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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纺织品创新设计研究属于实用艺术设计研究范畴 , 不同于纯艺术设计 , 其设计研究的方法论根据产品的特征而具有

特殊性。文章通过对纺织产品主体特征的分析来研究纺织产品的设计特点 , 归纳出纺织产品的美学特征是由表面的美学特

征( 造型美、装饰美和色彩美) 及深层次的美学特征( 材质美和技术美) 组成 , 认为成功的纺织品创新设计必须结合艺术和科

学的双重因素来实现 , 而艺术与科学结合的设计研究方法论是纺织品创新设计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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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Researching in textile innovative design embraces its own research methodology appropriating the properties of

textile product, which belongs to the applied art research field and differs from that in the fine art one. This paper set out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extile design through an in- depth analysis on the found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xtile

product. Subsequently, the aesthetics of textile product are broadly classified into two dimensions and five types - the

surface and emotional aesthetical dimension that consist shape, ornament and colour; and the content and rational

aesthetical dimension that consist material and technique.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any successful research

in textile innovative design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factors in various degrees, and the art- science

methodology that integrates multi - disciplinary knowledge optimizes the creative outcomes and aesthetical dimension of

design as well as research in creative tex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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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是应用科学和实用艺术的结合体, 本研究

从纺织产品的本质特性出发, 以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方

法综合分析了纺织产品的美学特征, 以及纺织产品在

设计加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在此

基础上提出一种适用于纺织品创新设计的方法论———

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论。

1 纺织品设计研究中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1.1 纺织品与纺织品设计研究的基本特征

纺织品有着与人类文明相同的历史, 是维持人们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 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 纺织

品按消费应用可分为服用、装饰用和产业用三大类, 其

中服用和装饰用纺织品是日常消费的生活物品, 而产

业用纺织品泛指特殊用途的消费纺织品或类似生产物

资的纺织品。从纺织品的消费形态上看, 物资消费形态

和感性( 精神) 消费形态是共存的 , 而且随着社会文明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迁, 纺织品的消费形态中物资和

感性( 精神) 的因素会适应性地进行调整[1]。这样使纺织

产品的设计数千年来一直表现出精彩纷呈的态势 , 因

此纺织品创新设计研究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和重要的

应用价值。

纺织产品的设计理念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诸多

变迁。在早期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下, 纺织品是手工制

作工艺品的一种, 传统的工艺美术设计理念是其产品开

发的基础; 到 19 世纪中叶, 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 工业

化大生产的兴起, 纺织产品的机器化生产使其设计理念

倾向于工业化产品的设计思维; 在近二三十年间, 随着

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 纺织产品的设计理念又侧重纺织

材料的影响, 并衍生出以纺织材料为基础的纺织品设计

的设计理念。根据设计学的理论, 纺织品设计属于设计

学中的一个分支, 是针对纺织产品的设想、运筹、计划、

预算, 是一种特定领域的创造性活动[2]。然而由于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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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仅具有设计学的共性特征, 同时又具有丰富的个

