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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首 页

课序：1 （2 学时）

课题： 第一章 装饰图案的概述

目的要求： （1）理解装饰图案的概念和类别；

（2）理解装饰图案的艺术特征；

（3）掌握装饰图案设计与工艺制作原理。

教学内容：

装饰图案的概念、类别、特征。装饰图案是艺术特征以描绘对象为媒介，不受光感，

透视、对象自身结构的限制。设计者根据创意和对物象的感受，追求表现艺术的形式美，

而非自然的再现，采用夸张、变化、象征、寓意等抽象的艺术语言，遵循装饰图案是形

式美法则，以适合设计特有的需要，变形换色，概括加强，平面化的表现，追求秩序的

美感，理想化的景象，与工艺相结合。

重点难点：重点：装饰图案的概念和类别，装饰图案的艺术特征。

难点：掌握装饰图案与工艺

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讲授

复习提问题：

1、装饰图案的特点

2、装饰图案适应的范围

3、装饰图案与绘画的区别

作业题目：

1、临摹传统图案一幅(题材不限)，规格 20X20cm

预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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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装饰图案的概述

图案是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一种美术形式。它是把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经过艺术

加工，使其造型、色彩、构图等适合于实用和审美目的的一种设计图样或装饰纹样。

图案是工艺美术（包括工业美术、实用美术、商业美术、装潢美术）创作的一个过

程，它最终还必须通过材料制作，使其成为物质产品，因此他又受材料和制作条件的制

约，这决定了它的用途、生产、经济等依赖关系。

图案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他的应用范围很广，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

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它。它非常广泛地、深入地、经济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它对

于美化人民的生活，培养人民的审美趣味、陶冶人民的高尚情操，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

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案从艺术形式来说是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两部分组成。平面图案是指在平面物体

上装饰纹样。如：花布、丝绸、色织布、刺绣、地毯、装潢、书籍装帧等的图案设计，

均属平面图案的范畴。

立体图案主要是具有三度空间的器物的造型构成。如陶瓷、玻璃、家具、钟表、电

气用具等的造型设计，均属于立体图案的范畴。也有根据用途、材料进行分类的。如染

织图案、陶瓷图案、金属图案、建筑图案等。从图案的性质来分，又可分基础图案和专

业图案两类。基础图案阐述图案的美的法则、写生、变化、组织、色彩等共同的艺术规

律；专业图案则是指结合具体用途以及不同的材料和制作条件等的图案设计。

图案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它来源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和艺术实践。早在原始

社会我们的祖先在从事狩猎和劳动的过程中，不仅要求石制工具或武器的实用功能，而

且要寻求形式和色泽的美感，讲求装饰美。所以图案的产生是劳动的需要，是物质生活

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图案是实用和审美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图案来源于生活。因此，生活是图案制作的源泉，这是一个根本点，忽视这一点，

图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就会失去艺术生命力，也就得不到发展。但是也应当认识

到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创造了十分优美丰富的图案。例如原始社会的彩陶，奴隶社会的

青铜器，封建社会的金银器、漆器、丝织、雕刻等等。这一切优秀的图案遗产，都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在创新中需要借鉴的。这对于我们研究图案创作的规律，熟悉

美的法则，使图案和生活、生产取得有机的联系都是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我们应反对

以古代今、以模仿代创新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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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

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图案的发展。在传统图案里，既有反映

统治阶级的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的图案，也有带着浓郁泥土芳香的民族民间图案。

建国后我国的工艺美术开始有了新的发展里程，产生了一大批题材新颖、内容生动、

形式优美的新图案，反映出人民新的精神面貌，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现

在我国的图案艺术正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以人民的

生活为创作源泉，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批具有民族艺术风格，为广大人

民喜闻乐见的、适用的、美观的、经济的新图案。

一、艺术的共性与特性

在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艺术种类。由于反映和表现现实的

局限及差别，它们在形式上内容上形成了各自的表达形式及特性。当然，各自的特点都

是比较而言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互相联系。各种艺术内容的反映、形式的

表达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艺术规律。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便成为各

艺术门类分类的依据。

图案从属于工艺美术，是以表现为主静止抒情的实用艺术。具有独特的语言及完整

的形式美规律。在创作和设计过程中，它受到生产条件及材料工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

其作品必须具备适用功能。正因如此，实用性、技术、美观等因素便成为工艺美术特有

的形象特征。

二、图案的实用性与装饰性

图案，其英文为“design”，意思是制造物体的设计图样或方案，兼有“意匠”的意

思。图案并非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是传统的工艺美术设计术语，是人们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即实用性和装饰性。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建筑物，工艺美术品，还是商品包装、装潢、书籍装帧、衣料、

玩具等等都始终贯穿着实用与装饰的两重属性。

关于图案的实用性问题，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图案设计的目的。图案的设计是以满

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美化人民的生活为目的的。因此任何图案的

设计都必须具有实用性。它要解决设计中的造型、色彩、构图的艺术处理及技法等问题。

装饰性是图案的精神属性，是外部构成形式，体现人民群众以及设计者本身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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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审美要求、审美趣味、审美习惯、审美观。图案设计者根据内容要求，把对生活

的愿望、理想、以及大自然各种美的形象，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手法，进行加工、

提炼、概括、典型化，在制作各种用品时（工业品、建筑、工具、日用品、工艺品、艺

术欣赏品、报头……），通过它特有的歌颂、象征、寓意、夸张、取舍的形式，专门或

附带的进行造型与装饰。所以图案设计，在艺术构思上是受到时间、地点、实用、经济

等条件的一定限制，但在形象思维上，却可以海阔天空，不受时间、地点、现实生活的

局限。

装饰性必须属于实用性。两者相互制约而又相互统一，有时根据具体情况，又各有

侧重。在装饰性的表达，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应建立在功能效用、材料特点、工艺技

术、销售对象的根本基础上。

三、图案的适应性

图案就其使用范围，是对各种立体、平面造型物体的设计，以及在各种立体、平

面物象上进行装饰，这样就产生了其“适应性”。这种适应、审美、环境的要求，产生

了图案的适合规律。要使立体造型及平面装饰符合设计思想及使用需要，并平稳、舒适

地适合各种情况和环境就必须注意：内容与形式的相适应；局部和整体的相适应；使用

环境和生活习惯相适应；造型于用途相适应；平面装饰与立体造型相适应；物质材料与

制作条件相适应。

四、图案的设计原则

图案的设计原则，必须做到实用、经济、美观、科学、适销的方针。

五、图案的装饰种类

图案是在实用价值、工艺材料、生产制作等条件制约下造型、构图、色彩等方面

的总称。广义地说来，凡与立体造型，装饰意图有关的设计都可称为图案。其涉及的范

围包括工艺美术、工业美术、商业美术、装潢美术、建筑装饰等方面。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都是表露其外表的美观，以显示其精神面貌为目的。“装”

在俗语中叫“打扮”“装扮”；“饰”就是“修饰”“佩饰”，在打扮过程中，增加各种附

加件，以示更美，通常都叫“装饰”。

图案装饰设计，根据各种专业及其生产条件、特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1、改变物质材料为实用和美的形状（竹、木、陶、金属、玉石、漆、塑料……）。

