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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像素艺术起源于数字媒体,是科学和艺术结合的产物,并成为这个时代极具象征性的艺术风格,广泛应用于

各大设计领域。运用了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查阅相关资料,根据近10年时装周中像素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表现形

式及设计实践,总结归纳出像素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研究认为,像素艺术通常以图案印花、色彩拼接的方式表

现,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其种类和形式很多,有着许多创作空间,利于服装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和产生各种不同的

视觉体验。

关键词:像素艺术;现代服饰;色彩;排列

中图分类号:TS9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8)12-0045-06

收稿日期:2018-09-10;修回日期:2018-09-18
作者简介:洪 钰(1995-),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与理

论。
*通信作者:叶洪光(1971-),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服装设计与理论和服饰文化遗产,E-mail:836001463@qq.
com。

  每当科技有所革新,新的艺术形式就会随之诞生。
早先因为计算机显卡功能不足,而采用最优化压缩内

容的低像素去处理图案[1],如今低像素越来越发展成

一种艺术风格,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广受设计师们的青

睐。这些新艺术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丰富了服装设计

的表达手法和呈现效果。目前学术界对像素艺术在服

装设计中运用方法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任何盛极一时

的艺术形式都是值得推敲的,视觉上无论是丰富多彩

的色彩,还是高度概括的图形都是其艺术形式的传递

与发展,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服装领域中的像素艺术,需
要系统地归纳总结其艺术形式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

法。以服饰为载体研究了像素艺术的表现方式,近年

来像素风格的服饰不断出现在各大时装周和服饰设计

作品中,收集了近10年时装周中的相关图片资料并进

行归纳,总结出其在服装设计中主要的应用方式,如:
像素艺术在服饰设计中的色彩应用、服饰图案设计与

排列方式,在二维平面和三维立体空间中的表现形式

以及像素艺术在服装设计中常见工艺表达等,从而使

其艺术形式更好地在服饰设计中展现独特的风格魅

力。

1 像素艺术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色彩应用

服饰色彩设计主要是色块之间的颜色搭配,像素

风格是具有较强装饰性和视觉效果的一种艺术,其艺

术形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点彩派作画的手

法,让很多色块点并置在视觉中混合,在主观意识中构

成色块组成的形象。其色彩的表现通常是颜色对比鲜

明的卡通风格色彩,像素风格的图案通常会是有明暗

关系的多重明度色彩来填充[2],从而完善像素图案的

立体、明暗效果,每一个像素块的色彩表现都十分重

要。

1.1 单色运用

色彩表现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一个定色变调的过

程,通常像素艺术的色彩特征之一就是过渡均匀的颜

色渐变。单色运用指选取一种颜色为基本色,在基本

色的基础上,其颜色的明度、深浅的变化来填充单元像

素色块,中间色的过渡是有颜色变化并且颜色均匀不

突兀的过渡。如图1中VivienneWestwood的男式西

装是以红色为基色的渐变,图2Nike短袖T恤是由蓝

色为基色的蓝色系混色设计,使单一的蓝色不再单调

沉闷而更富有层次感和趣味性。

1.2 多色运用

多色运用即2个或3个以上颜色的搭配设计。典

型的像素风格设计多以高纯度的纯色色块填充,像素

艺术本身多见的是大量纯度高的多彩色的运用(图3),
卡通风格的效果使服装更富有跃动感。

1.2.1 有彩色运用

有彩色中色彩的搭配运用大致有以下几种:
(1)互补色运用,指颜色之间视觉差异、对比激烈,

色彩之间产生强烈的排斥感,易产生眩目等视觉效果,
是对比最强的色彩运用。如图4上衣整体呈现是蓝色

与橙色色块的对比设计,大面积蓝色中交错着橙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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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VivienneWestwood2015红色渐变西装外套

