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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分析了青铜器、瓷器、木雕、织锦和刺绣等器物上的龙纹纹饰,对几千年中华图腾龙纹,以及构成图案的

题材、特点和寓意进行归类分析总结。采用直接提取重构图法,将传统瓷器上的缠枝卷草灵芝龙纹及清宫皇室服饰上的

团龙纹,经过数码横机软件制版、上机织制及整理或数码喷射印花图案设计、喷湿或刮浆、印花及整理等工艺过程,织制或

印染成不同单元纹饰的纺织品小样。通过分析样片外观效果得出:不同题材龙纹纹饰利用形式美法则可单独或组合成新

的工艺美术纹饰,应用于现代纺织品设计,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碰撞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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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可谓家喻户晓妇孺

皆知。中华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凝练创造出:真龙天子、
飞龙在天、二龙戏珠、鱼跃龙门、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

与龙组成的成语,将这些成语演绎成装饰图案表现在

建筑或器物之上,使其深厚文化内涵一目了然。传统

龙纹一为皇家:封建社会里帝王将龙作为其化身,居

龙殿、着龙袍、戴龙饰、用龙器,龙被称作“帝德”和“天
威”的标志,以达到其封建统治思想对民众思想的束

缚。一为百姓:龙被百姓誉为“成功”和“喜庆”的象征,
封建社会里艺人冲破龙纹被皇家专用的羁绊,用聪明

智慧创造出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鱼龙纹和草龙纹,应
用于寻常建筑、服装、佩件及器物等方面的装饰,期望

子孙后代能有所作为或出人头地,和和美美幸福吉祥。
龙纹深受炎黄子孙的景仰和推崇,历经岁月沧桑仍然

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装饰图案之经典。文中主要

针对传统龙纹的类型、构图题材以及其传承应用于羊

毛针纺织品和羊毛印花纺织品设计等方面进行论述。

1 传统龙纹的类型

龙纹纹饰在明清两代为全盛时代,这不仅代表着

对皇权的尊崇,亦代表着寻常百姓的宏大胸襟和美好

心愿。《广雅》释: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

龙,无角曰螭龙[1]。通过明清时期瓷器、织锦、木雕等

器物可真真切切地辨析和感受到蛟龙、应龙、夔龙和螭

龙等不同类型龙纹的神威和文化精髓。

1.1 蛟龙

蛟龙即瓷器或纺织品等器物或建筑上常见的龙

纹,即“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

鱼,爪似凤,须似人,耳似象”集多种动物于一身的凶猛

或羸弱的龙纹。明清时期以五爪龙纹象征帝王,皇帝

御赐只能用四爪龙纹且称为蟒纹。明清时期景德镇青

花瓷、五彩瓷、粉彩瓷以及南京云锦蛟龙纹杰作都有实

物存世。

1.2 夔龙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写夔是:“状如牛,苍身而

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
其名曰夔”。又《说文解字》释:“夔,神魅也,如龙,一
足。”夔纹在前秦时代的青铜器上就已出现,以直线为

主,弧线为辅,具有古拙之美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出土的北朝夔纹锦,其形如龙但无角一足。明清时期

夔龙形象多为口吐莲花,俗称“含花龙”。

1.3 应龙

应龙为龙中之龙,指有翼的龙,俗称“翼龙”、“飞
龙”或“黄龙”。按照南朝古籍《述异记》中的说法:“水
虺五百年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

为应龙”[2]。应龙的形象在商周的青铜器,战国的玉

雕,汉代的石刻、帛画、漆器上均有出现。南宋龙泉窑

瓷器上开始出现应龙,明正宣德时期应龙被广泛应用

于瓷器,让龙生出翅膀不在于让龙飞而在于让臣子看

见龙能飞,进而体现正德皇帝“帝威”的意图。

1.4 螭龙

古代青铜器、玉器工艺品中的螭龙纹均符合《广
雅》之释。明清时期,官窑瓷器大量应用螭龙纹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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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型强悍矫健,四肢筋肉突起,龙爪锐利刚韧,雷霆

