活。天门蓝印花布对现代服装设计具
有极高的运用价值，通过大量文献分析以及设计实
践，笔者研究认为：天门蓝印花布纹样、色彩、工艺
表现形式的应用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很好的设计
思路。对天门蓝印花布传统纹样创新运用提取、简
化、分解重组等现代设计方法可以更好的设计出迎
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服装设计。天门蓝印花布通过
改变色彩，运用渐变色、多重配色、撞色等方式可以
为现代服装设计色彩搭配提供新思路。天门蓝印
花布结合不同种类的工艺表现形式不仅增加了面
料肌理感，运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还会增加层次
感，使细节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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