图2 Nike2015蓝色短袖

种颜色互相使对方的色块更加突显。
(2)邻近色运用,指在视觉上比较接近的两种或多

种颜色的搭配设计(图5)。如:黄色和绿色,绿色和蓝

色,黄色、红色与橙色的搭配等,所构成的整体色彩色

感对比较弱,搭配起来具有柔和、温馨的色彩个性。
(3)对比色运用,对比色可以说是一种视觉的表

象,2种可以明显区分的色彩,叫对比色。其包括许多

色彩属性的对比,包含色相对比、明度对比、冷暖对比

和纯度对比等[3]。如图5短袖T恤中色彩整体看是橙

色和蓝绿色相和冷暖色调互为对比色的设计,其中橙

色色块的色彩明度、饱和度有明显的变化,高纯度橙色

与不同明度、饱和度的橙色之间形成对比色,服装显得

既有中心又更有层次感和科技感。

图3 多彩色运用

图4 互补色运用

图5 邻近色与对比色运用

1.2.2 无彩色运用

无彩色主要指黑、白两色,无彩色运用即不运用有

彩色进行设计。黑白两色的搭配给人明快、简洁、大方

的感觉,如香港品牌 MikeMak简笔画般手包(图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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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白色作为底色,对比强烈突显黑色像素色块描边

出信封包的轮廓,再比如PhoebeEnglish2016秋冬款

的不规格拼接上衣也运用了无彩色块的像素风格设计

(图7),黑白小色块相互交映。黑白两色的搭配将复杂

的色彩关系转换为简单的构成关系,将色彩三要素中

的色相和纯度直接简略。有时候黑与白的搭配会显得

单调无奇,为了避免黑与白搭配产生的生硬感与单调

感往往会适当加入灰色来调和画面,丰富画面的层次

感。

图6 MikeMak手包

图7 PhoebeEnglish2016秋冬伦敦

1.2.3 有彩色与无彩色的运用

黑白灰既可以为不喧宾夺主的配角,也可以作为

吸引目光的主角。黑白色也可以作为与高纯度色彩搭

配中的小面积间隔色,用以处理更具变化性和复杂的

平面色彩关系。无彩色色块和有彩色色块搭配中的调

和使得服装的色彩视知觉不那么跳跃。这些方法是构

成明显色彩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赋予色彩表现力的

重要方法,在一个设计中可以综合运用。如图8中

Sacai2017巴黎早秋的连衣裙款式中运用到了冷暖对

比色、邻近色以及无彩色的运用,整件裙子的色彩明

度、饱和度降低,使整个色彩不突兀,更为协调。在不

同的色彩搭配方式里,色彩面积的比例极为重要,影响

着整体效果的表达。

图8 Sacai2017巴黎早秋

2 像素艺术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图案应用

像素艺术图案通常是从单个单元像素进行设计,
方形的像素单元是唯一可运用的基本图形。这种以方

块单体为基本元素,不断重复组合、排列的艺术手法,
它的构图方式新颖、造型独特、视觉效果突出,通过像

素块组合、有着锯齿边的视觉表象具有非常鲜明的艺

术特色[4],像素艺术图案在服饰中的设计就是形式与

色彩间的一种新的统一。
在所有像素艺术中,无论是直线或者曲线的呈现,

最基本、单位最小的两个像素色块的排列都是以并排、
对角排列2种方式(图9)。并排组合常用于直线的塑

造,对角常用于斜线,2种排列方式可组成倾斜角度不

同的斜线和不同弯曲程度的曲线。

图9 并排、对角排

2.1 具象图案

具象图案指一看就知道形象与内容,马上能联系

到所存有的经验记忆、外形对应的图案,像素艺术中具

象则是相对而言的具体形象。像素化艺术独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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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兼备着“近”与“远”2种不同效果的观感体验。
当离有一定间距时显像立体又清晰,而随着距离越近

形象反而越模糊,颇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之意,这
种现象被称为“阿斯伯内多效应”,像素化艺术就是运