性特征。即不同的加工生产要求和实用功能, 这正是纺

织科学中科学技术特征的体现, 所以纺织品设计是一门

既有自然科学特征又有人文学科色彩的综合性的专门

学科, 由于纺织品创新设计研究是针对纺织产品设计领

域中某一具体产品的设计文化、设计原理及设计方法的

深层次研究, 就必须采用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方法论来规

范和指导设计研究的进程, 并以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标准

来评判研究成果的创新实质。

1.2 纺织品的美学特征

纺织品的美学特征决定了纺织品设计的趋向 , 纺

织品是纺织科学和纺织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 其产品属

于实用艺术品( 传统称为工艺美术品) 范畴 , 现阶段从

艺术创作的角度看 , 纺织品可以分为纤维艺术品、面

料艺术品和面料造型艺术品( 服装与家纺等) 三大类。

其主体特征是 : 在生活领域中以功能为前提 , 通过纺

织技术的物化手段对纺织材料进行审美加工的 一 种

美的创造 , 纺织品的主体特征中显然具有物质和精神

的双重属性 , 通俗讲就是实用和美观[3]。其实用性由纺

织品的经济价值来体现 , 是产生社会效益的基础 , 体

现在纺织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中 ; 而美观性就

是纺织品艺术价值的反映 , 具体表现在纺织品 的 造

型、装饰和色彩上。纺织品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构

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纺 织 产

品 , 其中经济价值是产生艺术价值的前提 , 而艺术价

值又提升了纺织品的经济价值 , 所以 , 对于纺织品的

艺术美分析一定要结合产品的经济价值和艺术 价 值

的主体特征 , 即表面的美学特征 : 造型美、装饰美和色

彩美 , 以及深层次的美学特征 : 材质美和技术美(制造

和加工), 这也是纺织品创新设计研究应遵循的基本

原则。

纺织品创新设计, 要求纺织科学技术支持人们对

纺织产品功能( 物质性) 的最大需要 , 要求纺织艺术支

持人们对纺织产品美学( 精神性) 的最大追求 , 而且这

种要求随着社会需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于是, 满足人

类的需求成为纺织品设计研究的原动力和终极目标。

由于人类的需求没有止境, 需求变化从不停止, 纺织品

作为人类基本生活需求“衣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物品 , 其设计文化之深厚、新技术运用之快速 , 充分体

现了纺织品产品异彩纷呈的时代特色, 所以纺织品创

新设计研究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从远古

到现在, 伴随着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 不

断面临来自艺术与科学的双重挑战。

1.3 纺织品创新设计研究中艺术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揭示、发现和描述,

是从个别中揭示一般, 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 并且是永

远无止境地探索、发现、描述, 但永远是人对客观物资的

认识进程描述。艺术是人类对客观自然的主动性认识,

是从一般中发现个别, 从共性中求异、求新、求创造[4]。也

就是说 , 艺术可以不拘一格 , 不限其手段、形式、材料 ,

创造比真实世界更完美和谐的世界, 在艺术创造的过

程中, 表现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虽然科学与艺术的

方法论也不尽相同, 但设计可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从本质上看, 设计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施加在自

然界之上, 用以创造人类文明的一种活动, 设计需要科

学技术的支持, 同时又需要艺术来表达情感, 所以设计

是艺术与科学的共同载体, 在创造设计的过程中科学

和艺术自觉与不自觉地就统一在创造物中。纺织品设

计具有设计的最基本特征, 因此在纺织品设计中艺术

与科学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从纺织品设计研究中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上看, 两者既对立又统一, 纺织艺术

用形象思维的语言来描绘创新, 纺织科学则用逻辑思

维的语言来表达创造, 相互作用后表现出的艺术创造

力和科学创造力统一在纺织品这一具体产品中。所以

纺织科学与纺织艺术的关系又可以概括为: 纺织艺术

的精神追求促进纺织科学的更快发展, 同时纺织科学

的进步刺激纺织艺术的大胆创新, 纺织艺术与纺织科

学用不同的形式在表现纺织产品的美, 只有两者结合

才能真实体现出设计师的创造力在产品创新中 的 价

值。而要准确把握纺织品设计研究中艺术与科学的关

系, 必须从静态的纺织产品和动态的纺织品设计过程

中去寻找答案。

2 纺织艺术与纺织科学在纺织品及其设计

过程中的表现

明确了纺织品设计中艺术与科学的基本关系 , 就

可以从纺织产品及其设计过程中揭示纺织科学与纺织

艺术的具体表现, 用于指导纺织产品的设计构思、设计

原理与设计方法。纺织品创新设计研究是针对具体纺

织产品的设计研究, 根据纺织产品的双重属性即实用

性和美观性, 一件好的纺织作品应该是纺织艺术与纺

织技术的有机结合及完美体现, 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

的同时引导人们的审美情趣, 进一步起到改变人们生

活方式的目的。所以以产品为核心, 分析产品表面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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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征及内在隐含的科学美特征, 有利于准确把握纺

织品设计环节中体现出来的艺术性与科学性的实质内

容,用于创新设计的实践指导。

2.1 纺织艺术在纺织品及其设计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什么是“纺织艺术”? 根据现代设计理念, 它属于设

计艺术中一个分支, 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实用需要而进

行生产创造的艺术。按照传统的艺术分类法则, 设计艺

术归属于实用艺术门类, 与美的艺术有着本质区别。所

以纺织艺术就是一种与人类利益直接相关的 实 用 艺

术,与没有功利只存在启示的纯艺术不同 , 在纺织品设

计研究中“纺织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该目的性通过纺织产品表面的美学特征得以 直 接 体