万钧的造型与当时流行的一般龙纹如出一辙,但出现

了独角或双角、龙身缺少鳞片以及尾部呈卷草形状的

不同以往的造型[3]。明宣德时期的螭龙纹还经常口衔

灵芝;乾隆时期经常出现足攒花、灵芝等螭龙纹。螭首

常用于建筑排水口的装饰,即“螭首散水”。经过岁月

变迁螭龙纹已演化为无鳞无翼之龙。

2 传统龙纹构图题材

瓷器、织锦、木雕等龙纹构图多样千变,与云纹、火
珠纹、凤纹、鱼纹、卷草纹等图案组合构成不同表现形

式和视觉效果的纹饰。

2.1 双龙戏珠纹

双龙戏珠纹是瓷器、织锦常见的构图形式,以二龙

戏耍或抢夺一颗火球(火珠)构成气势磅礴的装饰图

案。双龙的形制由装饰的面积而定,狭长形则以二龙

对称设在左右两边,以行龙姿态呈现,即整条龙为水平

状态的正侧面;若是正方形或圆形则二龙为上下对角

排列,龙头在上方且奔腾飞舞呈升起动势的为升龙,反
之为降龙。二龙戏的珠为夜明珠,龙珠可避水与火,是
吉祥的象征,蕴涵着人们喜庆丰收、祈求吉祥的美好愿

望。不管是何种排列,火珠均在中间,显示出生动活泼

的气势。

2.2 龙凤纹

龙凤的组合具有强烈的吉祥寓意,国人喜欢将龙

视为阳,凤视为阴,龙凤纹便是阴阳调和之美。由龙凤

和火珠构成了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吉祥图案,明清时

期也广泛应用于瓷器、纺织品织绣的纹饰。龙凤呈祥

图案为一龙一凤戏珠团花式纹饰,常规构图是龙在上

凤在下,或龙在右凤在左,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

愚昧思想,表达对新婚夫妻和顺美满的祝贺。龙飞凤

舞图案为龙凤腾跃飞翔之态势,气势奔放雄壮豪迈。
亘古以来人们赋予龙权威、灵异和征瑞,而赋予凤美

丽、仁爱和富贵。龙凤结合则寓意天下祥和太平,吉祥

如意,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绵长。

2.3 云龙纹和坐龙纹

云龙纹和坐龙纹是龙的2种姿态,前者是飞翔在

天,后者是盘坐凝视。云龙纹鼎盛于明朝且延续至清

朝。其以龙纹为主纹、云纹为辅纹构成云龙组合纹饰,
龙或驾云疾驰状或在云间蟠曲舞动。

坐龙亦称正面龙,正襟危坐,头部正面朝向,颏下

常装饰一火珠,四肢及趾爪以不同的形态伸向4个方

向或前双趾爪捧寿,坐龙因眼睛直视前方让人感受到

龙的威慑力[4]。正面龙是皇家御用瓷器、纺织品织绣

的主要纹饰。如明清时期皇帝龙袍前襟正中装饰一坐

龙,庄严肃穆,衣襟下摆或左右还配有奔腾的行龙,向
民众传递皇权浩荡、江山永固的封建思想。

2.4 鱼龙纹

早在青铜时代器物上就出现了鱼龙纹,其艺术表

现形式为龙头鱼身,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鱼龙纹演变

为鱼纹和龙纹单独出现的组合纹饰。明清时期是龙纹

构图的全盛时代,鱼龙纹2种表现形式广泛应用于家

具、瓷器、纺织品等产品的装饰。如纺织品刺绣纹饰:
鲤鱼跳龙门,图案为龙门旁一条鲤鱼高高跃起,似乎正

要跳过龙门,封建社会里民众以此抒发自己的情感和

期盼:科举及弟飞黄腾达。正如明朝初期戏曲《琵琶记

·南浦嘱别》作者高明爹妈送儿科考时的嘱咐:“但愿

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宫。”当代社会赋予民

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权力,这些

传统纹饰被传承,但其意蕴发生了本质变化,以激励人

们奋发图强、拼搏上进。

2.5 草龙纹

草龙纹被广泛应用于瓷器、纺织品、木雕等器物

上,是民间艺人规避皇家的清规戒律而创造出的大众

纹饰。草龙纹将龙纹与唐卷草相融合,龙的头部写实

形态,龙身、龙尾和龙爪都以“S”形旋转的卷草纹具象

所表现,形成节奏欢快婉转流畅的艺术风格,给人轻松

自然活泼可爱的感觉,成为人们企盼子孙通达幸福美

满绵长意蕴的符号表征。采用均衡的构图手法,以柔

和的波曲线组成连续富有动感的草叶纹饰装饰带或圆

形骨架。

3 传统龙纹应用于现代纺织品设计

通过对龙纹类型及龙纹构图题材的分析,同时依

据当今消费者对纺织品的审美趣味,利用现代数码纺

织技术,汲取传统龙纹之精华,应用于现代纺织品设

计。

3.1 草龙纹应用于现代针纺织品设计

3.1.1 草龙纹图案设计

明清两代龙纹为皇家专用,百姓不得僭越,但聪明

智慧的艺人创造出灵动吉祥的草龙纹装饰图案,广泛

应用于家具、瓷器和纺织品的装饰。图1(a)选自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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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款青花草龙纹盖罐。龙头、龙身比较写实,龙身布满