用了“阿斯伯内多效应”这种心理效应,来达到在视觉

上的由远及近的效果变化[5]。具象的像素图案通常在

服装视觉中心,如胸部、背部等设计使用面积较大的位

置应用,如图10中 MarcodeVincenzo2018秋冬的像

素主题设计,像素人像图案和像素花卉图案在针织服

装中单独或连续的应用设计。

图10 MarcodeVincenzo2018秋冬

在具体形象中的像素图案的构成通常是有规范和

一定对称性的,如图像素画的基本线条构成中,直线的

表达中像素块是水平排列呈长方形,斜线与曲线根据

不同的倾斜度和弯曲度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图11)。

直线

斜线

曲线

22.6度 30度 45度

图11 像素画基本线条的构成

2.2 抽象图案

抽象图案指无法通过其表象来定义外在形象的,
只留下人们所知的几何形态或者精神理解的图案意为

抽象图案。像素风格的图案本就是抽象化的,文中所

提的抽象图案是相对而言的抽象形式。抽象的像素图

案在服饰中的应用大致有:
(1)轮廓排列

轮廓排列指以服饰结构轮廓、像素块沿其所概括

出的形进行排列填充。2011年日本时装周中Anreal-
age推出以像素为主题秋冬女装系列,像素风格的西装

上各种不同色的像素块沿着西装领、袖子、衣身等各结

构部分,形似等高线般的一圈圈排列填充,服装边角也

进行了像素化处理,展现了一种新颖的像素艺术在服

装上的表现效果,如图12所示。

图12 Anrealage2011秋冬

(2)随机排列

随机排列是偶然性的一种形式,指不设任何条件、
不确定性的,各种颜色的像素块无秩序的配色随机填

充,色彩斑驳。例如 Anrealage2011秋冬的配饰高跟

鞋(图13)和JeremyScott2018秋冬的连衣裙上的印

花(图14),随机填充的像素色块像极了老旧电视机上

的雪花屏幕,随机填充的像素块大小的不同,整体视觉

效果也不同。

图13 Anrealage2011秋冬

(3)疏密排列

指不同颜色的像素色块不均匀的排列填充,疏密

使像素块组合的画面感产生主次的视觉变化,潘天寿

曾云“无疏不能成密,无密不能见疏,是以虚实相生,虚
实相用,绘事乃成”[6],说要善于用虚的东西来衬托实

的东西,反过来用实的东西显出虚处之妙。这就是平

面构成中利用数量的多少,在排列方式上产生疏密与

松紧的效果,增强画面感染力的疏密对比,疏密既可以

分主次也可以使主次紧密相连。如图15中Bur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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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JeremyScott2018秋冬

