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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装饰图案在家用纺织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陈燕欣，
张

雷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现代装饰图案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在家用纺织品上的创新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方法]文章采用
文献查阅、图文对比等研究方法，在梳理和总结现代装饰图案概况的基础上，对家用纺织品设计中现代装饰图案的形式
美法则进行分析，进而指出现代装饰图案造型、色彩和表现技法方面在家用纺织品设计中的创新研究。[研究结果与结
论]研究表明：家用纺织品图案造型的创新一方面需借鉴传统装饰图案造型语言和样式使其富有民族性，另一方面需结
合时代特色及流行趋势对客观物象造型进行提炼、丰富、变形等艺术加工手段使其具有时代性；图案色彩的创新可采用
非自然色彩或我国传统装饰艺术色彩表现法，并融合西方现代色彩学的科学理论，完成在现代家用纺织品上的创新应
用；表现技法上可采用装饰绘画技法模拟工艺效果，从而赋予家用纺织品新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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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s in Home Textile Design
CHEN Yanxin，
ZHANG Le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people's aesthetics have also improved, and innovative use of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s as a visual art in home textiles has also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e paper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graphic comparison, etc. Based on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overview of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l beauty rules of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s in home textile design,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 shapes, colors, and performance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echnical aspects in home textile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novation of home textile pattern modeling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
modeling language and style to make it full of nationa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popular trends to refine, enrich and deform the objective imagery modeling and other artistic processing methods，and make
it contemporary; the innovation of pattern colors can adopt unnatural colors or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artistic color
expression methods, and integrate western modern color science scientific theories to complet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n modern
home textiles; the expression techniques can use decoration painting techniques mimic the effects of craftsmanship giving home
textiles a new era of value.
Key words: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s;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home textiles; inheritance; innovation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装饰图案在艺术设计中占有
更重要的地位，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
视觉艺术被广泛的应用在家纺、服装、日常用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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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等领域[1]。现代装饰图案就是结合成熟的传统
装饰图案设计理念与现代主义风格的核心思想发
展而成的图案艺术设计[2]。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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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的成果。而对于现代装饰图案的研究主要是结

因此，为了贴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装饰图案

合日常现代装饰图案的作品，从视觉特征、立体表

设计在不断融合当下流行文化的基础上对造型、色

现形式、表现手法、创新设计、与传统装饰图案的对

彩、技法等创新要求就变得越来越高。目前的社会

比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发展速度所呈现出的艺术多元化的趋势，正在从传

这些成果对于设计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纺织品设计

统到现代到符合时尚潮流等多维度发展，人们渴望

方面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获得全新的视觉体验，并且希望将这种体验融入到

国外作家阿洛瓦·里格尔认为：从古埃及王国

生活的每个角落。因此现代装饰图案应运而生，它

直至伊斯兰世界，装饰艺术历史上存在着从未间

的题材内容变得更广泛，表达更直接，并不是只单

[3]

断的连续性 。而现代装饰图案的渊源可追溯到

纯的注重象征意义，更多的是只追求装饰性、欣赏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包含现代装饰

性和时代性，并且造型语言方面则能与依附的器物

图案的现代设计诞生的标志就是包豪斯学院的成

风格吻合和相互协调。同时还摒弃了传统装饰图

立，包豪斯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历史时期图案设

案的繁复，图案设计上更加简洁，在注重装饰意义

计的走势和当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历程。它在长时

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用性，体现形式与功能的融合，

间的艺术实践研究中，以创新、革新、突破的主导

因此针对的用户群体也变得更加广阔。目前，现代

思想将传统图案装饰风格转变为一种新的现代图

装饰图案表现形式已经在设计的各个领域以飞快

[4]