现, 即造型美、装饰美、色彩美。

2.1.1 纺织产品的造型美

纺织品是一件有着明确造型的视觉艺术作品 , 根

据不同的艺术加工方式, 纺织品具有平面的或立体的

造型结构。纤维艺术品直接利用纤维材料通过工具或

手工的编、织、结等方法 , 以特定的结构设计来完成艺

术品制作; 纺织面料艺术品则综合利用纺织材料, 采用

织、染、绣、编、印等方法 , 通过手工或生产设备来完成

面料的制作加工; 而纺织面料造型艺术品是面料艺术

品的再设计, 主要应用于服装和家纺产品, 是一种以纺

织面料为主要材料, 通过应用设计或立体造型完成的

纺织艺术品。虽然纺织品的造型方法不尽相同, 但其表

现出来的造型美特征是相同的, 就是利用纺织原料通

过结构设计来完成纺织品的制作和生产, 并利用造型

这一独特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艺术作品的意味, 即设计

师的设计情感。从纺织艺术品的美学特征看, 造型美是

表现纺织品形式美的根本, 纺织品的装饰美和色彩美

特征只有建立在明确的造型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进一步

表现。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上看, 由于纺织艺术品的造

型除了从设计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和构思外, 其生产

工艺条件和产品的实用功能都制约了其具体的结构和

造型, 并暗示在具体造型的美学特征中。因此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 纺织艺术品的造型美特征与内在的科学

美特征有着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

2.1.2 纺织产品的装饰美和色彩美

纺织品的装饰美和色彩美特征表现需要以纺织品

的结构造型为基础, 在明确的造型结构中, 纺织艺术品

的装饰美和色彩美特征将尽可能发挥, 更多地来反映

设计师的设计情趣, 达到提升纺织品艺术价值的目的。

抛开复杂的审美主观因素, 单从纺织品客体来看, 其装

饰美和色彩美的表达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自身的

装饰和色彩效果, 即纺织材料自身材质的装饰和色彩

效果; 其二是配套的装饰和色彩效果, 即将各种相似或

相近的装饰效果集中使用 , 形成统一和谐的装饰风格,

又称环境风格, 如古典、现代、巴洛克样式、罗可可风格

等; 其三是提示或暗示的装饰和色彩效果,即隐含在直

接的审美感受下的间接的或启发性的审美感动, 由于

纺织艺术品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 这种暗示显然具

有艺术和科学两个层面。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暗示的

审美感动, 才使纺织艺术品在具有普通艺术品的审美

感受的同时, 还具备了特有的审美情趣, 这种审美情趣

可以激发一种联想, 也可以产生一种美好的期待。这种

对美的预期和期待, 推动纺织品在科学和艺术两个方

向上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2.2 纺织科学在纺织品及其设计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纺织品表面的艺术美特征在给人以视觉审美享受

的同时, 其内在的科学美特征也不容忽视, 科学美特征

能从深层次体现出纺织科学发展带来的创新魅力。纺

织科学属于自然科学中的应用技术学科, 有着十分明

确的研究对象, 那就是纺织产品。纺织科学技术的突破

往往能引发纺织品设计理念的更新, 形成创新的切入

点, 从而引发创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现代纺

织科技已经从传统的满足穿衣的低级要求向生活享受

的高要求转化, 纺织科学也更多地与相关学科进行交

叉融合, 具体反映在创新产品中就是应用材料的变迁

和产品加工技术的进步, 即产品内在的材质美和技术

美特征。

2.2.1 纺织产品的材质美

纺织品是纺织材料的加工和美化, 材料就是纺织

品设计创新的基础, 整个纺织艺术史就是一部纺织材

料被发现、发明、创造利用的历史。与纺织品的实用性

能一致, 纺织材料的使用体现了装饰性和功能性的双

重特点, 其功能性建立在材料科学进步的基础上, 从天

然的纺织原料到合成的纺织原料, 从单一性能到多重

性能以至于特殊性能, 纺织材料的变迁极大地影响了

纺织品的设计和产品的实用功能, 继而影响人们的生

活方式。如从美国 DuPont 公司 1939 年开发应用的尼

龙 , 到如今广为应用的莱卡 , 不仅创新了纺织产品 , 更

多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其美观性

和实用性完美地统一在面料与服装的创新设计中 , 引

导着纺织品及服装的流行趋势。所以在纺织品材质美

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纺织材料科学发展进步的痕迹 ,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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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纺织品的材质美特征没有纺织品表面的艺术美特征