这一类装饰方法，侧重于立体造型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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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各种立体形状的表面进行装饰，一是无色彩的造型装饰（日用瓷、木雕、浮

雕、玻璃……），再是有形象有色彩的造型装饰（瓷绘、漆艺、各种造型彩绘，造形附

加装饰，艺术陶瓷……）。这一类装饰方法，侧重于纹饰与加物造型的外形相适应，相

调和，以达到和谐统一美观的研究和探讨。

3、在平面上进行造型和色彩装饰，以及色彩块面装饰（纺织印染、包装装潢、商

标、书刊、壁画……）。这一类装饰，侧重于构图、造型、色彩以及材料、工艺、技术、

设计的研究和探讨。

以上几种装饰种类，都包括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

在图案设计中，要研究工程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问，使用功能、价值功能、

审美功能在图案设计中得到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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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首 页

课序：2 （2 学时）

课题： 第二章 装饰图案的历史演变概况

目的要求： （1）掌握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

（2）掌握中国民间图案的概念、种类和特点

（3）了解外国图案的特点

教学内容：

装饰图案艺术发展演变，中国传统图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早在几千年

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先民们就开始运用图案来装饰自己的生活，利用装饰语言来表

示对美的追求和向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化，对美的追求

也在变化。几千年来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个时代的生活制品，每个历史时期

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图案、中国民间图案及外国图案都是我们学习，借鉴的优秀

作品，对学习图案是非常重要的。

重点难点：重点：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中国民间图案的概念、种类和特点

难点：外国图案的特点

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讲授和外出采风，包括历史博物馆、户县、凤翔等地点。

复习提问题：图案的概念和特性

作业题目：收集中国古代传统图案纹样和陕西民间艺术纹样

预习内容：中国历代传统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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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饰图案的历史演变概况

第一节 中国传统图案

一、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图案

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分布很广，造型极为丰富，常见的器型有碗、盆、壶、瓶、鼎等

生活用品。这些丰富的器物配上不同的图案装饰显得充实完美。这一时期的图案以简洁、

概括、充满活力为特征，内容主要有：动物、植物、人物、几何形四种。

二、商周时期青铜器图案

商、周两代是青铜器艺术的鼎盛时期，其装饰图案和造型为世人所瞩目。受当时奴

隶社会的影响，其图案风格沉重、神秘、威严、凶猛。由幻想的、恐怖的动物为主，如

龙、凤、怪兽等。

三、 战国时期的装饰图案

由于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工艺逐渐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图案越来越接近生

活，以弧线、斜线为主的灵巧结构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形象活泼、生动。出现了以叙

事为主的图案形式

四、 汉代装饰图案

汉代工艺品很多，每个品种由不同形式的装饰图案构成，共同形成了汉代浑厚、

宏大又活泼的装饰风格。瓦当尤为典型。

五、 唐代装饰图案

盛唐时期，国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对外交流与贸易频繁，由于思想解放，

博取众长、使唐代的装饰艺术更加丰富、丰满、富丽、华贵。在装饰内容方面，除动物

外，植物花卉也开始发挥主体装饰作用。

六、宋元装饰图案

宋代是古代陶瓷艺术的高峰，清秀大方的图案代表了这一时期高雅、凝重的艺术

风格。图案造型构图完美，以花卉为主要内容。

七、明清装饰图案

明清经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图案工艺提高，品种多样化。出现了中西结合的景泰

蓝，图案风格华丽、丰富、密集，同时又由于过分追求装饰性显得纤细，艳俗和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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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图案

一、民间图案的概念

民间图案在历史上是相对宫廷、官方而言的，是庶民的生活用品上的各类图案。

是由各民族的民间生产者自己制作和欣赏的一种艺术。

二、民间图案的特点

（1） 与民俗活动相关连

（2） 装饰内容生活化

（3） 寓意和联想

三、民间图案的种类

剪纸、蓝印花布、蜡染、刺绣、泥玩具、木版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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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首 页

课序：3 （2 学时）

课题： 第三章 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

目的要求：（1）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变化与统一

（2）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对称与均衡

（3）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对比与调和

（4）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节奏与韵律

（5）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安定与比例

（6）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渐变与突变

（7）了解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统觉与错觉

教学内容：

任何造型艺术都有共同的美的规律和自身美的法则。装饰图案它既是客观事物的反

映，又不是自然的真实再现，它既有与其他绘画形式一致的追求，还注重形式的美、外

在的美、强调形式的表现，为了深入学习这们课，使我们能够创作出更加动人，完美的

图案，有必要研究图案的形式美法则。

重点难点：重点：图案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平衡，条理与反复，对比与调和。

难点：图案动感与静感，节奏与韵律，对比与对照。

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讲授和范画说明

复习提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图案特征

作业题目：临摹唐代图案作品，体会它的时代特征

预习内容：图案美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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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装饰图案的形式美法则

一件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但要有深刻而生动的内容，而且要具有人们喜闻乐见

的艺术形式。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进行图案设计必须运用的重要法则。

因此，研究探讨图案的形式规律是很必要的。

人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关于图案艺术的形式法则和规律。这些法则

和规律是表现图案内容的方法，是图案完美形式的一些共同原则。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

不断发展变化，反映在图案上的法则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因此，我们在图案创作的艺术

实践中，应结合图案的实用要求和具体内容，结合不同材料和制作条件，去学习和运用

这些法则，并使其在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一、变化与统一

变化与统一的法则，是适用于一切造型艺术表现一个普通的原则。它反映着事物的

对立统一规律，也是构成图案形式美的最基本的法则。例如一套设计成功的茶具或餐具，

图形不一，大小不一，为什么我们感到它的形象有变化而又协调，让人看起来就知道是

一套呢？这就是设计者很好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法则的结果。变化与统一的法则就是

在对比中求调和。工艺图案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要求，如：内容的主次，构图

的虚实、聚散；形体的大小、方圆、厚薄、高低；线条的粗细曲直，长短、刚柔；色彩

的明暗、冷暖、深浅；工艺材料的轻重、软硬以及质感的光滑与粗糙等等，都是互相矛

盾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找到统一的因素，使变化得到和谐。

变化是一种对比关系。相互对比的形，色线等，给人以多样化和动的感觉，处理好

了会感到生动活泼、强烈新鲜、富有生气。但是过分“变化”容易使人感到松散，杂乱

无章。“统一”是规律化，就是图案各部分的造型、色彩、结构等有相同的或类似的因

素，把各个变化的局部，统一在整体的有机联系之中。如同花布统一变化在色彩的组合

上；又如同一套家具，

由于造型风格的一致，色调纹样的一致，材料处理的一致，从而取得统一的效果。所以

统一是一种协调关系，它可使图案调和，稳重，有条不紊，有静的感觉。但是过分统一

容易呆板、生硬、单调、乏味。

变化与统一的法则，变化的一方总是复杂一些，多样一些；统一的一方总是单纯一

些，协调一些。因此一件作品要求统一，就必须要使主调占优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设计中经常在线、形、色彩等表现上使用反复的手法。有规律的反复或是无规律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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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都可以求得作品的统一。另外，渐变的手法可使作品纹样产生有节奏而统一的美感。