案设计风格 。中国现代装饰图案的发展是建立

地速度从传统的视觉呈现向现代视觉呈现方式转

在传统装饰图案基础之上的。基于传统装饰图案

变，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就是其中的例子。

的文化内涵和元素角度，中国传统装饰图案文化具

本文通过对现代装饰图案概念及纺织品图案

有很高的艺术文化价值。它以文字、印章、标识图

设计内容的梳理，总结现代装饰图案形式美法则在

徽、绘画、刺绣、版画、石刻等形式渗透在衣、食、住、

家用纺织品设计中的应用表达，以此提出现代装饰

行、用、赏、玩各个领域，并且经朝代的更替而有所

图案在家用纺织品设计中的创新点，让人们对于装

差异。但是不论何时何地如何变化，这些传统图案

饰图案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拓展设计师们的

的艺术风格都是非常清晰的[5]。传统装饰图案法则

设计思路，进一步预见装饰图案设计未来的发展方

对物体的变化，通过原始物象的形态引起人的情

向。

感。在一定环境影响下，只靠意象变形和传统手法

2 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的内容

很难让物象产生倾斜、扭曲、收缩，很难引起人们的

图案设计在纺织品设计中的应用具有悠久的

共鸣。同时传统装饰图案让设计者深入图案艺术

历史，其最远可以追溯到纺织技术出现时代 [7]。而

内在本质上也存在困难，它看重图案表面附属要素

进入到 21 世纪，受艺术思潮影响，家用纺织品图案

的改动，注重图案的象征意义，对形式美法则的运
[6]

用有所欠缺 。
表1

设计的内容不断丰富，结合现代设计理念，笔者归
纳如表 1 所示。

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汇总表

Tab.1 Home textile pattern design summary table
主题

类别

产品应用
分类

家用纺织品图
案设计

家纺图案
类型

内容

说明

窗帘

窗帘是居室设计的必需品，具有分隔空间，避免打扰，保暖遮阳等实用价值，
极具装饰作用

床上用品

床上用品是卧室主体用品，与窗帘一样在室内空间所占比重较大，其图案影
响整个居室的氛围和风格

地毯

地毯质地柔软，保暖吸音，其图案可以使居室内的陈设协调美化，获得整体化
的效果，增强艺术美感[8]

布艺陈设

布艺陈设类是用各种纺织品编制的室内陈设物，
在居室空间中起到点缀作用

单独纹样

单独纹样在组织形式和图形应用上具有独立完整的性质，图案要求形象完
整，单独纹样有对称式和均衡式等构成形式

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是适合一定外形的单独纹样，将纹样按一定的组织方法完整的适合
于一定外形，去掉外轮廓时仍保留外形特点

连续纹样

连续纹样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其特点是图案单元的重复性和纹样的连
续性，具有一定的秩序美感

综合构成

综合构成是按照一定的功能、工艺和审美需求把多种构成方法综合运用到完
整构图中，纹样之间在造型及意义上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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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家纺图案
题材

家纺图案
发展趋势

动物题材

动物题材是运用动物形象，通过剪影、夸张、简化等手法创造美观、大方、新颖
的动物图案来丰富家用纺织品图案艺术

植物题材

植物题材以花草为主体，主要体现大自然的美感，常运用在家纺图案中体现
舒适、自然之感

风景题材

风景题材的运用山、水、云、树以及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变化等。内容丰富且
富于活力，给人以想象空间和意境美

几何题材

几何题材主要运用几何形状、
点线面的构成来表现一种现代感和科技感

抽象题材

抽象题材是将各种美好形象以夸张、变形、大小写意等手法抽象化，产生独特
的视觉效果

时尚化

家用纺织品设计的时尚趋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随着物质生活和人们价值观、
世界观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

环保化

环保化主要体现在新型家用纺织品面料，
如绿色环保型纤维、
高科技材料纤维等，
追求无毒无害、
低碳绿色的产品

配套化

配套化是追求室内家居产品的风格协调统一化，
创造美观实用的室内环境

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的类型和题材需要配
合一系列的家居产品使用才能更加系统、完美的

其具有稳重、匀齐的美感 [9]。如图 1 所示，将点、线

元素组合排列成新的图案，再以中心轴上下对称，

展现人居环境。对产品应用分类、图案设计的类

得到一组具有端庄、和谐美感的图案 [10]。事实上，

型及题材的归纳总结方便我们了解三者之间的

传统装饰图案对于这一形式法则在构图上的使用

关系。同时，对家纺图案发展趋势的归纳有助于

更为普遍，是因为它给人一种相对平稳安定的感

发掘图案设计的创新方向，为研究提供依据。通

觉，古代在战乱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希望过上安定

过对家用纺织品图案设计内容的归纳和总结，可

祥和的生活，在图案表达上便会将这种情感以这

以发现现代纺织品中的图案设计突破了传统的

样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形式

审美观点与美学观点的限制，形成不同的风格，

法则，就会显得过于呆板和单调。而均衡则不受

为人们提供具有艺术性的家居用品。其主要功

中心轴或中心点的约束，是在感知中创造形成的

能是装饰性的，但图案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装饰，
同样也是传递一种精神与状态 [9] 。因此对于纺织
品图案设计的研究，既要保留传统装饰图案注重
图案象征意义的特点，又要将现代装饰图案注重
装饰意义和实用性的设计理念融入到现代纺织
品设计中。

