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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使楚凤元素更好地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并得到更多市场关注,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建立问卷,通过对调研

数据处理分析发现,受访者对于楚凤元素认识程度较浅,得出楚凤元素借助服装设计进行传播具有必要性,且受访者对服

装款式和色彩方面存在明显偏好。并根据调研结果总结受众设计偏好,结合典型的应用案例进行设计实践,对楚凤元素

融入现代服装设计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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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楚凤元素,即高度浓缩的楚文化元素代表[1]。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拥有璀璨

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深刻的精神内涵。楚凤元素由早期

氏族图腾崇拜演变到装饰纹样应用,承载了浪漫的情

感表达和独特的文化魅力。目前学术领域对于楚凤元

素的研究多在于其造型演变、艺术特征、文化内涵等方

面,而对于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较少。故

针对楚凤元素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设计要素,以问

卷调查形式了解受访者对设计要素的关注度情况并进

行数据分析,为楚凤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提

供可行性思路,并结合已有典型设计案例进行创新设

计实践,旨在以更为创新的表现方式满足现代人时尚

审美需求、传播其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并在市场上获

得更多关注。

1 楚凤元素的文化内涵与造型特征

楚文化是在道家哲学思想和屈子文学传统滋养下

的产物,洋溢着浪漫与生命力,极具瑰丽和诡谲的精

神。其构成包括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

乐舞、老庄哲学、屈骚文学六大支柱[2]。楚地文化传

统、历史人文、民俗巫风中所涉及的形象符号凝结着楚

人的精神文化特征。楚人崇火、尊凤,源于信奉其祖先

祝融,其身份是火神兼雷神,地位与日神相近,屈原也

在《离骚》中自称为“天帝太阳神的苗裔”。在自然崇拜

的主导作用下,楚人在其服饰中大量地使用了楚凤纹

样,并常与其他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相结合。由此可

见,楚人在千百年前已经开始将楚凤元素巧妙灵活地

应用于服装图案设计中。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以凤喻人、以凤传情的手法十

分常见。同时,楚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将凤的形象大胆

创新,并简化描述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在楚艺术

品上应用极多,主要是漆器、丝绸、刺绣作品。皮道坚

将楚漆器、丝绸上的艺术图案称为“有意味的形式”、
“有情感的符号”,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是自由的精神

体现。在艺术品上的表现风格为活泼洒脱,表现形式

为传统形式打散、变形、重组,以形成新的富有生命力

的艺术意境[3]。从楚文物中看,楚凤的造型特征主要

是撷取其形体特征,用S型纹、卷云纹、流云纹、花枝纹

与之构图,达到线条抽象且别具趣意的视觉效果[4]。
表1是对楚凤元素的艺术表现形式分析,主要选取玉

器、漆器、绘画、丝织物4个类别的艺术形式进行描述。
可以看出楚凤元素贯穿在楚人的造物艺术之中,楚艺

术作品的楚凤形象多为单独纹样或与其他象征纹样组

合,表现手法多样且富有感染力,所描绘的楚凤形象造

型各异,富于变化又充满浪漫、自由的气质。这种富有

变化性的设计理念与现代服装设计存在一定契合之

处,由此预见将这种传统元素借鉴应用在现代服装设

计中,不仅可以创新传统元素应用,丰富现代服装设计

语义,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装者追求个性的心

理需求,以其文化内涵中的差异性、独特性在服装市场

中形成良好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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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楚凤元素的艺术表现形式

类 别 名 称 图 例 特 征

玉 器 四节龙凤
纹玉佩 

龙凤纹一体,搭配蛇纹、云
纹、斜线纹,整体线条灵动

漆 器 虎坐立凤
漆木  

双凤对立、身姿挺拔、昂首
展翅,踏足于猛虎之上

绘 画 人物龙凤
帛画  

妇人合掌祝祷,其头顶凤
鸟腾飞,尾羽卷起,左侧是
向上升腾的龙

丝织物 龙凤虎纹
绣罗  

龙、凤、虎组合,凤能降龙
伏虎,构图对称,纹样组合
繁复

2 楚凤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调研分析

本次调研选择线上平台问卷星发放问卷的方式进

行数据收集工作,调研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18~25
岁,着重围绕学生群体进行调查。研究团队调研期间