变化与统一，在图案构成上虽有矛盾，但它们又相互依存，互相促进。设计时必须

处理好变化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要做到整体统一，局部变化，则必须使局部变化服从整

体，也就是“乱中求整”“平中求奇”。统一与变化相辅相成，两者必须有机的结合起来，

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以达到变化与统一的完美结合，使作品既优美又生

动。

二、对称与均衡

对称与均衡是图案形式美的基本法则之一。也是图案中求得重心稳定的两种结构形

式。对称式同形同量的组合，以中心线划分，上下或左右相同，如人体的眼、耳、手、

足；蝴蝶、鸟类的双翼；雪花；植物对生的叶子、轮生的花瓣；车轮、盆、盘等等。中

国的建筑如北京的十大建筑天安门，西安的钟楼、鼓楼等都是一种对称的形式。

我们从小就熟知对称形的方法，把一张纸折成两半，留其折线，剪出任意图形，把

它展开就可以得到所要的对称形，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认识了对称的规律，并运

用这一规律制造了许多对称的陶器，还在陶器上装饰了对称的图案。

插图：古代陶器对称图案

对称是有节奏的美，包含人工后得意匠美。对称的图案规律性强，有统一感，使人

看了能产生庄严、整齐的美感。

对称在家具，室内装饰，抽纱，刺绣，地毯，编织，印染等工艺品设计中应用非常

广泛。其形式有左右对称、上下对称、斜角对称、多面对称、多角对称等。

均衡是异形同量的组合，是以中心线或中心点保持力量的平衡。生活中这样的现象

很多，人体的运动，鸟类的飞翔，走兽的奔驰以及行云流水等，都属于平衡状态。人们

用右手提一桶水，身体一定要向左倾，左臂向外伸开，身体才能保持均衡。在图案设计

中，画面上的形状有多有少，有大有小，而重心却又很稳定，这种结构生动，安排巧妙

的画面，都是属于均衡的例子。均衡是有变化的美，其结构特点是生动活泼，富于变化，

有动的感觉。

对称好比天平，而均衡好比枰。在实际应用中，对称与均衡常常是结合运用的。

设计构图采取哪一种表现手法，要看内容、用途、需要来决定。比如对称图案中出

现部分的不对称，或是多面对称又以均衡结构为单元纹样，以求得有变等。茶壶的侧面，

一端具有壶咀，一端具有壶把，严格的说，它对轴心来讲绝不是对称的，可是它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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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的均衡美。依照上述对称的法则，就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变化，设计出富于实用性和

艺术性的新工艺图案。

三、对比与调和

白天在强烈的阳光下，手电筒亮着，我们不能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光度。然而在漆黑

的夜晚，就会感到它的光度很强，依赖它可以照亮我们要走的路，可以判断形与色。小

小的灯光，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其物理的光度完全相同，可是我们对它的识别却

又与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

认识物与物的区别，其根据是对比。对比也称对照，如新旧对比、黑白对比等。在

图案设计中，形象的对比，有方园、大小、高低、长短、宽窄、肥瘦；方向的对比有上

下、左右、前后等；色彩的对比有深浅、冷暖、明暗、动静等；分量的对比有多少、轻

重等；质感的对比，有软硬、光滑与粗糙等等。一般是性质相反而且相似要素较少的东

西，就可表示出“对比”的现象来。经过对比，互相衬托，更加明显地表达出其各自的

特点，以取得完整而生动的艺术效果。如大小对比，以小衬大，显得大的更大，小的更

小。利用方形与圆形的对比，及长、宽、高三度的对比，可使造型更加生动。对比能产

生活跃感，是生动活泼的表示。

调和与对比相反，对比强调差异，而调和的差异程度较小，是视觉近似要素构成的。

线、形、色以及质感等要素，相互间差异较小，而具有某种共同点时，就容易得到调和。

在图案上，如形状的圆与椭圆，色彩的黄绿与绿、蓝与浅蓝等，具有和谐宁静的效果，

给人以协调感。无彩色系的白与黑两极端中灰色感觉，就相调和位置。又如青山绿水蓝

天，看起来差异较小，使人产生柔和舒适的感觉。

对比与调和是取得变化与统一的重要手段，是图案的基本技巧；运用时要防止脱离

实际，过分强调对比的一面，容易形成生硬和僵化的效果。过分强调了调和的一面，容

易形成呆板和贫乏的感觉。图案中有时要做到既调和又有对比，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

的效果就比较好。一般来说，对比具有鲜明、醒目、使人振奋的特点；调和具有含蓄，

协调，安静的特点。设计中的方中见圆，圆中见方，刚中见柔，柔中见刚，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等，都概括了这种表现手法的特点。这些我们在实践中要反复运用。

四、节奏与韵律

在图案上，节奏是规律的重复，条理性与反复性产生节奏感。韵律是在节奏的基础

上的丰富和发展，它赋予节奏以强弱起伏，抑扬顿挫的变化。所以节奏带有机械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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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只是在节奏的变化基础上产生的情调，具有音乐美。

节奏与韵律产生于各种物象的生长、运动的规律之中，如植物的枝节有对生、互生、

轮生等，都是有节奏的逐渐伸展的。向日葵的花籽是由中心向外盘旋生长的，贝壳斑纹

的排列伸展，以及投石子于池塘所引起的涟漪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韵律。

节奏和韵律最简单的表现方法，是把一个图案连续表现出来。由于反复就能产生节

奏。如在加些变化，就可构成富于韵律的图案。如在运用渐变与对比的方法，就可增加

趣味。节奏和韵律表现得好，可产生静态的、激动的、雄壮的、单纯的、复杂的等多种

不同的感觉。一件艺术作品，运用不同的，千变万化的线、形、色、量的复杂配置，如

音乐一般，唤起人们在思想感情上的愉快感觉。

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所表现得有大到小，有粗到细，有疏到密等节奏的变化，以及渐

变的，起伏的，反复交错的韵律性，都会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效果。如自然风景，山水

的起伏等都有独特而优美的韵律。所以，在艺术处理上，精心安排大小方向，粗细疏密，

曲直长短，明暗冷暖的关系，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有生气的，有活力的图案。

原稿 27 页图例

原稿 28 页图例及补充

五、安定与比例

在自然界中，静止的物体都是按力学的原理，以安定的形态存在着。因此不论平面

或立体图案，都要有安定的原则。在工艺品的立体造型设计中，安定的原则显得更为重

要。

三角形的底边在下面时是安定的，如果把金字塔倒过来就会感到非常危险。原始的

尖底陶罐，造形很美，但不能放在桌上。它原是悬挂在空中或插在地上用的，有模仿它

制造的酒瓶，虽然酒瓶底不那么尖，但仍使人感到不安全。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就把下