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但其激发的深层次的思考同样

魅力非凡, 面对如今科技进步的背景下涌现出的越来

越多的纺织材料, 如何合理地从科学与艺术的角度来

因材施艺, 显瑜掩瑕, 确实是纺织品创新设计中一个不

小的挑战。

2.2.2 纺织产品的技术美

纺织品的技术美特征表现在加工生产的工艺技术

上, 工艺技术是纺织材料的物化手段, 是纺织材料的加

工和美化的方法, 也是创造纺织品艺术价值的最直接

手段。在工业革命之前, 手工生产的纺织产品突出表现

在精致的手工制作技巧上, 机械化生产后纺织品的技

术美特征表现在通过产品的精美外表来体现加工技术

的进步。从原始腰机、斜织机到如今的机电一体化织

机, 为纺织品生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这种变革以

技术美的特征隐含在各个时期的纺织产品中。美轮美

奂的纺织品色彩、图案和纹理需要特定的制作方法才

能实现, 美丽背后存在的加工技术背景, 艺术价值中隐

含着的科学进步的因素, 这正是纺织品内在技术美特

征的具体表现。

纺织产品表现出来的纺织艺术与纺织科学的关系

是一种静态的美学特征。通过对这种静态的美学特征

的把握, 在创新设计实践中, 纺织艺术与纺织科学的关

系将融合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反复地发展和交融, 形成

一种动态的纺织艺术与纺织科学相互作用、交融的关

系, 直至创新设计过程的完成。所以从广义看, 在纺织

产品这一个共同体中, 纺织艺术与纺织科学虽然演绎

着各自平行的发展轨迹, 但又相互关联和影响, 不断地

寻找交融的契机, 每一次完美的结合交融就会引发一

次纺织产品的变革, 而带来这种契机的正是纺织艺术

与纺织科学的共同载体———纺织产品的创新设计 , 所

以利用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是进行纺织品创新

设计研究的最佳选择。该方法论适用于一种产品、一类

产品, 以及相同性质的所有产品的创新设计。

3 结语

纺织品创新设计具有与时代俱进的特点。机器化生

产, 新材料革命, 数码技术应用, 以及目前兴起的智能纺

织品研究等, 一个个精彩的发展亮点勾画出了数百年来

纺织品创新设计的发展轨迹。而拨开此起彼伏的发展热

点, 凝结并沉淀在纺织品创新设计中的却是永恒不变的

科学与艺术相互结合的核心内涵。有人形象地将科学与

艺术的关系比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5], 纺织品正是现实

意义中的这种“硬币”。由于纺织品设计属于应用学科,

体现了应用科学和实用艺术的基本特征, 其创新设计必

然是纺织科学和纺织艺术的共同载体, 两者的交融既蕴

含在静态的具体的纺织产品中, 也体现在动态的纺织品

设计过程中, 当这种科学与艺术的交流、融合达到统一

的时候, 一件艺术上美丽、技术上合理、具有良好应用价

值的创新纺织产品便诞生了, 这正是艺术与科学相结合

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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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 国发〔2007〕33 号 ) 的规定 , 原商务部负责

审批的缫丝绢纺企业生产经营资格核准事项, 调整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一、商务部停止受理 2007 年 10 月 9 日以后上报

的缫丝绢纺企业更名或新建缫丝绢纺企业申请生产准

产证等事项的审批, 准产证复审工作也相应停止。

二、商务部初步核定 2008 年至 2009 年各省 ( 区、

市 ) 缫丝企业的生产能力 , 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 茧丝办) 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节能环保、淘汰落

后、提升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的原则, 对本省内的缫丝企

业进行审核 , 严格把关 , 不得突破 , 不得降低准入标准

审批, 并将复审结果于 12 月 30 日前报商务部备案。

三、新的《缫丝绢纺企业生产经营资格核准办法》

( 以下简称《办法》) 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新《办

法》将在基本生产规模、技术装备、节能减排、环保和原

料来源等方面提高准入条件, 并在监督检查方面强化

管理。请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茧丝办) 在复审工

作中, 督促尚未达标的企业尽快加快技术改造, 落实原

料基地, 安装节能减排设备等, 符合环保要求。在此期

间, 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茧丝办) 不得自行降低

标准突击审批新增缫丝绢纺生产准产证。

( 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

国家商务部发出关于复审缫丝绢纺企业

生产准产证有关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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