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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青花瓷、斗彩、五彩、珐琅彩和粉彩瓷器的工艺艺术,介绍了彩瓷与非彩瓷的渊源。通过对蕴涵某一朝

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代表性瓷器纹饰的深刻领悟,采用直接应用或提取重构,根据织物配色原理、织物组织结构及

其肌理视觉原理,化繁为简设计出反映现代文化元素、工艺技术及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种纹饰,将其应用于纺织品以承载和

传承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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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瓷器包括原始瓷、白瓷、青瓷和彩瓷,经过

3000多年,伴随着朝代更迭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演变,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其统治地位的长久平

安,无不通过瓷器的器型、釉色、工艺技术及艺术特征

的发展变化,来表达其统治思想以渲染天下太平、欣欣

向荣或平息社会矛盾、消除危机。所谓彩瓷并非意味

元朝之前的瓷器就没有彩色,而是区别于青瓷、白瓷、
黑釉瓷、白地黑花瓷等那些追求纯洁恬淡、素雅明快甚

至朴实无华效果的格调,以浓艳的格调和丰富的色彩

效果形成新的瓷器审美特征[1]。本文主要以元朝的青

花瓷器、明朝的斗彩和五彩瓷器、清朝的珐琅彩和粉彩

瓷器的工艺艺术特征为指导,汲取其精华设计出符合

社会新文化风尚及审美取向的现代纺织品,使现代纺

织设计的理念、方法及审美意识大放异彩并富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2]。

1 彩瓷工艺与艺术

元朝的青花瓷器、明朝的斗彩和五彩瓷器、清朝的

珐琅彩和粉彩瓷器将中国瓷器发展带入了彩色的世

界,更成为不同朝代封建统治者统治思想及虚无精神

的物化符号。

1.1 青花瓷器的工艺与艺术

成熟于元朝的青花瓷,用幽蓝的青料与纯白的高

岭土掀起一场动人心魄的瓷器新波澜,并成为蒙古统

治者的文化符号[3]。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钴的矿物做

原料,在瓷器胎体上直接描绘后,再罩上一层透明釉,
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瓷匠艺人将瓷坯素胎当作宣纸,
将自己的心绪情趣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尚相交融,用
笔墨描绘出意蕴相投的富有国画效果的青花图案。元

青花瓷器装饰纹饰因其服务于藏传佛教祭祀,故用于

佛道及其礼仪器物上的纹饰为带有藏族文化色彩的八

吉祥纹、串珠纹、垂云纹、方形莲瓣纹等;自青花瓷器主

要服务于藏传佛教祭祀以后,便服务于当时人们的日

常生活,由此装饰纹饰增加了反映汉地传统文化的牡

丹纹、蕉叶纹、菊花纹、月季纹、萱草纹、牵牛花纹、松竹

梅、龙凤纹、鸳鸯纹、麒麟纹、月梅纹、鱼莲纹、杂宝纹、
锦纹、狮球纹、蒙恬将军图、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子下

山等,且继承宋代磁洲窑瓷器的部分纹饰。其纹饰特

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勾勒(又名

“一笔点画”)多见,与绘画里的写意手法颇为相像,重
图案的神韵,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4]。自元

朝开始,海外贸易发达,青花瓷器受伊斯兰文化因素中

颜色和装饰形式的影响,其鲜明艳丽的色彩所使用的

原料就来自伊斯兰地区。蓝色是深远、纯洁、透明的象

征,尤如宇宙和深海,令人心驰神往并感到神秘、渺茫

和静穆,这与伊斯兰教宣扬的教义和追求清净的境界

相符[5]。特别是元朝晚期受海外贸易引进伊斯兰装饰

风尚的影响,青花瓷器色彩愈加青翠,纹饰布局愈加紧

密。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变幻衰落的

时期,单纯的色调已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的精神需要

以及达到炫耀其统治地位的目的,明嘉靖、万历时期创

烧了斗彩和五彩瓷器,清康熙帝时期创烧了珐琅彩和

粉彩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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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斗彩和五彩瓷器的工艺与艺术