鳞片,龙后腹部有鳍,四肢趾爪与卷草灵芝纹相连接,
龙尾部呈卷草火焰纹。整个龙纹 “S”型的造型穿插于

卷草纹灵芝间,动感流畅,灵动自如,虚实相生,而它的

无限重复与连续表达了生生不息的生长之气[5]。民间

灵芝被称为“长寿福禄、吉祥如意”之神草,整个纹饰的

构成寓意“长寿福禄幸福绵长”。
图案是针织面料设计不可或缺的艺术表现形式,

卷草灵芝龙纹纹饰因其庄重且刚柔舒展,“长寿福禄幸

福绵长”的吉祥寓意在中华传统纹饰中得到广泛应用

并延续至今,基于数码横机打版系统LongXingKnit-
CAD,通过现代审美取向及编织工艺分析,将其应用于

针织提花织物产品设计中。将瓷器卷草灵芝龙纹图1
(a)提取转换成二维平面图1(b),采用制版软件设计打

版系统新建1个文件,导入提取的图片,根据所需图案

大小确定宽度即织物纵行和高度即织物横列数;图案

选用3种颜色,将图案中的色码归类,底色为白色,卷
草龙纹采用深藏青色和蓝绿色形成卷草龙纹图案,形
成纬编三色提花针织产品纹饰图案,见图1(c);采用数

码横机LXC-121SC上机编织,再现卷草灵芝龙纹纹饰

在针织面料产品的应用。

(a)瓷器卷草灵芝龙纹图

(b)瓷器卷草灵芝龙纹      (c)三色提花针织产品

 二维平面图  上机纹版图

图1 传统卷草龙纹纹饰设计过程

3.1.2 草龙纹图案上机工艺设计

缠枝式卷草龙纹纹饰多以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应

用于纺织品整体或局部装饰设计,而此款卷草灵芝龙

纹纹饰也可以独立应用于服装用或家居用纺织品(如
靠垫)等设计[6]。将纬编针织物组织、纹饰和色彩协调

运用,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和服用特色的服装及家居

针织品。结合针织提花产品的上机特点和产品服用特

性要求,织物组织选用纬编双面不完全三色提花组织,
背部采用针织纬编小芝麻点组织;将完成制版设计形

成的上机文件,通过USB接口将上机文件输入到横机

电脑中,并输入相应的上机工艺参数。图2是卷草龙

纹独立纹样纬编毛针织双面三色提花实物样片。表1
和表2是该产品的上机工艺参数和织物工艺数据。

(a)针织物样品正面图

    (b)针织物样品正反面图

图2 卷草龙纹独立纹样纬编提花实物图

表1 卷草灵芝龙纹独立纹样针织小样上机度目值

制版度
目编号

组 织 度目值

1 废纱行定(150D涤纶低弹丝) 65

2 翻针 78

3 起口空转 75

4 满针罗纹 70

5 三色提花组织,背面小芝麻点组织 65

9 废纱单面 90

12 四平起口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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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卷草灵芝龙纹独立纹样针织物小样工艺参数

织物名称 原料成分/% 色 彩 线密度/tex 织物组织 上机度目值
织物横密
/纵行·
(5cm)-1

织物纵密
/横列·
(5cm)-1

面密度