共收到有效问卷159份。

2.1 调研准备

根据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中的ABC态度模型,消费

者态度的三大构成要素为认知(cognition)、感情(af-
fect)和行为(behavior)[5]。结合楚凤元素融入现代服

装设计中的设计效果,以相关设计要素作为控制变量,
此三大要素是受访者态度的复合表述,可具体对应为

问卷设计题项中的3个层面:(1)显示涉入度的认知层

面,包括受访者对于本次问卷调查主题楚凤元素以及

楚文化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并获取其渠道来源;(2)
服装设计要素层面,即受访者对于服装设计的感情因

素,以服装设计的形、质、色、图四大因素为主,对受访

者选择的设计要素和风格偏好进行归纳总结,以此判

断各个设计要素的应用可行性;(3)行为层面,即根据

受访者意愿调查,判断其在行为意愿上的具体表现。
对于调研测量项目的开发,可分为3个步骤:(1)针对

调研受访者对于楚凤元素的认识程度和其认识渠道确

立相关的量表题项,并以图片判断量表题项对受访者

认知程度进行检验;(2)参考涉入理论与接受模型确定

受访者涉入层面变量的题项,根据服装设计中的款式、
图案、色彩、工艺、风格、品牌方面确定设计要素层面的

量表题项;(3)为确保题项设计的合理性和受访者的接

受度,采取列举设计要素的形式对本层面题项进行再

次检验,根据对比结果对部分题项进行调整和补充,共
得到29个题项构成的预调查量表。部分题项如表2
所示,其中题项评分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6],从1~5
分表示其态度程度依次递增。

表2 受访者认知和态度层面变量题项设计

维度 编号 题项设计

态度 AA01 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和丰富的寓意,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

AA02 是一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但直接运用归于复古

AA03 传承与创新碰撞会有不同的设计效果

AA04 符合消费者追求个性服装的需求

AA05 创新设计具有一定的时尚性

认知 AB06 与现代融合,预见民族、世界性的服装设计趋势

AB07 走向潮流市场,成为大众都接受时尚的设计元素

AB08 只适合于一部分喜欢传统元素的小众

AB09 必有应用之处,但发展方向不太明确

2.2 消费者态度分析

调研受访者中18~25岁的年轻群体占比88.7%,

18岁以下的群体占比10.1%,这2个年龄层面的群体

占比最大,反映出年轻消费群体对时尚的关注度和敏

感度更高;而其中学生群体占比高达98.1%,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学生群体更倾向于关注时尚潮流,易接受新

事物,对于服装设计中的设计要素更为重视;从性别层

面上看,女性占比78%,可以看出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

对于服装设计方面更为感兴趣。由此可见,18~25岁

的学生群体更愿意关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服装设计

的融合与创新应用,并对此持有一定的想法和态度。
同时,受访者对楚凤元素的认识和认识来源的涉入度

和适合度检验(表3)显示:认知程度选择人数最多的为

3分(一般了解)的选项,但认知程度均值仅为2.21分,
由此说明受访者对楚凤元素或者楚文化相关知识认知

程度较浅显,受访者对于楚凤和楚文化相关知识的认

知渠道多来源于网络信息、书籍资料渠道。

2.3 消费者设计偏好

将受访者所关注的款式、质量、价格、面料、色彩和

工艺6个层面的要素进行频率分析对比,发现其均值

皆大于4,分别为4.22、4.04、4.09、4.04、4.16、4.06。
其中对款式关注度的均值最高,为4.22,其次是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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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均值较高,为4.16。由此可见,受访者对服装设

计的款式和色彩2个方面更关注。对于服饰风格和图

案表现手法的喜爱程度方面(图1),占比最多的为都市

休闲和平面式印花搭配的风格,为36.79%。与之存在

极小差异的是可爱趣味与抽象化数码印花搭配的风

格,为36.68%。由此可见,调研受访者对于设计偏向

集中在现代化的简约和休闲风格,因此楚凤元素在现

代服装设计的应用在此方向上应多加关注。
表3 对于楚凤元素或者楚文化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

认知程度 人 数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1 42 26.4 26.4 26.4
2 53 33.3 33.3 59.7
3 56 35.2 35.2 95.0
4 5 3.1 3.1 98.1
5 3 1.9 1.9 100.0