斗彩瓷器于宣德时期创烧,它是将瓷胎上画好图

案的青花部分,罩上透明釉,入窑烧制后,再在留出的

空白处用各种彩饰填绘,复入窑低温烘烤而成[6],其风

格清雅俊秀。五彩创烧于明朝嘉靖年间,它是在绿彩

的基础上,加以黄彩、青花蓝彩、紫彩等各种带玻璃质

的彩料,并随着装饰区域的扩大及装饰带的增加,这几

种色彩反复应用,层次相套,形成一种五彩斑斓、炫眼

耀目的装饰效果,这便是真正的五彩,即嘉靖万历五

彩。斗彩常常是以青花作为轮廓线或以青花围绕装饰

在其他彩饰的周围,而五彩则较为随意,青花并未作为

主要角色,而是与其他色彩具有平等的地位,即趋向均

衡。
成化斗彩瓷器具有明显的明代艺术风格,绘画多

为信手拈来,随手而画,纹饰线条自然流畅,成化斗彩

不只彩饰本身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彩绘纹饰也具有象

征意义。除一些器物上的葡萄纹、婴戏纹这类象征多

子多福的纹饰外,明万历年间《神宗实录》载“御前有成

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画面设色丰富,以青花

勾线,运用填彩、覆彩、染彩、点彩等技法,使湖石、草
木、小鸡等纹饰形象逼真。此番画意鲜明生动地展示

出万贵妃集成化皇帝万千宠爱于一身,并展示了成化

皇帝憧憬万物和谐、帝王嫔妃和睦、子孙满堂的美好心

理。
明代瓷器上的纹饰,深受当时绘画风格的影响,注

重写意,以构图疏朗、高古,技法酣畅、纯熟,风格奔放、
潇洒为主要特征[7]。这时期瓷器纹饰已非常丰富、全
面,包括各种龙凤纹、花卉纹、花果纹、缠枝纹、动物、人
物、博古、八宝纹、书法文字(包括梵文、波斯纹)、锦纹、
缨络纹和各种边饰等,丰富且富于变化。

1.3 珐琅彩和粉彩瓷器的工艺与艺术

珐琅彩瓷器在其发展过程中源生出粉彩瓷器且两

者并行发展。珐琅彩瓷器源自西洋科技和工艺的铜胎

画珐琅移植工艺技术。明、清彩瓷由单线平涂的五彩

传统绘画技法引自西方彩料装饰的珐琅彩彩绘技术,
使产品上的花纹更加凸起,层次清晰,浓淡分明,颜色

鲜艳夺目,画面生动逼真,装饰效果更趋于立体感和美

术化。珐琅彩和粉彩使用的黄彩以氧化锡作着色剂,
不同于传统的黄彩以氧化铁作着色剂,使珐琅彩瓷器

的绘画颜色与烧出颜色完全一致,画面富有立体感(虽
然彩饰平坦却有凸起感视觉效果)等独特工艺美术特

征。珐琅彩瓷胎先在景德镇选择最好的胎土进行精炼

加工,再到宫中由当时著名的画家,引文人画清晰与明

朗之风,融入宫廷华美、富贵、艳丽的气象。康熙珐琅

彩瓷器采用黄色、紫色或蓝色等色地衬托,纹饰以牡丹

纹、折枝花卉、团花加寿字、九秋菊花、开光花卉等植物

花卉为装饰题材。
粉彩也称软彩,它改变了单线平涂的生硬色调,吸

取国画中的构图、设色等技法,即可以进行明暗和渲染

接色,使每一个颜色都有丰富的层次,因而艺术表现力

较强,有别于被称为“硬彩”彩饰的层次较少的五彩。
康熙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珐琅彩色彩极为丰富艳丽,
玻璃质感强,层次更为清晰。纹饰除单纯的植物花卉