面的色彩加重，增加适当的装饰纹样，也能达到安定感。

安定的原则，并不完全取决于形式，重要的是取得恰当的重心。造型的重心位置不

同，给人的感觉也不同。重心越靠下面，给人感觉越稳，但缺点是庄重有余，活泼不足，

若重心往上或往旁边移动，不容易稳，但掌握的好，则能得到非常新颖动人的作品。所

以许多小巧玲珑，形态活泼的作品重心都不放在下面。

比例，器皿造型上的长、宽、高的关系。器物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

都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比例关系的巧妙运用，可以使物体形态和谐，增进美感。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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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通过观察和运用，总结出各种尺度，一般说都是以人体的尺度作为

标准，根据使用的便利而制定的。如建筑、家具、器皿、服装、生产工具等，都是根据

人的尺度来决定的。

大自然中，一切生物比例尺度的产生，如花草树木的高低、大小、飞禽走兽的翅膀、

体形、四肢的长短粗细等，它们的比例尺度，都是根据自然生长和生活条件而产生的。

一切纹样，构图都要求有适当的比例。图案是可以夸张某些比例的，但夸张一定要

与特征结合，突出美的部分。

原稿 30 页图例

六、动感和静感

图案设计根据不同的目的和用途，可采取动感较强或静感较强的不同构成方法。静

感的纹样较严肃，动感的纹样较活泼。由于统一与变化的程度不同，因此动感与静感的

程度也各有不同。偏向统一的构图为静的状态，偏向变化的构图为动的状态。对称纹样

为静感，均衡的纹样趋向动感。线条的粗细一致趋向静感，线条变化或粗细不同，就有

动感。一条水平线是静态的，波纹曲线就有动的感觉；十字形是静态的，而漩涡状线就

有较强的动感。圆形有动感。圆中加一条曲线就有明显的旋转状态，圆中加一条直线，

如同太阳升上地平线，显示了动感。

三角形平放如金字塔一样，是静态的。如将其倒置，则有不安定的动感。从倒置的

三角形下部切去了一角构成了倒梯形，会感到既安定又轻巧，这是取动静两者之长的一

种巧妙的构成。

方形在建筑造型中运用得最多，它是有安定的静态感。如果将其斜置，就像风车一

样有动的感觉。在斜置的方形下面加一条水平线，使两边倾斜得到支撑，就像一个浮标，

显示了动中有静。方形加上一条曲线，就像一个帆船在海浪里，动荡感就更强。所以，

在图案中对立体的造型特别要注意安定感，这也是在感觉上要求不破坏平衡的美的规律。

从色彩方面来看，暖色倾向于动感，冷色倾向于静感，色调明的偏动，暗的偏静。

对比强烈的色彩偏动，调和色彩偏静。

原稿 33 页图例

七、渐变与突变

渐变是逐渐变动的意思，就是一连串的类似，即形象在调和的阶段中具有一定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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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比如月亮由刚显露出的月牙形渐变成圆形，太阳东升，逐渐西下，太阳光线的

移动，以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变化，都是一种自然性顺序的渐变。

人类也是在一种渐变过程中生活的，一切生物，从生到死，就是一个渐变过程。

自然界的植物生长，都具有渐变的现象，在秩序和法则中表示无限的变化和统一。

在建筑图样的设计方面，如北京的天坛，杭州的六和塔，西安的小雁塔、大雁塔都

具有巧妙的渐变安排，高度发挥了静中有动的东方美的建筑特色。现代工业产品设计中，

如汽车、飞机、轮船等在外形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渐变，从发明到今日的形

态，在进步中可看出机能与形的渐变。

渐变意味着变化，进步与生命，它在视觉艺术中担负着重大的任务。渐变不仅是逐

渐变，同时也是无限变化，是节奏、韵律、自然的感觉，是人们在生活中的体验。渐变

过程，使我们不觉得跳动，在视觉上很容易被人接受。在艺术上是一种很好的处理手法。

渐变的方法很多：

1．空间渐变：如位置、方向、前后、大小、元件、正侧及轻重等。

2．形状渐变：如形状的增减、分裂、大小渐变和视点方向渐变。一般渐变过程越

多，效果越好。

3．色彩渐变：明度渐变，纯度渐变，色相渐变，有浓到淡进行渲染和晕色也是一

种渐变。

原稿 36 页图例及补充

八、统觉与错觉

我们看物象时，常注意其最强部分或有变化部分。这时在视觉上会引起以其部分为

中心的统一感觉，这种感觉称为统觉。

统觉的现象，常见于连续纹样，特别是几何形四方连续纹样，是由一个纹样，向上

向下左右连续组成一大片，好像由很多单位集合一起，成一个纹样，这种效果也称为统

觉。

原稿 36 页图例

错觉是人的眼睛观察物形或色彩时，视觉炫感而使心理发生的一种误认。这种误认

的感觉，叫做错觉作用。错觉归纳为形的错觉与色的错觉。

形的错觉，是观看物与物互相关系时所引起的错觉，有大小、长短、宽窄、正斜、

曲直等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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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错觉。色彩方面，也往往发生错觉。例如两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中的圆，由于

一明一暗的关系，造成视觉上的错觉。感觉明的大，暗的小；白的大，黑的小。这是因

为白色扩散，黑色吸收。如两个同样大小的瓷瓶，一个施黑釉，一个施白釉，则会产生

施黑釉的感觉比施白釉的小。

原稿 37、38 页图例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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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首 页

课序：4 （2 学时）

课题： 第四章 装饰图案的写生

目的要求： （1）了解装饰图案的写生，理解写生的目的、要领和方法

（2）了解装饰图案素材的其他来源

教学内容：

装饰图案设计把生活中的自然形象作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在自然美的基础上把自

然形象改造的更美，创造出适合实用，有装饰效果并符合制作条件的图案形象，这个过

程就是写生与变化。写生与变化是装饰图案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写生与变化，进一

步熟悉生活收集和积累素材。

重点难点：重点：装饰图案的写生，收集和积累素材

难点：素材的写生

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讲授和范画讲解

复习提问题：

图案写生的方法

作业题目：

完成植物、动物、人物、风景的写生作业，每种 10幅

预习内容：图案写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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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装饰图案的写生

把生活中的自然形象作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在自然美的基础上把自然形象改造

得更美。创造出适合实用，有装饰效果的，并符合制作条件的图案形象，这个过程就是

写生与变化。写生与变化是图案创作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写生与变化不仅可以使我们进

一步熟悉生活，收集和积累素材及艺术形象，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观察能力及形态的概括

能力，丰富造型的表现能力。

图案写生不同于美术基础教学中的绘画写生，它是按照图案的特点与要求，训练对

物象的归纳，概括和加工能力，偏重于图案专业的个性要求。

1、图案写生的步骤及要求

在写生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仔细观察写生的对象，找出它的生长规律，形体的特征

和精神面貌，选择能显示出该对象主要特征的角度进行写生。写生还要考虑到变化成图

案后的形象，把自然的物象进行加工提炼，典型化，概括成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2、写生方法

（1）线描法：用铅笔或钢笔准确地将对象的轮廓、结构、特征描绘下来。线条要

细，根据结构变化，笔笔有交代。用笔要有轻有重，有起有伏，充分表达对象。

（2）淡彩法：在线描的基础上，根据对象的色彩，用水彩颜料薄薄的上一层，要

求色彩基本符合对象。

（3）明暗法：用铅笔画出对象的明暗效果。表现出对象的立体感和空间感。

（4）影绘法：用单色平涂，画出对象的影像。

（5）归纳法：把对象的明暗关系归纳成黑、白、灰三个层次进行写生。

（6）特写法：根据需要，对局部进行剖析。

（7）其它画法：用铅笔打好轮廓，然后用水彩或水粉颜料进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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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首 页