相互关系，与对称形式相比较具有运动感，比较

3 现代装饰图案形式美法则在家用纺织品
设计中的具体表现
3.1 对称与均衡

用纺织品服务时，要在对称中寻找均衡感，这也

对称与均衡是图案设计中的两种形式，对称是

于呆板或过于放松的弊端，使家居环境因图案的

以中心轴或中点为依据，在四周配置相应的图案使

图1
Fig.1

图2

对称法则的蕾丝图案
Symmetrical lace pattern

Fig.2

生动活泼。如图 2 所示的蕾丝质感的图案，以花

卉向上生长的势态来体现运动感，大小花朵均衡
分布，同样大小的花朵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在
给人一种平衡美观的同时又丰富了图案的细
节。因此现代装饰图案在运用这两种形式为家
与图案的分布情况有关，如图 3 所示，将这类图案

运用在被褥的两端，而非满铺，有效地避免了过
美感而更加和谐、舒适。

均衡法则的蕾丝图案

The lace pattern of the law of
equilibrium

图3

蕾丝图案应用效果图（笔者
设计）

Fig.3

Effect picture of lace
patter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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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装饰图案在构图上的虚与实、聚与散、大与小、
方
与圆，
线条上的粗与细、
曲与直、长与短，色彩上的明

现的最自然、优美的形态，便形成这种优美、律动、

与暗、冷与暖的对比，可以产生活泼丰富的效果，
同时运用面积的调和、色彩的调和、黑白的调和，
使装饰图案生动，
又不失于完整[13]。如
图 6 所示为笔者设
计的丝巾图案，图案
主要以花 鸟 元 素 为
主，几何元素为辅，
以分割画面的形式
将不同元素组合在

自然的图案风格。这种图案所产生的节奏和韵律

一起，再通过色彩的

主要体现在油墨的深浅变化及自然形态的灵动自

对比，将主体梅花花

由之感，运用在床上用品的套件中给人一种自由、

枝突显出来，使其成

舒适的感觉（图 5）。

为分割画面的装饰

律是节奏间所转化时而成的特征。图案的节奏韵
律是由条理和反复组成的，若是条理和重复形式表
达不同，则图案的节奏韵律就会有所不同[11]。家用
纺织品图案在现代设计中既重视由点线面重复排
列组合所形成的节奏与韵律感，又突出自然纹理在
节奏和韵律方面的表现，自然肌理所产生的秩序和
节奏感会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能够给人一种轻
松、优雅之感。如图 4 所示，油墨在水中瞬间自由
扩散之后，再用纸张将其吸附，抓住油墨在水中呈

图6

对比与调和法则的花鸟图案
（笔者设计）

Fig.6

Flower and bird pattern of the
law of contrast and harmony

线，令传统图案也更

(designed by the author)