合 计 159 100.0 100.0

A优雅淑女风+ 1
2
3
4
5

9.3%11.63%21.86%22.33%34.88%

5.66%12.74%21.17%22.64%36.79%

11.56%23.12%36.68%17.09%11.56%

16.92%30.77%25.64%15.9%10.77%

11.94%22.89%24.38%22.89%17.91%

14%20.5%26%18.5%2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B都市休闲风+

C可爱趣味风+

D运动休闲风+

E率真街头风+

F端庄礼服风+

图1 受访者对服饰风格和图案表现手法的喜爱程度

2.4 调研分析

调研结果表明,调研受访者对楚凤元素和楚文化

相关知识的认识程度较低,但对楚凤元素融入服装设

计中的应用可行性给予了认同和肯定。因此,对于创

新楚文化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式具有吸引

消费者和传播传统文化的正向影响,且存在必要性。
受访者对各设计要素持不同关注度体现出消费者对服

装设计的个性化偏好与需求。因此,融入楚凤元素的

服装设计应该注重市场细分,根据相应的市场需求制

定设计方案,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目标消费群体诉求。
对于调研受访者关注度较高的款式和色彩要素,设计

者应该认识到其为设计的重点和难点部分,在具体设

计实践中应着重考虑这2个方面,应结合现代潮流趋

势,或从传统楚人服饰造型、色彩搭配中汲取灵感进行

创新设计。

3 楚凤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3.1 楚凤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作为独具魅力的楚文化元素,能为现代服装设计

师带来更多设计灵感。设计师可以借助多元设计手

法,使得楚凤元素创新使用并焕发新的生命力,如可以

借鉴西方设计手法对中国元素进行应用,其中最为典

型的就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由服装样式廓形到局

部细节的拆分、变化、重组,将局部设计细节无限放大,
夸张化表现,也可以将零散的设计细节整合起来、再组

合,形成全新视觉效果,重新定义服装美学。包新铭教

授曾作以下分类:对服装结构进行解构,服装多为不可

穿效果;对时装部分结构的拆分、切割以及非常规改

造;对服装图形解构,将图案素材重新剪辑、拼接并重

新组合;对服装材料解构,以创新型材料、非服装材质

设计[7]。可见,解构手法可使得设计效果更加多元,更
具创新意识和表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现代消

费者的时尚审美,满足消费者的个性追求,贴合服装市

场潮流。
在楚凤元素的创新应用中,设计者常以解构手法

表现,如钟蔚以楚文化元素为灵感的设计作品《且听风

吟》(图2),作品以楚漆器中的楚凤图案为主要元素,将
楚凤形象以局部提取、解构、再组合的方式表现。在图

案设计方面,凤鸟的凤羽以扇形展开,在服装正面部分

做单独图案设计,富有张力。这种图案设计呈旋涡线

性产生旋动,具有向外旋转的趋势,能量感向外发散,
极具动感又动势相融合,形成视觉上的均衡势态。既

不呆板也不过分张扬,展现传统纹样的灵动之美,突出

中国文化自由浪漫的精神和对生动之态的追求[8]。同

时,又提取楚凤的凤羽部分进行变形转换,并与楚文化

中另一特征纹样楚饰花草纹组合,采取四方连续纹样

以数码印花的手法表现,使得其设计更具现代休闲感,
符合受众对服装设计偏好的需求。

在楚凤元素的表现形式上,除了平面的变化设计

外,还可以采用营造立体感的设计手法。例如服装品

牌楚和听香在2019年春夏中国时装周的设计作品(图

3)对凤元素的立体形式创新,使得整体视觉效果更加

饱满且更具量感。设计师此次设计主题为“凤”,与当

代女性力量结合,主要将凤形象进行局部提炼和创新

设计。在形式上以利落剪裁打造线条感强的廓形,在
简洁礼服中以凤羽的抽象图案作解构应用,主要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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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和腰部做立体发散设计,使凤羽成为视觉中心,更
强化了图案设计。在提花面料上以刺绣手法为凤羽的