高级定制中红色与黑白拼接的男装,红色色块分布密

集的部分形成视觉中心,与白色的疏密呼应更加增强

了红色的对比效果。在橙黄与浅蓝色块疏密交映的连

衣裙中,两色既形成了对方的疏密效果,也建立了自身

颜色的中心点。

图15 Burberry像素风格高级定制服装

3 像素艺术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随着像素艺术在设计中应用的不断发展,像素这

种视觉语言逐渐由平面向立体衍生与发展。雕塑家肖

恩·斯密斯曾说:“我们虽然在电视或电脑上看见大

自然,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像素。”肖恩·斯密斯将平面

的像素艺术转变成立体的像素雕塑[5],使得像素艺术

的表现形式有了平面和立体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以

二维平面有着长和宽的方形和三维立体有着长、宽、高
的方块体作为最小的基本元素。像素艺术在服装中的

体现通常是在二维平面图案设计中的应用,通过对基

本像素元素重组或拆分的方法去构成点、线、面。像素

艺术从二维向三维空间的发展诞生了体素,顾名思义

体素就是立体化的像素,同样运用对基本元素的重组

或拆分去构成点、线、面、体。
由于常规观念的服装是由平面面料制成的,是二

维平面服装与三维人体的结合。在服装设计的领域中

很少有立体像素艺术的应用,立体像素艺术的服装设

计打破了固有的思维定式,是三维的立体服装与三维

人体的结合,其强调的是一种新造型的探索。如图16
设计实践效果图中的3款整体轮廓大致相同的像素风

格的服装,从平面到立体的过渡设计展现了像素艺术

的风采,更加直观地比较出立体像素艺术的应用使服

装富含更多变化,视觉空间效果更丰富,激发了更强的

趣味性。

图16 设计实践效果图《像素的礼物》

4 像素艺术在现代服装中的工艺应用

像素艺术的服装设计主要是图案效果及色彩的变

化,像素艺术在服饰设计应用表达方法的不同工艺呈

现中,归纳出常见的使用方法。

4.1 数字印花

印花技术所纺织成的面料成为现代服装的主流走

向,印花技术和像素艺术一样是在科技发展中产生并

且逐渐完善的,印花工艺与像素风格服饰的结合更能

体现出数码科技效果。数字印花具有反应快、印花质

量高等优势,其高精度色彩的印花和工艺突显像素艺

术的观赏性[7],数字印花在服装图案设计中的应用能

够使服装图案色彩更加丰富和多变,在图案设计中的

应用具有更多的优势,并且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可能性。
如JeremyScott2018秋冬款连衣裙上密密麻麻、科幻

色彩的像素块在数字印花工艺的体现下显得科技感十

足。随着印花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在针织服装设计

应用中也越来越广泛,给服装界增添了更加靓丽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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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4.2 面料拼接

拼接通常还称为拼贴,它可以是小块面料和衣片

的拼接或其他材料贴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可以是不

同视角下同一件事物的解构、重组,属于对面料的二次

设计[8]。像素艺术风格的服饰设计中的拼接工艺是不

同颜色基调、不同材料质地的方形面料的拼接,如an-
realage2011秋冬款的像素风格西装上,不同颜色、不
同质地带有像素锯齿状、大小规格不同的面料拼接组

合,服装色彩丰富、层次感强、颇具戏剧性。拼接让我

们有机会从“碎片化”的素材中挑选出与自己的艺术主

题最契合的元素,然后将挑选出的元素进行糅合、重
组、叠加,赋予事物无限的可能性。

5 结语

像素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切合时代的视觉表达

方式,原本平淡无奇的像素点通过艺术形式的表现方

式、与各大设计方向的结合,变为当代具有时代象征

性、形式多样的设计手法。
通过对像素艺术在当代设计中的表达,了解其审

美特质与其元素的体现,从而进一步分析像素艺术在

服饰设计中的应用方式。研究认为:像素艺术的风格

新颖独特,色彩简洁明快。在服饰色彩与图案设计应

用中,其特有的锯齿形状的色块组合出独特视觉效果

的画面,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点线面的思维模式,却又不

脱离造型的一般规律,这种视觉语言逐渐由平面化向

立体转化,将二维的平面转换为三维的立体,从而为设

计师们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为现代服饰设计

提供了更广阔的道路。像素风格服饰视觉效果的体现

与工艺运用以及科技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寻找不同的

工艺方式,使技术、艺术与服装合三为一。在现代服饰

设计中,运用像素艺术的服饰设计有很多,但设计的方

式手法还需要更多尝试和创新,从而为现代服饰设计

不断提供有趣味的设计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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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PixelArtintheDesignofModernDress
HONGYu,YEHong-guang*,ZHAOHong-yan

(InstituteofFashion,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Pixelartoriginatedintheeraofdigitalmedia.Itwastheproductofthecombinationofscienceandart.Itbecamesym-

bolicartisticstyleinthiseraandwaswidelyusedinmajordesignfields.Byusingthemethodofliteratureinvestigationandcaseanaly-

sis,theapplicationofpixelartincostumedesignwassummarizedaccordingtotheexpressionanddesignpracticeofpixelartinfash-

iondesigninthepast10years.Theresearchshowedthatpixelartwasusuallyrepresentedbypatternprintingandmixtureofcolors.

Pixel,asakindofartwithuniquecharm,hadmanytypesandforms,aswellashadmanycreativespaces.Itwasconducivetobring
newideasandproducenewvisualexperienceforfashiondesign.

Keywords:pixelart;moderncostumes;color;arrangement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欢迎刊登广告

·05· 纺织科技进展            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