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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饰设计的对象是人体,需要在三维空间中呈现。在一些创新的服饰设计作品中混淆了三维与二维的界限,

呈现出有趣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思维被称为“纸服饰”概念。为了探究此概念的实现方式,运用逆向思维分析法和反证

法,通过分析视错觉原理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以视错觉现象为理论依据,结合品牌样本进行分析探究。结果表明,通过

控制服饰的面料、色彩、造型和透视关系,可以在三维空间里产生二维动漫服饰效果的视错觉现象,实现视错觉下的维度

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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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错觉认知规律在设计界被广泛运用。在服装设

计行业常被用来修饰人体曲线,美化人体效果。大众

也会运用视错觉规律指导穿衣。“黑色显瘦”,“密集排

列的横条纹显胖”等视错觉指导下的穿衣规则被大众

广泛接受。
国内外关于视错觉原理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不在少数,但都是基于特定的应用方式。鉴于此,本文

立足视错觉原理,基于服饰设计的创新应用方式,即
“纸服饰”概念,创新性地提出了三维服饰打造二维效

果的实现方法这一研究方向,选取服饰品牌的设计作

品为研究样本,在视错觉原理的理论指导下,利用逆向

思维分析法和反证法,对服饰样本的色彩、造型、透视、
面料等进行详细分析,发现“纸服饰”概念的实现方法

和设计特点。一方面,让设计者和观赏者对蕴藏在该

类设计作品中的视错觉原理有清晰的认知,用理性思

维审视和鉴赏设计作品。另一方面,将该类设计作品

进行剖析分析,细化设计创作过程及其原理,为该类设

计作品提供理论基础,让设计师更好地掌握该种设计

方法,同时也为设计师提供一种逆向分析和应用的设

计思维。

1 基本概念

二维动漫是在二维画面上的动画、漫画效果的总

称,通过纸张、照片或计算机屏幕等媒介进行画面显

示。无论画面的立体感有多强,都呈现的是在二维空

间上模拟真实的三维空间效果。二维效果是平面技术

的一种,在生活中广泛存在。三维是指在平面二维系

中又加入了一个方向向量构成的空间系。三维是坐标

轴的3个轴,即x轴、y轴、z轴,其中x表示左右空间,

y表示上下空间,z表示前后空间,这样就形成了人的

视觉立体感。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
服饰设计中的二维动漫效果这一设计手法被称为

“纸服装”或“纸配件”概念,总称“纸服饰”,即三维可穿

的服饰呈现出二维平面的漫画效果。“纸服饰”概念是

一种前卫的设计风格,对比常规的服饰,该类设计作品

仿佛从二维平面中走出,表现出荒诞梦幻、富有童趣的

视觉效果,带给观赏者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图1、2)。

2 样本品牌分析

近年来,很多服饰品牌都通过视错觉原理在三维

空间中产生二维动漫效果的逆向思维进行设计创新。

Moschino2017系列设计中多次运用此设计手法。该

系列灵感来源于趣味卡通角色,设计师JeremyScott
对打造立体服装平面的错视技术做过多次尝试。他在

该系列中通过视错觉原理的运用,使T台上的三维服

装呈现出二维动漫少女的视觉冲击感。
台湾现代配饰品牌JumpFromPaper是2D手袋

和卡通包的设计品牌。该品牌在产品设计上大量使用

“纸配件”概念,创造了俏皮又富有童趣的2D手提包设

计,让3D时空倒流回2D。该品牌使用图形和插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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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真实世界的包包,将时尚与透视结合,设计师利用

透视的斜角线条来呈现立体深度,在3D空间里伪装

2D样貌[1](图3)。

图1 常规的服饰设计

图2 “纸服饰”概念设计的服饰

3 视错觉效果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错视又称视错觉,意为视觉上的错觉,是人对物体

产生的视觉误差,是人脑和眼睛共同合作所产生的效

果,属于生理上的错觉。由于观察者受客观因素干扰

或在自身的心理因素的支配下,产生与客观事实不相

符的错误感觉,是基于经验主义或不当的参照形成的

错误的判断和感知,具备欺骗性和伪装性。当人在观

察物体时,人们对形体、色彩会发现许多有趣的错视现

象。“纸服饰”概念的实现就是基于视错觉原理。视错

觉原理常在服装设计中被具体运用。一方面,可以借

助视错觉原理来弥补人体缺陷,达到修饰人体视觉效

果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观赏者的视觉体验,增
加与服装的互动性,进而体现设计的趣味性[2]。

(a)Moschino2017系列作品

(b)JumpFromPaper品牌的卡通包

图3 样本品牌

3.1 色彩视错觉

色彩视错觉在服装造型中被经常使用。通过对色

彩的明度、纯度、冷暖3个要素的控制,来影响服装的

距离感、材质感和平衡感。在平衡感方面,针对不同冷

暖调性的服装,冷色给人收缩感,暖色给人扩张感。明

度高的色彩比明度低的色彩在视觉效果上更显面积

大,这也就是人们通常穿深色衣服来塑造苗条体型的

原理。在距离感方面,我们在二维纸张上显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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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块,会感觉到该平面产生了立体效果,有些色彩有突