课序：5 （4 学时）

课题： 第五章 装饰图案的变化

目的要求： （1）了解装饰图案的造型

（2）了解装饰图案的构图

（3）了解装饰图案的黑白关系

教学内容：

装饰图案的造型是从自然界写生来的物象，经过概括和取舍，集中美的特征，通过

省略，夸张等艺术手法，创造出符合装饰目的，又适合生产需要的图案形象。

重点难点：重点：装饰图案的造型，装饰图案的构图

难点：装饰图案的黑白关系

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讲授和范画讲解

复习提问题：图案变化的方法

作业题目：完成植物、动物、人物、风景的变化作业

要求：1、植物、动物规格是 8X10cm，各变化 12幅；

2、人物、风景规格是 10X15cm，各变化 6幅。

预习内容：图案变化的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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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装饰图案的变化

图案的变化，就是把写生的素材，提炼加工成图案形象，我们写生收集的自然形象，

不能直接用于装饰，需要进行提炼，概括，集中美的特征，通过省略法，夸张法等艺术

手法，创造出符合装饰目的又适合生产要求的图案形象，这一艺术加工过程，就是变化

的过程。

图案变化是图案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图案设计的基本功。理想的图案

变化是神形兼备，尽管从形式上看，它和实际不相同，但其物象的实质特征，却更为加

强了，形式变得更美。

1、图案变化的目的与要求：

图案变化的目的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形象，加工改造成能适应一定生产工艺，

适应一定的制作材料，适应一定用途的图案。要求高于生活，以达到审美的要求，为广

大群众喜闻乐见。

因为工艺美术的创作过程，从设计到生产出产品，必须通过一定制作条件、材料等。

如印染、机印、网印或手工印花、色织、刺绣等都要适合不同的生产条件。商品包装装

潢设计要适合于制版印刷等工艺要求，所以图案变化不能脱离实用和生产，材料制作，

才能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在生活中有许多健康的东西，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在美好的植物界中，

还有残花败叶，枯枝萎草，这些都属于衰退的不健康的东西，在装饰艺术中应避免使用。

我们要使用那些健康的形象来表现朝气蓬勃，生动活泼，前进向上等生命力强的物象，

这就是图案变化的主流。写生是客观了解和熟悉对象的过程，而变化则渗入了主观因素，

对物象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

在写生与变化的阶段，达到艺术效果，关键是高于现实生活，进一步的美化生活，

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抓住对象美的特征，大胆运用省略和夸张等艺术手

法，进行图案变化。

2、图案变化的方法：

图案变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不同的要求，有所侧重。

（1）省略法：抓住对象的主要部分，去掉繁琐的部分，使物象更加单纯、完整、

典型化。如牡丹、菊花等都有丰富的花形，它们的花瓣较多，要全部如实的描绘出来，

不但不必要，也不适合生产。因此在设计中要加以取舍，删繁就简，也就是运用提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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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去粗取精，正如民间所说的“写实如生、简便得体”“以少胜多”的“求省”方

法。

（2）夸张法：是在省略的基础上，夸张主要对象的特征，突出对象的神态、形态。

使表现的形象更加典型化，更具有代表性。“不求画面的逼真，只求形象的神似”，这种

手法是图案变化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用简练的手法表现丰富的内容。夸张要有意境，要

有装饰性。

夸张常用的手法：大与小、多与少、曲与直、疏与密、粗与细等的对比。

（3）添加法：是将省略、夸张了的形象，根据设计要求，使之更丰富的手法，是

一种先减后加的手法，但不是回到原来的形态，而是对原来形象的加工、提炼，使之更

加美化，更有变化。如传统纹样中的花中套花，花中套叶，叶中套花。

（4）变形法：抓住物象的特征，根据设计的要求，作人为的缩小、扩大、伸长、

缩短、加粗、减细等多种多样的艺术处理，也可以用简单的点线面作概括的变形，如把

花变成圆形、方形等等。现代图案运用比较广泛，要根据不同对象的特征，采用不同的

方法进行变化。

（5）巧合法：巧妙的组合方法，如传统图案中的太极图、三兔、三鱼等，运用对

象特征选用其典型部分，按照图案的规律，恰当地组成一种新的图案形象。

（6）寓意法：把一定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寓意于一定的形象之中，来表示对某

事的赞颂与祝愿。这是民间图案常用的一种手法。

（7）求全法：是一种理想化的手法，它不受客观自然的局限。把不同的空间或时

间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图案。

（8）拟人法：以人的表情来刻画动物、植物、或以人的活动来描写动、植物的活

动。把动、植物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表现出人的表情，动态或情感。在文

学作品中的神化、寓言、童话以及动画片中经常使用。

3．图案题材的变化

写实形象虽有广泛的人民性，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很难形成强烈的典型形象。为了

使形象更具有人民性，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就需要对现实现象进行艺术处理——适当的

变化。

（1）植物变化：种类繁多的植物，各具姿态，特点各异。在变形过程中，树叶的

变化，外形的变化等是相当重要的。为加强某些特征，可以采用各种处理方法，还可以

人为的加上一些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产生出充满生机和形式美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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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卉变化，种类不同的花卉，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但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

即它们都是由花、叶、梗和茎几部分组成。花卉图案的写生侧重于花、叶和姿态。在变

化写生过程中，可以改变花冠的角度，改变花瓣与花瓣的排列方法，可以加减花瓣的数

量以及改变其形状，花蕊的结构和数量亦可以根据情况加以变化……这些变化并非盲目

的，而是以加强形式美为依据的。

（3）动物变化：动物图案的塑造重点是体型、比例、动态和神态，其中动态和神

态往往紧密相联。动物之间动态的差异往往能体现他们的特点，如松鼠的活泼、可爱；

狗熊的粗笨、迟钝。动物的变化写生往往把某些主要特征加以夸张变化，改变强调动物

特征部位和主要部位的比例，以塑造出形神兼备的动物写生图案。不同的动物，应根据

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大胆的取舍、变化。

（4）风景变化：构图处理及意境的表现是风景图案的关键，风景图案的变化写生，

可以参与其他艺术门类的风景构图法则，注意黑、白、灰的关系。整体块面的处理是风

景变形写生的重点

（5）人物变化：人物的变形较其他形象变形难，因为人除了有各种复杂的动态外，

还有思想、感情等精神因素。人物的变形写生一般采取夸张、概括的手法，捕捉人物的

形态和神态，适当夸大其动态，进行变形。另外，可以根据各种因素如动态、性格、服

饰等，对整体或局部夸张变形。在此过程中，进行大胆的取舍，省略某些次要的部位，

在变化中强化人物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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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首 页