加活泼和现代。将
这类图案应用在丝
巾 上 ，如 图 7 所 示 ，
黄 色 与 蓝 色 的 对比
所产生的活泼色彩
令丝巾更有装饰意
味。
图4
Fig.4

节奏与韵律法则的油墨图案

Ink patterns of rhythm and rhythm rules

3.4 变化与统一
变化在纺织品
应用中指的是将形

图7

计）

态、色彩、质地、方向
等进行变化 。 统 一

花鸟图案丝巾效果图（笔者设

Fig.7

Flower and bird pattern scarf
effect drawing

即是指和谐、统一，
是色彩、构图和表达
方法等各种视觉融
合在一起的协调性
（图 8）。统一的作用

是为了使装饰图案
设计的主题明确，把
构成元素中的各个

图5

油墨图案应用效果图（笔者设计）

方面关系配合好，互

Fig.5

Ink pattern application effect chart

相不冲突和抵触，使

3.3 对比与调和

对比指的是在相对统一的画面环境中将两种
或多种不同的视觉载体按一定的规则安排在作品
中进行相互对照，可以极大的加强视觉载体这一方

居室环境中的总体
关系协调（图 9）。如
图 8 所示，通过线条

的律动感和色彩的

面的属性，给观者留下十分深刻的视觉印象[12]。调

协调性来达到变化

和就是使各元素之间融合并达到和谐的效果。现

统一的效果。图 9 将

图8

变化与统一法则的抽象图案
（笔者设计）

Fig.8

Abstract pattern of change
and unifie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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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抽象图案应用效果图（笔者设计）
Abstract pattern application renderings

布老虎实物（笔者设计）

Fig.10 Cloth tiger in kind

图 8 运用在居室空间中，将窗帘和壁饰选取相同元

素进行搭配，使整个居室空间也达到变化与统一的
效果。通常情况下，
为了达到变化和统一，
在对比过
于强烈或造型过于呆板的画面中，我们可以通过调
整色彩对比度、分割重组形状来减弱各方面的对比
度或增强图案的变化性，
从而求取整体画面的平衡。

4 现代装饰图案在纺织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4.1 装饰造型创新
装饰造型是图案设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
部分。装饰造型的产生是一种将自然物象转化为
装饰艺术形象的一个艺术加工过程，这个过程需要
设计师们对客观物象进行提炼、归纳、丰富、添加、
变形、夸张、抽象等各种艺术加工手段。纺织品设
计中对于图案的创新也是在继承传统装饰造型的基
础上有所发现和创新的，是需要设计师们善于吸收
和借鉴世界各国传统装饰图案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和
形式去丰富现代装饰图案的造型语言和样式，从而
使造型既具有民族性，
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4]。
现代的纺织品设计中图案造型的艺术加工手
段，以家用纺织品设计为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 11
Fig.11

布老虎的归纳概括表现（笔者设计）
Cloth Tiger's summary performance

就是在图案需要的部位添加合适的装饰纹样，这种
装饰纹样可以是传统纹样、也可以是抽象的几何装
饰纹样，目的就是达到丰富画面的效果。如图 12

所示，笔者将布老虎的面部添加几何拼布的图案，
这些几何拼布主要以传统装饰纹样为基础，填充在
老虎的面部，既体现布老虎的形象特点，又体现中
国的传统装饰元素，使整体图案造型富有装饰感和
文化底蕴。

进行创新：
（1）归纳、概括、抽象化。这一艺术手段事实上
就是将物象表面繁复多余的细节加以归纳和整理，
用最简洁的造型表达出物象的本质，以此达到抽象
化。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剪纸、皮影就是这种艺术手
段的真实写照。现代装饰图案反映在床品设计中
对造型语言的简练概括，同样也是追随现代社会极
简化设计的一种体现。如图 10、图 11 所示，笔者以

(a)几何拼布素材
图 12

(b)丰富造型

布老虎的丰富添加表现 (笔者设计)

Fig.12 Rich addition of cloth tiger performance

（3）夸张、变形。夸张变形的手法有很多，如压

中国民间传统工艺品布老虎为创作灵感，对布老虎

扁、拉长、扭曲、局部夸张等，通过选择最佳造型角

形象经过归纳、概括，将老虎五官特征保留，外部造

度去夸张或变形，使图案更具表现力。事实上，夸

型简化，用一些装饰线条丰富它的造型特点，追求

张变形在传统纹样中就有所体现，如饕餮纹、凤纹、

简约而不简单的平面风格。

龙纹等，这些经过变形或者局部夸张的艺术形象，

（2）丰富、添加。这一手法应用在床品设计中，

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装饰趣味。如图 13 所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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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布老虎形象之后，对布老虎的造型进行夸张、

面协调统一，达到整体平面化的效果。并对其配色

变形处理，夸大老虎的面部表情，并对整体形象进

做出多方案处理，以拓宽图案的使用范围。因此，

行分割，以立体主义的方式将老虎的正面、侧面等

图案的平面化处理在各类纺织品应用方面也能显

多角度组合成一种新的造型形象。在现代装饰图

示出独特的优势，带来很好的视觉效果，使整体家

案中，运用这一手段，能使造型更加抽象化、趣味

居产品配套化，创造美观实用的室内环境，如图 15
所示。

化，从而体现作品的现代感。

4.2 装饰色彩创新
色彩是一切视觉语言中是最活跃、最具视觉冲

(b)分割组合

(a)局部夸张

图 13

布老虎的夸张变形表现 (笔者设计)