外,还有花马、竹石、山水、婴戏、西洋妇人托婴图、罗
汉、八宝等,并配有诗句和印章。粉彩不仅直接服务于

皇帝,还逐渐发展到服务于宫廷和民间,其装饰风格更

为丰富,表现力愈加强烈。雍正乾隆时期西洋洛可可

艺术娇艳的色彩、回旋婉转的线条、富贵华丽的装饰效

果,恰好迎合了清代宫廷追求华贵富丽的时代风尚,成
就了雍正时期粉彩柔和细腻、色调湿润、浓淡相间等艺

术特点,深为时俗所推崇,且赋予传统的边饰纹、缠枝

纹和折枝花装饰线条飘逸和飞扬的神韵。

2 彩瓷与非彩瓷的渊源

中国封建社会瓷器的发展可分为东汉晚期至宋

代、元代至清代2个阶段,并且宋代和清代是瓷器发展

的2个高峰期。无论是宋代的官窑和民窑瓷器,还是

元明清时代的彩瓷瓷器,其发展过程必然与中国封建

社会政治、文化体系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联系且具

有一定的渊源。宋代官窑瓷器的出现并非是由于封建

宫廷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而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精

神生活和统治目的的需要。由宋代的官哥窑和磁州民

窑瓷器的工艺与艺术可略见其对元代至清代彩瓷发展

的影响。

2.1 哥窑瓷器

宋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士大夫精神意识所追求的

是恬静、淡漠、玄妙、含蓄等。哥窑瓷器釉饰上那清雅、
静谧、恬淡的滋润典雅效果和玄妙无比的开片,可谓是

宋代封建统治者禅之境界的物化符号。封建统治者利

用瓷器仿青铜礼器“敬天事祖”,祈求士大夫在内的整

个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封建体制得以平稳地延续,赋予

其真正的涵义。哥窑青瓷器以周身冰裂、变化万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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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釉开片而神秘莫测,其烧造窑口至今让考古者魂牵

梦绕、孜孜探寻。哥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举世无双,其釉

面呈细碎纹片,大纹片呈深褐色,小纹片为黄褐色,总
体上说色调为黑黄相间,形成“金丝铁线”状,除此之外

还有鳝血、黑蓝、浅黄鱼子纹,形状有网形状、梅花纹、
细碎纹等。

2.2 磁州窑瓷器

宋朝以长江为界形成北方耀州窑和南方龙泉窑的

青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北方磁州窑的白釉黑

彩瓷、南方的吉州窑和建窑黑釉瓷等为代表的民窑瓷

器。其一方面为寻常百姓生产瓷器,另一方面也为官

窑输送优秀的瓷匠艺人。磁州窑最为著名,其束缚较

少,相对自由,且主要根据市场需要来调整生产方式,
从而独树一帜享誉民间。磁州窑汲取了中国传统绘画

和书法艺术的精华,巧妙而生动地运用于瓷器的绘制,
创烧出黑白对比十分强烈的装饰效果,最为典型的是

白地黑花装饰工艺。其在精细原料制成泥坯上先施化

妆土,然后用细黑彩绘制纹样,再在黑彩纹样上均匀划

出轮廓线和花瓣叶盘,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施
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釉,入窑烧制,黑白两色形成强烈