课序：6 （4 学时）

课题： 第六章 装饰图案的组织

目的要求： （1）图案的构图

（2）图案的组织形式

（3）图案的表现技法

教学内容：

平面图案和立体图案是相对而言的，是在平面上表现各种纹样装饰。各种单独纹样，

适合纹样，连续纹样均属于平面图案的范畴。平面图案是图案设计的基础。

平面图案通常以几何形态或自然形态为基础，结合内容要求，运用图案法则，加以

创造性的安排和组织，设计出形象、色彩、构图多变而统一的艺术效果，并符合实用、

经济、美观的要求。

重点难点：重点：装饰图案的构图和组织形式

难点：掌握装饰图案的表现技法

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讲授

复习提问题：

1、图案设计的方法步骤

2、图案设计的表现技法

作业题目：

完成 1、单独纹样(对称、均衡 2幅)；

2、适合纹样(形体适合纹样)(边沿适合纹样)(角偶适合纹样)；

3、连续纹样的绘制(二方连续纹样 4幅)( 四方连续纹样 1幅，附 3个配色稿)。

预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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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装饰图案的组织

第一节 平面图案的组织

平面图案和立体图案是相对而言的，是在平面上表现各种纹样装饰。各种单独纹样，

适合纹样，连续纹样均属于平面图案的范畴。平面图案是图案设计的基础。

平面图案应用的范畴非常广泛：大幅的装饰画、小的邮票、瓶贴、以及生活中常见

的花布、丝绸、刺绣、花边、手帕、地毯、商标、书籍装帧等。它的题材多样，可取材

于人类社会，又可取材于自然界。既可表现人民生活和祖国建设，也可表现优美的风景

和花草鸟兽。

平面图案通常以几何形态或自然形态为基础，结合内容要求，运用图案法则，加以

创造性的安排和组织，设计出形象、色彩、构图多变而统一的艺术效果，并符合实用、

经济、美观的要求。

平面图案的构图

1、图案构图的意义和特点

构图是图案的组织形式。必须运用图案的法则，对图案的形象、色彩、组织进行反

复，认真地推敲和琢磨，妥善地安排处理，主要是解决造型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

把造型上的主从、疏密、虚实、高低、开合、聚散、繁简、呼应等；形象上的大小、方

圆、长短、曲直、起伏、动静、反正等；色彩上的浓淡、强弱、明暗、冷暖、刚柔、轻

重等变化，在装饰物上组织统一起来，体现出作者的构思，使图案获得和谐统一，协调

一致的艺术效果。

图案是美术形式的一种，在构图规律上与其它美术形式有着某些共通的地方，但是

图案必须有一定的实用性，同时需要采用一定的工艺材料，通过生产制作来体现的。因

此，图案设计的构图规律有着自身的特点，它受实用目的的制约，也受材料，生产制作

条件的制约。

图案构图的特点是：有规律、有秩序地安排处理各种形象，具有一定的程式，有较

强的韵律感。

从工艺形象说，图案语言的“群众化”，图案样式的“民族化”，图案技巧的“装饰

化”，都是图案的重要特点，必须作深刻的研究。

2、平面图案构图的要点

（1）构思：构思是图案设计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反映在作者观念中而产生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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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因此设计者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尽情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与意境，逐渐把整体布

局、结构因素等肯定下来，再深入细致地刻画每一个形象，作进一步的艺术加工。

（2）主题：图案构图要从整体出发，要突出主题，主次要分明。

（3）布局：图案构图的布局要严谨。在构图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大的布局，主要形

象的定位，使整个画幅形成气势，才能达到气韵生动，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4）骨格：骨格也称骨架，是图案组织的重要形式。如同人体的骨架、花木的主

干、建筑的柱梁，决定图案的基本布局。

在构图时，必须在装饰的形体内先定出骨格线。方法是：在各种形体的装饰画面内，

求出纵横相交的中心线，使之成为十字格，再加以平行相交线，就成为井字格。将十字

格与两对角线交叉，则成为米字格。在我国传统图案中，经常采用“以方为基、剖方为

圆，方圆成角、分格成边”等骨架方法。

（5）层次：图案构图体现层次的方法是用形体大小，线条的粗细、疏密，色彩的

明暗、浓淡，或以有限色阶的色块，来体现远近层次的关系。

（6）虚实：每幅图案都是由形象与空白所组成。取得巧妙的虚实处理，是构图的

关键。

（7）完整：图案构图比一般绘画更注意构图的完整性。这是由于装饰的需要，另

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几千年的艺术传统所决定。

第二节 平面图案纹样的组织形式

平面图案纹样的组织形式，是由图案的内容和用途决定的。不同的内容和用途，采

用不同的图案形式，同时，它又要根据不同的制作条件和工艺材料，并充分利用这些条

件，以获得美的效果。

平面图案纹样的组织形式，可分为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连续纹样和综合纹样。

1、单独纹样

单独纹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是图案的基本单位，是组成适合纹样，二方连续、

四方连续纹样的基础。

单独纹样的组织要注意纹样的形象的完整，具有单象美。一枝花或一个动物，都可

以组成一个单独纹样。形象的变化或动势，不受任何外形的约束，但使人感到形态自然，

结构完整。单独纹样一般采取加强主要部分，减弱次要部分的手法。如：一枝花，以花

头为主题，刻画要细致，变化要丰富，叶子作为陪衬，处理可单纯些，使主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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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纹样的结构形式，变化万千，丰富多彩，它可分为规则和不规则两类，前者可

称为对称式，后者可称为均衡式或自由式。规则类和不规则类又可再细分为多类。

（1）对称式：对称式又称均齐式，表现形式又分绝对对称和相对对称。绝对对称

是以一条直线为对称中心，在中轴线两侧配置等形等量纹样的组织方法；或以一点为中

心，上下和左右完全相同。

相对对称是中轴线两侧或上下左右主要部分相同，局部纹样稍有差异，但大效果仍

是对称的。

对称式纹样结构整齐，庄重大方，有静态感。但要注意纹样的布局和色彩变化，避

免平淡呆板。对称式单独纹样可分为上下、左右、相对、相背、转换、交叉、多面、综

合组织形式。

（2）均衡式：均衡式单独纹样，是依中轴线或中心点采取等量而不等形的纹样的

组织方法，上下左右的纹样的组织不受任何制约，只要求空间与实体在分量上达到稳定

平衡。均衡式单独纹样使人感到生动，新颖，变化丰富。均衡式单独纹样又可分为涡形，

S形、相对、相背、交叉、折线、重叠、综合等组织形式。

单独纹样应用范围很广，日常生活用品中到处可见，如商标、徽章、瓶贴、毛巾、

手帕、台布、靠垫、杯盘碗碟、金属制品、玻璃器皿、建筑装饰材料等。

单独纹样是组成适合纹样、连续纹样的基础，其构图形式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2、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是具有一定的外形限制的图案纹样。它是将图案素材经过加工变化，组织