Fig.13 Cloth tiger's exaggerated performance

（4）平面化。事实上，目前各行业的设计普遍
偏向于平面化的造型。应用在纺织品的图案设计
中，就是通过制作平面的图案纹理，将其填充到本
是三维的物体中，从而使其平面化，达到一种现代
的装饰感。如图 14 为笔者绘制设计的以布老虎为
主题的作品完成图，将设计的布老虎形象以不同的
大小及造型角度安排在画面中，将印有不同花纹的
贴布填充在老虎的耳朵、尾巴、眼睛等区域，同时分

击力的。装饰色彩讲究的就是一种配色美和装饰
美，也是艺术创作者的主观意愿和情感表达[15]。装
饰色彩可以借鉴自然色彩(图 16)，如一些动物皮毛
的色彩，植物花卉的色彩等等。发展到现代，也可
以将城市的霓虹灯或各类广告标识等非自然色彩
运用到现代装饰图案设计中（图 17），采用霓虹灯色
调结合斑马纹设计出具有现代感的图案，图 18 为
自然色彩与非自然色彩应用效果图，不同的色彩类
型表达出来的环境氛围也有所不同。多变的色彩
与动物元素组合，打破了传统单一色彩和暗沉色彩
的应用，再巧妙地将冷暖色运用其中，可以给予观
者强烈的视觉体验 [16]。同时，图案的色彩运用也
是具有传统寓意和文化寓意的。比如在中国，红
色寓意吉祥，有红色的窗花、红色的嫁妆等，中国

配好填充的面积比例，并留有一定空白区域用于平

的皮影艺术和脸谱艺术，用色彩的碰撞表达人物

衡画面，最后在背景区域制作肌理图案，使整幅画

角色的特征和性情。所以说现代装饰图案的色

(a)主花型配色方案 1 (b)主花型配色方案 2
图 14

平面化作品完成图（笔者设计）

Fig.14

Graphical work completion map

图 16
Fig.16

自然色彩图案
Natural color pattern

图 17

Fig.17

(a)床品配套应用效果图
图 15

(b)毯子应用效果图

(c)异形枕应用效果图

平面化作品应用效果图（笔者设计）

Fig.15 Effect picture of application of flat work

非自然色彩图案
Unnatural color pattern

(a)自然色彩应用效果图
图 18

(b)非自然色彩应用效果图

自然色彩与非自然色彩应用效果图（笔者设计）

Fig.18 Natural color and unnatural color application effect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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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是在继承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色彩表现的基

5 结 语

础上，并融合西方现代色彩学的科学理论，不断

通过对现代装饰图案概念及形式美法则、家用

朝着更具时代精神和表现力的方向迈进。纺织

纺织品图案设计内容、现代装饰图案在家用纺织品

品设计中图案的色彩表现除了要吸取传统装饰

图案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本文

艺术的精华，还需要结合时代流行色彩，这需要

得出以下结论：现代装饰图案应用在家用纺织品的

设 计 者 了 解 国 内 外 市 场 信 息, 预 测 消 费 心 态, 掌

过程中既要体现图案的形式法则，又要发挥艺术联

握流行意识,考虑居室与陈设物之间的色彩微妙

想和艺术想象，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将情感、寓意以

[17]

变化，用色要讲究呼应和平衡 。只有这样才能

丰富的表现手法赋予图案艺术中，并基于传统装饰

使产品立于不败之地，打造更加时尚、温馨、舒适

图案的文化内涵和元素在造型、色彩、表现技法等

的家居环境。

方面进行创新，才能赋予家用纺织品新的时代内

4.3 表现技法创新

涵。探索现代装饰图案在家用纺织品的创新应用，

现代装饰图案反映在纺织品设计中的表现技
法涉及到工艺制作，以家用纺织品设计为例，装饰

以此来打造更加美好的纺织品图案设计理念，推动
纺织行业的发展，
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图案的制作工艺主要是运用一些工具材料，如水
彩、水粉、中国画材料、油画材料等等，可以手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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