出的前进感,而有的色彩则有隐缩的后退感。同一色

相中,纯度和明度高的色彩显得突出和强烈,而纯度和

明度低的色彩显得虚化、退后。色块之间形成的对比

冲突,使观赏者产生视觉误差。在服装设计中,可以运

用该方法来增强服装的层次感[3]。在材质感方面,深
色的面料有强烈的厚重感,而浅色面料给人轻薄的感

觉[4]。

3.2 材质视错觉

服饰的材质选择是设计中的重要因素。材质视错

觉的产生是由于不同材质对光源的反射和吸收能力有

差异。织物表面光滑程度是该织物对色彩反应的首要

条件[5]。如相同色彩的两块面料,较光滑的化纤面料

会使色彩更艳丽、华贵、轻盈,而有吸光作用的毛织物

上的色彩则更温纯、柔和、厚重[6]。

3.3 形态视错觉

形态错觉是指几何物体在不同的环境和参照物的

对比下,引起的视觉感受变化,包括线条的长短错觉、
面积大小错觉、扭曲错觉。在设计中,根据廓形特点,
服装廓形常被概括为“X”“Y”“A”“O”等形态。X廓形

是通过增加服装的肩部和下摆体量,产生肩部、腰部和

胯部的对比关系,造成腰部纤细的视错觉效果,突出女

性特征。Y廓形是通过垫肩、褶皱等设计手法加大肩

部体量,增强服装的力量感。形态视错觉效果在修饰

人体缺陷方面效果显著,形成了一系列以视错觉理论

为基础的穿衣规则。

3.4 空间视错觉

人们通过将一些几何形体重构组合,制造出出人

意料的多点透视空间和维度转换的矛盾空间形象。其

中,平面与立面的矛盾空间展现较为突出。这种空间

视错可与多种艺术形式相嫁接,在设计中,多运用在服

装图案设计及服装各部件装饰上,使穿着者和欣赏者

处于创新空间的乐趣中。

4 视错觉原理下的“纸服饰”概念的视觉实现

4.1 基于面料肌理重构的视觉感受

从服装面料的肌理分类分析,主要分为触觉肌理

和视觉肌理2种,通过对面料肌理的重构和叠加,可以

增强肌理效果。首先,可以通过点线面元素来进行肌

理重构。其次,可以运用折叠、堆积、抽缩等手法对面

料进行肌理设计,不同设计方法能够给予人不同的视

觉变化效果。因此,用逆向思维分析,要在三维空间中

产生二维动漫效果的视觉感受,实现“纸配件”概念,就
要分析二维动漫中的服装面料肌理特点。由于二维绘

画很难表现出真实的质感,而金属、玻璃、液体等质感

的反射和直射效果的层次变化,特别是在这些物体运

动的时候,所以服装应使用无明显材质感、光滑的面

料,减轻面料的肌理效果给人的视觉冲击,营造出光滑

的纸质视觉效果。其次,要减少折叠、堆积、抽缩等手

法的肌理效果,减少空间层次感[7]。如果想要服装呈

现复杂的视觉效果,可以通过面料印花的方式完成。
如图4所示,设计师在腰部进行蝴蝶结装饰设计,在不

考虑营造二维效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面料的抽缩和

堆积等手法完成该造型,增强服装体量感。但此处设

计师通过在蝴蝶结廓形的面料上绘制抽缩效果的方

式,在平面布料上用色彩的明暗变化营造二维效果,减
少面料层次感和空间感。

4.2 基于造型设计的视觉感受

服装造型设计是服装设计的重要环节,与人的关

系最为密切,且对服装设计内容产生重要影响。从服

装设计的造型组成看,由内外两方面造型组成。服装

设计是视觉艺术,在外型上可以为人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在服装的造型设计中,运用褶皱会给人们带来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扩张的视觉感受。立体装饰的服装

造型设计,能够聚焦视觉。反之,如果想呈现出二维平

面效果,在造型方面要有一定考究。这时就需要参考

动漫绘画中的动漫人物服装造型,分析其特点。如图5
所示的动漫绘画作品,为了增加作品视觉冲击力,动漫

人物的服装廓形夸张硬朗,更多表现出服装铺展开的

平面视觉效果而不是面料垂褶感。图5中的 Moschi-
no绿色裙子,用硬挺的材质打造裙摆张开的效果,并
且面料边缘剪裁出褶皱边缘的效果,褶皱的体量感和

空间感则通过色彩的明暗变化来体现[8]。

4.3 基于色彩的视觉感受

当穿着设计师的服装作品在T台走秀或日常穿着

时,面料色彩会受自身反光、环境色等因素影响,产生

许多细微的色彩变化,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和完整的

三大面、五大调子,进而导致服装颜色纯度降低。这些

色彩层次很难凭肉眼观察到,但它客观存在,微妙的变

化和丰富的色彩层次使服装更加立体生动。而在二维

动漫人物服装绘画中,除超写实作品外,一般绘画时会

减少色彩层次的变化。区分出受光面和背光面两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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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关系,减弱对侧光面的细节绘制。所以二维动漫作