对比。磁州窑以娴熟、潇洒的笔墨,将人们喜闻乐见的

生活场景(装饰纹样)淋漓尽致地书画于器物上,彰显

出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

3 彩瓷纹饰在现代纺织品设计中的应用

3.1 白地牡丹纹梅瓶纹饰应用

图1(a)是白地牡丹纹梅瓶,该梅瓶腹部绘缠枝牡

丹纹,花叶披密相互缠绕,远看热闹富贵,近看枝叶起

伏,花瓣舒展,俯仰有致,生动传神,给人以欣欣向荣之

感,是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图1(b)和(c)是利

用其构图特点设计了藏青地白花的针织纹样及编织小

样。样品制作采用针织2色双面提花组织结构,背部

采用芝麻点组织效应,利用此结构所设计织制的织物

平整,图案纹理清晰,色彩采用藏青色与白色,对比强

烈,突出花纹整体效果,再现牡丹花的雍容华贵。可以

以独花、缠枝满花或边饰等装饰形式直接应用于纺织

品纹饰设计。

3.2 哥窑葵花盘纹饰应用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宋朝青瓷给

人以宁静澄澈的感觉,它是美的摇篮,是自由的天地,
是从容自适的乐园。图2是将哥窑冰裂开片与活泼卖

萌的卡通狗图案组合重构,整体以冰裂开片为底纹,底
色采用玉色,卡通图案采用对比强烈的红色,金丝铁线

采用藏青色,样品制作采用针织4色双面提花组织,形
成色彩对比明快跳跃的图案装饰肌理。图案设计秉承

哥窑瓷器的文化内涵与现代审美取向及编织技术的融

合升华。

(a)白地牡丹纹梅瓶

(b)编织上机纹饰

(c)针织小样实物效果图

图1 白地牡丹纹梅瓶纹饰

3.3 青花岁寒三友瓷盘纹饰应用

当瓷匠艺人将最为熟知的植物纹作为表现内容画

在瓷器表面时,经过泥与火的历练,是那么的千姿百

态、绰约动人、意蕴深长。被喻为岁寒三友的纹饰,自
汉代起就被赋予借物喻人———“草木秋死,松柏独存”、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明早期文人士大夫在严

酷的社会环境下,通过植物纹强化其政治意图,以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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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洁、不畏风寒的植物松竹梅为效仿榜样。松柏之茂,
隆冬不衰;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8]。

(a)哥窑葵花盘

(b)卡通狗狗图

(c)针织小样实物效果图

图2 哥窑葵花盘纹饰

传统瓷器文化中青花瓷独具特色享誉盛名,白底

色加蓝色彰显青花幽静雅致、沉静安宁的特点。将图3
(a)直接应用于纺织品纹饰设计,寓意傲骨迎风、挺霜

而立、顽强坚毅的人格追求。样品制作采用针织4色

提花双面组织,可用于生活空间的软装饰,凸显浓郁的

文化氛围及淡雅脱俗的艺术格调。

3.4 粉彩带托瓷花盆纹饰应用

图4粉彩带托瓷花盆为乾隆官窑粉彩瓷的代表

作,盆腹部的图案由两组独立纹样相间组合,一组绘红

彩蝙蝠、金彩寿字、宝相花纹等,宝相花上托着佛手、桃

子与石榴,可谓多福、多寿、多子三多纹;另一组绘寿

桃、宝相花、宝磬纹等,寓意喜庆长寿。虽画笔精细、色
彩艳丽,但构图繁缛有堆砌感,应用中根据纺织品配色

原理、织物组织结构及其肌理视觉原理,纺织品纹样设

计中选择第一组纹样并减去三多纹,使纹样简洁清晰。
样品制作采用针织5色提花双面织物组织,应用于成

型织物及服装边饰设计,赋予福寿连绵的吉祥寓意。

(a)青花岁寒三友盘

(b)编织上机图

(c)针织小样实物效果图

图3 青花岁寒三友瓷盘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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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编织上机纹饰图

(b)编织上机图

(c)针织小样实物效果图

图4 粉彩带托瓷花盆纹饰

针织物样品纱线规格及织造工艺参数见表1和表2。

4 结语

传统瓷器文化与纺织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纺织品不易保存且元朝以前留存的资料有限,鉴于此,
学习和传承纺织文化的同时,不可忽视对瓷器文化的

学习和汲取,将两者融合升华应用于现代纺织品纹饰

设计,使现代纺织品曼妙清雅或吉祥富贵或娇艳夺目。
表1 针织物样品纱线规格

织物名称 原料成分/% 色彩 线密度/tex

牡丹纹 85棉/15腈纶 白色 20.83×2
85棉/15腈纶 深藏青 38.46×2

卡通狗 94棉/3毛/3醋酸 淡绿色 31.25×2
85棉/15腈纶 深藏青 38.46×2
色纺100涤纶 大红 18.18×2

岁寒三友 色纺100涤纶 翠绿 18.18×2
85棉/15腈纶 白色 20.83×2
85棉/15腈纶 深藏青 38.46×2
色纺100涤纶 宝蓝 18.18×2

福寿连绵 色纺100涤纶 中兰 18.18×2
色纺100涤纶 宝蓝 18.18×2
94棉/3毛/3醋酸 淡绿色 31.25×2
50毛/50腈纶 酱紫色 20.83×2