在一定的轮廓线内，既适应，又严瑾，即使去掉外形，仍有外形轮廓的特点。花纹组织

必须具有适合性，所以称为适合纹样。适合纹样要求纹样的变化既有物象的特征，又要

穿插自然，构成独立的装饰美。

适合纹样可分为形体适合，角隅适合，边缘适合等。

（一）形体适合：是适合纹样最基本的一种，它的外轮廓具有一定的形体，这种形

体是根据装饰形体而定的。我国古代的陶器、铜镜、漆器图案，具有许多形式美，是结

构自然的形体适合纹样。

形体适合纹样的组织，可分直立式、辐射式（向心、离心、向心离心结合）、旋转

式、重叠式、均衡式、综合式等形式。

从纹样的外形特征来看，可分为两大类，即几何形体和自然形体。几何形体有方形，

圆形、多边形、综合形等。自然形体则有多种形式，如花形有：葵花形、海棠花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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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形、月季花形；果形有：桃形、葫芦形；文字形有：喜字形、寿字形、福字形；器物

形有：钟形、扇形、花瓶形等。

（二）角隅适合：角隅纹样是装饰在形体边缘转角部位的纹样，所以又叫角花。角

隅纹样一般都根据客观对象的不同而有区别。有大于 90度的，也有小于 90度的，如梯

形、菱形、正方形。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角隅纹样的基本骨架也分为对称式和均衡式两

种。

角隅纹样用途很广，如床单、被面、地毯、头巾、台布、枕套，建筑装饰等常用角

隅纹样进行装饰。

（三）边缘适合：边缘适合纹样是适合形体周边的一种纹样。它一般是用来衬托中

心纹样或配合角隅纹样，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装饰纹样。边缘纹样和二方连续不同，

二方连续是无限伸展的，而边缘纹样是受外形的限制。边缘纹样，如果是圆形的边缘，

一般采用二方连续的组织形式，如果为方形或其它形式的边缘，则应注意转角部位的纹

样结构，要穿插自然。

边缘纹样的基本骨架有：对称式（角对称、边对称）、散点式、连续式、均衡式、

角隅式等多种。

3、连续纹样

连续纹样是用一个或几个单位纹样向上向下或左右连接，或向四方扩展的一种图案

纹样。连续纹样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延展性。

连续纹样是单元纹样的连续组合，所以它具有一种规律的节奏美。

连续纹样的用途很广，它既可作装饰，也可作大面积的装饰花纹，并可作地纹。印

染、色织、壁纸、图书封面等一般都采用连续纹样。

连续纹样，可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两大类。

（一）二方连续，是指连续成为带状的一种纹样，因此也称带纹，或称花边。用一

个或数个单独纹样向左右连续的，称为横式二方连续；向上下连续的称为纵式二方连续；

斜向连续的称为斜式二方连续。

二方连续的特点，是具有节奏性。对这种纹样的基本单位，既要求纹样的完整，又

要求连续之间的互相穿插，具有整体感。

二方连续的用途很广，也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图案形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衣、

食、住、行、用等各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二方连续纹样。如建筑装饰、包装、日

用器具、被面、床单、窗帘、地毯、台布、陶瓷以及报刊杂志封面题栏等等，经常采用



32

二方连续纹样图案作为主要装饰。

二方连续的骨架有以下几种，同一三角形组成的各种骨架，同一弧形组成的各种骨

架，散点式、垂直式、水平式、倾斜式、波纹式、折线式等。

（1）散点式：散点式二方连续，是用一个花纹或几个花纹组成一个单元，向左右

或上下方向排列，这种骨架通常在花纹之间，故称散点式。散点式连续纹样要求灵巧，

清晰并形成带状。

（2）垂直式：垂直二方连续纹样有上下垂直或上下交替等排列形式，因为它们都

是呈纵向排列，故称垂直式。

（3）水平式：水平式二方连续与垂直式二方连续相同，只是它不呈纵向排列，而

是水平状排列。有同向、异向等多种组织形式。垂直式和水平式都有稳定感和统一感。

（4）倾斜式：倾斜式二方连续纹样，可以作各种角度的倾斜，可以向左向右互相

交叉排列，有动感和活泼感。

（5）波纹式：呈波纹状的曲线形式。该形式富于变化，美观大方。在传统图案中

喜欢采用这种形式，如唐代石刻的卷草纹等。

（6）折线式：折线式二方连续骨架与波纹式相反。波纹式是由曲线组成，而折线

式是由直线组成，纹样多对向排列。

（7）开光式：开光式二方连续是在带状纹样中间再饰以几何形的框架，例如圆形，

内中安置主花，以突出主题，增强装饰效果。

（8）一整二剖式：是用一个完整的纹样与其剖成两半的纹样交替排列，可以取得

既统一又有变化的艺术效果。

（9）重叠式：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纹样错综叠合，进行排列，可增进纹样层次，

产生复杂丰富的变化。

（10）综合式：以上各种组织形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综合二个以

上的方法可以得到丰富的艺术效果。

以上各种组织形式，除可作横式排列外，也可作竖式或斜式排列。

（二）四方连续：四方连续是用一个单位纹样向上下左右四面延展的一种纹样，它

循环反复，连续不断，又称为网纹。

四方连续要求单位面积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呼应。它既有生动多姿的单独花纹，又要

有匀称协调的布局；要有反复单独的排列，又要有花纹的主次层次，又要生动活泼，不

显得生硬呆板。还要注意大面积的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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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连续在染织图案设计中用途最广，在其它工艺设计方面如塑料布、瓷砖、地板

砖、壁纸，印刷地纹等也常被采用。四方连续按其构成骨格可分为：散点式、条纹式、

连缀式、重叠式等。

（1）散点式：散点式排列是四方连续的主要形式，它是由一个单位或两个以上单

位纹样组成一个单位，向四方反复循环连续构成。在一个单位内纹样是散布的，各种纹

样有各自不同的姿态，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方向。它们有规律地散布在一定范围内，散

点排列分有规则的和不规则的两类。散点排列要做到既匀称又有变化，还要避免产生各

种“路”（或称“档子”）的病疵。纹样上产生“路”的病疵就会影响整幅作品的外现，

有的还会给生产带来困难。

（2）条纹式：条纹式变化很多，常见的有直纹、横纹、斜纹、波纹以及宽窄交替

等。这种条纹可形成规则的反复，具有节奏感。

（3）连缀式：组织丰富，基本纹样相互连接或相互穿插，是四方连续常用的一种

形式。有波形、菱形、阶梯、转换、卷折、分割等形式。

（4）重叠式：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纹样重叠排列而成的一种四方连续纹样，

其特点是主次分明，层次丰富。布满花纹循环的纹样称地纹，重叠于地纹之上的称浮纹。

这种重叠纹样在设计上用得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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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装饰织物图案的表现技法

装饰织物图案的表现技法多种多样。构思成熟以后，不需要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

通过绘画工具的描绘，将它具体地体现出来，使其成为可视的艺术形象。图案表现技法

的表现力不尽相同，但技法的应用，一定要服从装饰织物图案内容的需要，使图案设计

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在技法应用中发挥各种绘画工具的

性能特点，加强技法的艺术表现力，以获得较好的艺术效果。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

革新，装饰织物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出现，装饰织物图案的表现技法也不断的丰富和发

展。

一、点的表现方法

“点”是一切形态的基础，是描绘图案的基本方法之一，用点的疏密、轻重、虚实、

大小的处理，可以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点的形状有细点、粗点、圆点、三角点、方点、