品中人物和服装的整体色彩纯度高。要想在三维的服

装上产生二维动漫效果,就要减少服装层次来减少反

光效果,当局部需要营造立体感时,可通过面料色彩的

纯度变化来形成空间感和褶皱效果。与此同时,使用

高纯度色彩来形成与动漫服饰一样的视觉冲击力。

图4 蝴蝶结装饰设计

图5 二维动漫人物和 Moschino绿色褶皱裙

4.4 基于平面透视的视觉感受

平面透视效果是在两维的平面上利用线和面趋向

会合的视错觉原理来表现三维物体的手法,是二维空

间物体产生立体感,形成三维效果的重要途径。主要

分为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倾斜透视和其他透视(图6)。
当满足以下2个条件时,透视物体会呈现出立体效果。

一是近大远小规律。近大远小是视觉自然现象,

正确利用这种性质有利于表现物体的纵深感和体积

感,从而在二维的画面上表现出三维的体积空间。
二是近实远虚规律。由于视觉原因,近处的物体

感觉会更清晰,而远处的物体感觉会有些模糊,这一现

象在绘画中也经常用来表现物体的纵深感,主体物的

实和次体物的虚是更好的视觉导向[9]。
反之,如果要在三维空间中表现二维效果,就需要

削弱近大远小和近实远虚的特征。由于三维服装的纵

向空间较小,所以“近大远小”的透视特征稍弱。对于

三维服装呈现二维效果来说,近实远虚的特征影响较

大。我们可以通过打破这一特征来造成空间错觉。如

在服装和配饰轮廓边缘增加色彩、粗细相同的轮廓线

来弱化轮廓的虚实关系,甚至可以反其道行之,形成

“远实近虚”,造成平面服装的视觉假象。Moschino设

计师JeremyScott及台湾现代配饰品牌JumpFrom
Paper都大量运用该手法来达到模拟二维视觉效果(图

7)。瑞典设计师Sohllinn在她的系列服装《SKETCH
ME》中也运用了此方法,通过在服装轮廓外增加相同

粗细的白色线条来打破服装空间感,造成空间错位的

视错觉效果[10](图8)。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平行透视       成角透视      倾斜透视

图6 透视规律图示

图7 轮廓线对虚实关系的影响

5 结语

(1)通过上述探索得出“纸服饰”概念设计作品的

实现方法。分析作品蕴含的视错觉原理,发现可以通

过对面料肌理、造型设计、色彩、透视等要素的控制和

改变,以达到三维空间中模拟二维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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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SKETCH ME》

(2)“纸服饰”是一种前卫和新兴的设计思维,该思

维指导下的品牌和设计作品数量有限,导致在分析样

本的选择方面有局限性。Moschino和JumpFrom
Paper作为经常运用“纸服饰”概念的品牌,具有很高的

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3)三维服饰的二维效果呈现着独特的美观性和

趣味性。探索该类作品的实现方法,可为设计师的创

作提供理论支撑,丰富“纸服饰”风格的作品数量,带给

观赏者独特的视觉冲击和新奇的观赏体验。作为设计

师,应勇于跳出思维局限,克服思维惯性,善于运用逆

向思维指导创作,创作出使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4)在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中,要结合当下流行趋

势,搜集更多具有代表性的“纸服饰”作品进行归纳分

析,将这一设计概念系统化、理论化,使其成为一种独

特的风格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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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objectofclothingdesignwashumanbody,whichshouldbepresentedin3Dspace.Insomeinnovativeclothingde-

signworks,theboundarybetween2Dand3Dwasconfused,whichshowedaninterestingvisualeffect.Suchdesignthinkingwas

calledastheconceptof"paperclothing".Inordertoexploretheimplementationoftheconcept,reversethinkingmethodandcounter-

evidencemethodwereadoptedtoanalyzetheapplicationofvisualillusionprincipleinfashiondesign.Basedonthetheoryofvisualillu-

sionphenomenon,brandssampleswereanalyzedandexplor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roughcontrollingthefabric,color,

modelingandperspectiverelationofclothing,avisualillusioneffectof2Danimationclothingcouldbeproducedin3Dspace.Thedi-

mensionalreserveinvisualillusionwasachieved.

Keywords:visualillusion;three-dimensionalspace;two-dimensionalanimation;paperclothing;reversethinking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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