/g·m-2

卷草灵芝龙纹

100羊毛 白色 38.46×2

85棉/15腈纶 深藏青 38.46×2

40锦纶/30黏胶/30羊毛 蓝绿色 41.66×2

三色不完全提花组
织/背面小芝麻点组
织

65 33 37 330

3.2 草龙纹应用于现代印花产品设计

基于数码喷射印花机多品种的适应性,通过对《清
代宫廷服饰》的学习和领悟,将清宫皇帝或皇妃龙纹夹

褂上的卷草夔龙团花纹及双龙戏珠团花纹,提取重构,
印制在羊毛面料上。目前数码喷射印花被广泛应用于

“个性化、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生产或打样生产中。
毛织物印花一直以来受到多套色印花对色准确性造成

多米数(5m左右)织物损失浪费的困扰,加之印花批

量小,成本高,产量和质量难以提高的限制,造成市场

上羊毛印花制品很少。数码喷射印花技术满足了羊毛

印花研究者和消费者的需求。

3.2.1 羊毛数码喷射印花图案设计

针对所需印花面料为全羊毛半精梳本白色轻起绒

法兰绒,质地轻薄,呢面平整。根据织物风格以及印花

后可用于女式的春秋旗袍或中式沙发的坐垫和抱枕,
选择适合纹样(团花)比较符合消费者的审美和心理需

求。图案设计过程,首先扫描提取清宫皇室龙纹夹褂

上的团龙纹,再经过图形处理软件处理成数码喷射印

花所需的图案格式。印制在白色面料只需将扫描图案

的底色去除即可印花,图3(a)是用于印制白色面料的

设计图案;若印制在深色面料不仅要将扫描图案的底

色去除,还要处理成透明状态方可印花,图3(b)是用

于印制深色面料的设计图案。
图4(b)选择写实的龙凤戏珠纹饰,舞动的龙纹与

翻飞的凤纹相呼应,达到阴阳对比的视觉效果。图4
(a)选择抽象的卷草夔龙纹,龙尾与磬上的绶带相勾

连,龙嘴口吐莲花,前爪攀附莲枝,中心以左右对称的

隶书寿字填白,构成左右对称的圆形夔龙捧寿团花纹

饰。磬在古代寓意吉庆,莲花表明清朝社会佛教盛行,
寿表示万寿无疆,团花又有其基本寓意:和谐、团圆、圆
满和大福大贵,整个纹饰既为皇家又为民间,将君权神

授和民间吉祥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整个纹饰灵动舒

展,活泼可爱,即使接受新生事物的现代人也赞叹和喜

爱。

(a)白色面料设计图案       (b)深色面料设计图案

图3 羊毛数码喷射印花设计图案

(a)卷草夔龙捧寿团花纹不同色彩数码印花实物样

(b)双龙戏珠团花纹数码印花实物样

图4 羊毛面料数码喷射印花小样

3.2.2 羊毛面料数码喷射印花过程

将处理好的图案输入数码喷射印花机的电脑,白
色法兰绒喷射预湿后,直接喷印烘干(机器自带);深色

面料印花相对复杂些,首先将面料印花区域刮白色底

浆(机器自完成),再按照输入电脑的图案喷射印花,然
后烘干冲洗白色底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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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将传统龙纹纹饰应用于现代羊毛针纺织品和印花