米点、菱形点等不同形状的点。从点的组合来看，有规则的和不规则的两类。规则的点

有统一的美，不规则有变化的美。点的绘制一般采用毛笔、绘图笔、海绵、泡沫等多种

工具，表现出各种具有特殊形象的点，充分体现描绘的物象。根据图案内容，制作材料

及工艺条件的需要。在艺术处理上，在同一画面，用同一类型的点，避免杂乱、平淡，

使画面统一。表现明暗关系时，点由疏到密要均匀的逐步过渡，以表达出丰富，生动的

装饰效果。

装饰图案中点的应用很多，如面料窗帘、沙发布、床单、头巾等都有应用。在制作

工艺中，机印、网印也要用点来表现图案形象，而且可以用点来作为图案底纹，起到陪

衬主花的作用。一些装饰品也常用点的巧妙排列组成各种纹样。如皮鞋、皮带、皮包、

网扣、提花布等常用点组成图案作为装饰。

二、线的表现方法

线是图案的主要表现技法之一。线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大体可分为两类：直线、曲

线。直线可分为水平线、垂直线、斜线、折线、交叉线等；曲线可分为弧线、抛线、涡

线、波纹线、瓦线和垂幛线等。

线的表现方法和点的表现方法基本相同，可描绘形体轮廓与结构，又可分隔块面，

丰富层次，表现一定的明暗关系。常用的线有以下几种：均匀的线，它的粗细一致，起

笔落笔不明显，表现它必须有一定的基本功，常用绘画笔描绘。均匀的线生动流利，具

有规律的美。顿挫的线，这种线注意起笔落笔，有轻有重，笔力顿挫，刚劲有力，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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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感。抖动的线，描绘的线条产生自然形态的起伏、凹凸、粗细、波动的变化。虚实

的线，线条有虚实的变化，描绘时常用干笔，产生“飞白”的效果。复合的线，为加强

轮廓的视觉效果，往往采用两条以上的复合线。这种复合线可以粗细一致，也可以一粗

一细的合理搭配。

装饰织物图案中线的应用很广泛，印花、织花中具象和抽象的装饰形象，常用线来

表现，织物的边缘、贴花、绣花的图案外形常用线来装饰。我国古代艺人也常用金、银

线来构嵌各种工艺品的图案，形成我国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

三、面的表现方法

面的表现方法也是图案的基本表现技法之一。它主要是通过块面的外形，来表现物

象的形态。可大，可小，可规则，可不规则；可以用正视，也可以用侧视或俯视的形象

来构成面的形状。因此，面的表现，主要是要掌握物象的特征。一般指平涂块面，用块

面的大小和色块的对比来产生多种变化。描绘工具一般用毛笔，水粉笔，大面积块面用

地纹笔。

装饰织物图案设计中，面的应用很广泛。印花、织花、提花、羊毛衫、针织品的装

饰纹样，动物、人物、花卉、风景的形象等，都常用块面来表现；各种服装面料，窗帘

布，床单，地毯等也常用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色块面来表现浓厚、大方、富有时代感的

装饰美。

四、晕染的表现方法

晕染，就是将各种颜色由深到浅，由浓到淡，渐次过渡的染出。它主要是采用色度

渐变的手法，使图案花纹起伏明暗，层次清晰。晕染时要掌握花纹的结构和明暗关系，

先在着色的形体上染一层水，或涂一层色，使其滋润，然后再在暗部涂上深色，用清水

笔进行洗染，使颜色由深到浅逐渐变化，从而使物象产生立体感的效果。晕染具有柔和

的美感，是装饰织物图案设计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技法。印花、织花、刺绣图案中都常用

晕染的表现方法。

五、退晕的表现方法

退晕是用颜色将纹样分成深浅不同的几个层次，由深到浅，一层一层地平涂后，分

出不同色阶，用色彩的明度变化来表现效果。退晕可表现出色阶的节奏美。它可以从外

向内不断加深，也可以从内向外逐渐变浅。各层晕带可以是等距的，也可以是逐渐加宽

或缩小的，也可以是不规则的。在我国刺绣图案中，常采用退晕的针法，这种针法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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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称为“抡针”，建筑物的彩绘图案也常用这种方法。装饰织物图案用这种方法表现，

使图案更具有规律的节奏美，使色彩变化更有富丽感，以增强图案的装饰性。

六、撇丝的表现方法

撇丝是装饰织物图案设计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是用均匀、细致、密集的细线条，

或顿挫、粗细、舒展的线条，刻画出物象的明暗，起伏等面、体关系，具有生动、自然

的特色。这种方法多用于花卉图案，根据花瓣的结构和花脉的动势进行刻画，表现出渐

虚的效果。线的方向和转折变化，应根据物象的生长规律来选择。用于撇丝的颜色不宜

太稀，画笔稍蘸些少量的颜色即可，这样，可使起笔处线条呈实线，而线条的尾梢呈虚

线，产生变化的效果。颜色的水分要掌握适当，不宜太干，线条要流畅、生动，以取得

较好的效果。撇丝时可以用一种颜色来表现，也可以用两种以上的颜色来表现，以丰富

色彩的层次。但线条的动势要统一，协调而不散乱。

七、干笔的表现方法

干笔是一种简单而有表现力的手法，在画笔上涂以较少、较干的颜色，根据物象结

构，巧妙运笔，笔不到意到，以形成层次浓淡、粗细、虚实的变化，使一套色起到多套

色的效果。用笔要掌握好水分，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下笔要稳，动作要快，一笔成

形。重复用笔就会使画面重叠模糊，体现不出干笔效果。在涂底色的面上用干笔画花纹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干笔的手法多用毛笔，油画笔，化妆笔来表现，笔头不宜过尖。

八、喷绘的表现方法

喷绘是以气泵作动力，用专用的喷笔来表现形象。喷笔喷射出云雾状的点子，通过

电子的疏密、虚实、大小等不同变化，表现出色彩的深浅，明暗，浓淡或花纹的远近、

层次等效果，使纹样增强细腻、柔和、轻快的感觉。

喷绘的方法：先按图案和颜色将需要喷绘的地方用纸板雕空，再用喷笔在雕空处喷

绘。一种颜色需要一张雕空板，几套色就需要几张雕空板。喷好后，再进行色彩浓淡的

调整，修饰。喷绘时要注意图案的结构、色调和明暗关系。亮面不宜多喷，应适当留白，

喷局部要注意整体效果。喷绘方法可单独或与其他方法一同使用，力求达到画面丰富，

生动的艺术效果。

九、综合表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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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织物图案设计，在描绘图案时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表现方法，就称为综

合表现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是为了充分表现客观形象的需要，也是为了更加丰富图

案的艺术效果。例如，在绘制图案时，先用线条勾画出形象的轮廓，再用点、撇丝，喷

绘表现出图形的明暗和层次关系；或者，先在花纹部位大致涂出色块，然后再描绘出花

纹的轮廓线，并使色块和轮廓线产生一些变化，这样，就显得纹样更为生动，活泼，具

有浪漫的艺术效果。窗帘布、床单布、服装面料等用织花加印花、点、线、面等方法综

合运用，更显得工艺新、档次高，丰富多彩，具有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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