35黏 胶/30棉/15毛/10纤 维 素 纤
维/10锦纶

淡蓝色 22.73×2

60棉/20黏胶/20纤维素纤维 杏黄 18.18×2

表2 针织物样品织造工艺参数

织物名称
上机
度目

织物横密
/纵行·(10cm)-1

织物纵密/
横列·(10cm)-1

面密度/
g·m-2

牡丹纹 65 31 43 344
卡通狗 63 33 33 355
岁寒三友 65 33 32 335
福寿连绵 63 30 30 359
 注:机型为常熟市金龙机械有限公司LXC—121SC全电脑横机,机号

12,色纺涤纶针织纱,双根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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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ChinesePolychromePorcelainDecorationinModernTextiles
SHANGYa-li,XUYue-guo,WUZeng-bo

(ChangzhouTextileGarmentInstitute,Changzhou213164,China)

  Abstract:Thecraftandartofblueandwhiteporcelain,Doucaiporcelain,multi-coloredporcelain,enamelpolychromeporcelain

andfamille-roseporcelainwerestudied.Theoriginofcoloredporcelainsandnon-coloredporcelainswereintroduced.Throughthepro-

foundunderstandingofrepresentativeporcelainornamentationwhichcontainedacertainDynasty'spolitics,economy,culture,science

andtechnology,basedontheprincipleofcolormatching,fabricstructureandthevisualeffectsoffabrictexture,varioustypesoftex-

tilepatternsthatreflectedcontemporaryculturalelementsandcraftsmanshipandmetmarketdemandweredesignedbyusingdirect

applicationorextractionreconstructionmethod.ItcouldbeappliedtotextilestocarryandinheritChinesecivilisation.

Keywords:Chinesepolychromeporcelain;art;patterns;application;textile



可净化室内雾霾的“智能窗纱”问世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俞书宏教授

领导的团队通过一种浸染自组装的方法,以传统的商

业尼龙网纱(聚酰胺)为基底,成功研制了超大面积的

柔性透明智能窗口材料。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细胞》
出版社新刊《iScience》上。

在雾霾环境中,有效防护PM2.5的口罩 为 N95
级,但是体感憋闷,无法长时间佩戴。介于室外除霾和

个人防护之间,室内空气净化是保证人们健康工作和

生活的一项有效措施。同时,保持室内适宜的温度所

消耗的能源将持续增加。因而,开发一种智能窗口兼

备调节室内光线强度和净化空气雾霾,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此前,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方案收集过滤室内漂

浮的雾霾微粒,例如通过静电吸附、聚合物纤维吸附以

及金属有机骨架配合物吸附等物理方式。但是所制备

的智能窗口价格昂贵、难以扩大生产和可重复循环使

用。因此,如何制备出超大面积的可重复使用的柔性

透明智能窗口仍然是一个挑战。
据介绍,研究人员在20min内即可制备约7.5m2

的银纳米线—尼龙智能窗口,花费约100元,这种柔性

透明智能窗口不仅能够和热致变色染料相结合改变室

内的光照强度,还能够作为高效的雾霾收集器用以净

化室内的空气质量。其中,空气净化效率最高可以达

到99.65%,并且能够在50s内将空气中PM2.5的浓

度从严重污染的程度(248μg/m3)降至空气优良状态

(32.9μg/m3)。同时,制备得到的银纳米线—尼龙智

能窗口在雾霾收集之后,只需要简单地浸泡在乙醇中

20min,就可以清洗干净并再次使用,即使经过上百次

的可重复循环,其净化效率依然可以保持稳定。
这项研究为今后柔性透明智能窗口材料的设计和

制备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
(来源:科技日报)



可自动调节冷暖的面料 有望用于“智能”衣服

  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可根据

温度、湿度变化自动调节冷暖的面料,有望用于制造

“智能”衣服。
这种面料由覆盖了导电碳纳米管的特制纱线制

成。这种纱线由两种复合材料组成,一种吸收水,一种

排斥水。当身体出汗导致温暖和潮湿时,面料可使更

多热辐射通过。当寒冷和干燥时,面料可减少热量逃

逸。
在潮湿条件下,面料里的纤维会发生卷曲,从而打

开面料上的孔洞,并改变碳纳米管的电磁耦合效应,给

身体中的热辐射“放行”。这种变化可以迅速发生,在

人们意识到热之前,就实现了降温。反之,当体温降低

时,这一机制可以阻断热辐射,实现保暖。
(来源:中国航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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