纺织品生产,满足了纺织品市场多元快速环保发展的

需求,尤其是数码喷射印花,不仅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而且更直接迅捷地把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审美观

念、流行趋势充分表现和传达。喷射印花的色牢度好,
本文的羊毛印花织品干摩擦色牢度在3.5-4.0之间。
但要注意刚印花时色牢度很差,水洗即可轻易洗净色

彩,因此印花结束立即烘干(机器自带)。利用导带式

数码喷射印花,能够很好地解决在打印过程起皱及纬

斜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未都.瓷之纹(上)[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2] 郑 军.中国历代龙纹纹饰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

社,2005.
[3] 萱草园主人.浅谈明清官窑中的螭龙纹[J].收藏界,2007,

(2):65-68.
[4] 袁宣萍,赵 丰.中国丝绸文化史[M].济南:山东美术出

版社,2009.
[5] 冯佳琪.蜿蜒卷草 俯仰生姿—卷草纹在中国的样式演变

研究[J].艺术品,2017,(10):62-67.
[6] 尚亚力,徐跃帼,陆倩倩.浅议传统丝绸纹饰的演变及其应

用 [J].辽宁丝绸,2019,(4):70-72.

ApplicationoftheTraditionalDragonPatternsonModernTextileDesign
SHANGYa-li,XUYue-guo

(ChangzhouTextileGarmentInstitute,Changzhou213164,China)

  Abstract:Thevarioustypesofdragonpatternsonbronzes,porcelains,woodenstatues,brocadesandembroiderieswerestudied.

Thethemes,characteristicsandmetaphorsoftheancientdragontoteminChinaweresummarized.Themethodofextractionandre-

constructionwasusedtodigitallyscanandmaketemplatesoftheGanodermadragonpatternswithcurlyleavesontheancientChinese

porcelainsandthecircleddragonpatternsontheroyalcostumesofQingDynasty.Throughtheprocessesofdigitalknittingsoftware

platemaking,machineweaving,finishingordigitaldyeprintingdesign,spraywettingorscarping,printingandfinishing,thetextile

sampleswithdifferentunitpatternswerewovenorprinted.Byanalyzingthesamples,itcouldbeconcludedthatthedifferentthemes

ofancientdragonpatternsusingtheruleofformalbeautycouldbeappliedtomoderntextiledesigns,eitherbyitselforincombina-

tion,forthepurposeofachievingthecollisionandcombinationofancientcultureandmoderntechnology.

Keywords:dragonpattern;design;weave;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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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oductionofPolyesterEmulationSilkSwallowGirdFabric
GUMei-hua1,CAIYong-dong2,*

(1.TorayFibers&TextilesResearchLaboratories(China)Co.,Ltd.,Nantong226009,China;

2.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Nantong226006,China)

  Abstract:Theswallowgirdfabricwasakindofclassicproducts.Basedonthedesignideaoftraditionalswallowgirdfabricstyle,

throughadoptingdifferentlowdenierpolyesterweftelasticnetworksilk,polyesteremulationsilkswallowgirdfabricwasdeveloped.

Thematerialselection,fabricspecificationdesignandprocessparameterswereintroduced.Thekeyproductionprocessofwarping,

sizingandweavingwasanalyzed.Thefeasibleprocessparametersandtechnicalmeasureswereputforward.Afterthetest,thewea-

vingefficiencyofproductcouldreach90%,thefirstgradepercentagebeforeclothrepairingcouldreach88%,thefirstgraderatein

storagecouldreach98%,couldmeettheuserequirementsoflady'sdress,scarves,coatsandotherfabric.

Keywords:chemicalemulationsilkfabric;swallowgird;warping;sizing;waterjetwe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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