造型增添立体感和层次感。在色彩选择上,以沉稳的

白色、蓝色为主,以展现凤凰的优雅与文静气质,同时

更能体现现代女性的自信与魅力。

图2 钟蔚设计作品《且听凤吟》

图3 201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楚和听香秀场图

3.2 楚凤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实践

从调研受访者对服装设计要素的偏好出发,选取

楚文化中最为显著的装饰纹样楚凤元素为研究对象,
从服装的质、形、色、图等要素出发,探索楚凤元素与现

代服装设计融合的新型方式。根据已有应用设计案

例,总结相关设计方法进行创新实践,此系列设计

《CHU·CHARM·楚风》(图4)灵感源于楚文化元

素,既有最为典型丝织物中的楚凤纹样,又有楚漆器中

楚凤形象。主要提取了楚艺术品中造型不同的楚凤纹

样与楚巫中的图案作为设计符号,采用解构、重组、变
形的设计手法再创造。在色彩选择方面,结合“楚人尚

赤”的原则,以楚漆器中的红、黑色调为主,辅以黄、蓝
对比色,给人明亮且轻快的感觉。以西方现代工装款

式设计为原型,将传统纹样与现代休闲工装结合,更加

符合现代服装趋势的休闲化,力求在传统元素的创新

表达中传达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呈现新式楚风。

图4 设计实践作品《CHU·CHARM·楚风》

4 结语

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具有极

强的文化价值,楚凤元素则是楚人寄托情感、表达思想

的重要媒介。通过对楚凤元素进行造型和文化特征分

析,结合调研情况了解受众设计偏好,以现有设计案例

总结出关于楚凤元素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的规律与设计

要点。通过分析研究与设计应用相结合的方式,在更

大程度上挖掘出楚凤元素的形式特征与文化内涵的精

髓,并创新运用在现代设计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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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DesignofSwimsuitEnterprise
ResourcePlanningPlatformBasedonSaaSMode

JIAPei-hao
(SchoolofComputerScienc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600,China)

  Abstract:Aimingattheinformatizationproblemsofsmallandmedium-sizedswimwearmanufacturersinJinjiang,aswimsuiten-

terpriseresourceplanningplatformwasproposed.RelyingontheSaaSmodel,theplatformprovidedenterpriseswithcost-effective

swimwear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services,andeffectivelysolvedtheinformatizationproblemscausedbyshortageoftalentsand

lackoffundsinsmallandmedium-sizedswimwearmanufacturers.Atthesametime,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SaaSmulti-tenan-

cy,theplatformusedenterpriseresourcestoshareinformationinareasonableandlegalmanner,realizedtheinteroperabilityofprod-

uctordersbetweenenterprises,andfacilitatedcollaborationbetweenenterprises,toachieveawin-wineconomy.

Keywords:SaaSmode;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platform;information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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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ApplicationoftheElementofChuPhoenixinModernClothingDesign
ZHAOAi-xi,GUOFeng-qiu*

(SchoolofFashion,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InordertomaketheChuphoenixelementachievebetterdesigneffectinmodernclothingdesignandgainmoreatten-

tion,questionnairewasestablishedonthebasisoftheoreticalresearch.Throughprocessingandanalyzingthesurveydata,itwasfound

thatrespondentshadarelativelyshallowunderstandingfortheelementofChuphoenix.ItwasnecessaryforChuPhoenixelementto

spreadthroughclothingdesign.Therespondentshadobviouspreferenceonstyleandcolorofclothing.Accordingtotheresearchre-

sults,therespondents'designpreferencesweresummarized.Combingwithtypicalapplicationcases,thedesignpracticewascarried

out.IthadaguidingroleintheintegrationofChuPhoenixelementsintomodernclothingdesign.

Keywords:Chuphoenix;modernclothingdesign;creativeapplication


(上接第47页)

StudyontheTraditionalCostumesofLukaiEthnic
GroupofTaiwan'sGaoshanNationalityfromNon-heritagePerspective

ZHOULi-yan
(ShenyangAerospaceUniversity,Shenyang110034,China)

  Abstract:Taiwan'sGaoshannationalityhad16ethnicgroups,eachofwhichhaditsownuniqueprimitivedecorativeart,formeda

uniqueartform.TakingLukaiethnicgroupasbreakthroughpoint,throughon-the-spot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relevantdata,the

culturallifeandartisticappearanceoftheaborigineswereunderstood.Theform,colorapplication,patternconnotationandtechnolog-

icalcharacteristicsoftraditionalethnicartwereanalyzedandexplored.Theform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costumeculturewere

excavated,toinnovateanddevelopthisculturaltreasure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Lukaiethnicgroup;costumeart;connotation;influencingfactor;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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