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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平台的汉服设计软件开发研究
王妍，张瑞阳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摘要：目的 通过数字媒体技术，改变汉服文化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使用户在设计汉服和与软件交互
的过程中学习汉服文化。方法 在设计上，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和扁平化风格，设计出中国风的标志
和按钮图标以及页面布局；在技术上，使用 react native 完成 APP 的基本框架，以及使用 canvas 技术完
成个性化的汉服设计过程。结论 利用数字媒体的优势，采用互动性的方式和个性化的设计，让用户在
设计汉服的过程中感受汉服文化的魅力，这是一种运用数字媒体传播汉服文化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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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fu Design Software Development Based on Mobile Platform
WANG Yan, ZHANG Rui-ya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one-way communication mode of Hanfu culture, so that users can
learn the Hanfu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Hanfu and software interaction. In design,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elements and flat style were used to design Chinese style logo and button icons as well as the page layout. Technically, the
react native was applied to complet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APP, and the canvas technology was used to complete the
design process of personalized Hanfu.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media, the interactive mode and personalized
design are adopted to enable users to feel the charm of Hanfu culture in the design process of Hanfu, which is a new idea
to spread the Hanfu culture through digital media.
KEY WORDS: Hanfu culture; Hanfu design APP; Hanfu culture communication

汉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
更，汉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随着文化产业的崛
起，汉服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将汉服文化与移
动平台软件相结合，再加上让用户自己设计汉服的交
互方法，是在数字化时代下传承汉服文化的有益探索。

1

汉服设计软件开发研究背景

汉服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
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
居住区，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
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1]。

汉服源自黄帝冕服，因周礼制度而得以巩固，其后一
直随着朝代的更替和居民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
进，体现着不同朝代的社会风俗和审美旨趣 [2]。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汉服穿着繁琐，其褒衣博
带的样式，在日常生活中多有不便，汉服也逐渐淡出
了人们的生活，汉民族甚至存在着丢失自己民族的服
饰记忆的危险 [3]。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汉族服装同时
又受到了各国服饰文化的冲击，但是在危机中也潜藏
着机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随之崛起，含有中国元素
的创意作品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汉服作为中国
元素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文化创意作品中扮演着不可
替代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复兴梦为汉服的
回归创造了机遇，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大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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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运动在民间蔚然成风。
汉服要想抓住复兴机遇，就要结合数字媒体技术
的优势，让汉服设计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的个性
化设计。让用户在设计汉服的同时，了解汉服服饰，
理解汉服文化的底蕴，增强对汉服的社会认同感，进
而通过汉服设计，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大潮中推波助澜。
基于上述背景，以一款汉服设计 APP 软件作为
毕业设计的选题，将 APP 取名为“子衿”，取《诗经·郑
风·子衿》中“青青子衿”中的“子衿”为名。“子衿”主要
由 3 个部分的功能组成，首先是设计汉服并发表，然
后是浏览他人作品与交流，最后是介绍汉服文化。其
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设计汉服，该功能通过模板化设
计，降低了设计服装本身的难度，保留汉服的形制与
规范，增加了设计服装的趣味性因素，使用户在设计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汉服形制、装饰、裁剪等
方面的知识。用户可以欣赏他人的作品，从中找寻灵
感，也可以为喜欢的作品点赞或与欣赏的设计者就设
计进行沟通。用户完成设计后，可以输出设计图，交
由专门服装制造商制作，从而满足用户服装个性化的
需求。同时，用户独特的个性化设计也为汉服添加了
时代的元素，为汉服注入了新的活力。用户穿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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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设计的汉服，作为礼服或常服出现在生活中的各
种场合，自然成为了传播汉服文化的“媒体”。
利用数字媒体技术的优势，采用互动性的方式、
DIY 的创意，让当代年轻人在 DIY 的创造过程中，
感受汉服文化的魅力，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设计传播汉
服文化，推动汉服的复兴，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项目。

2
2.1

基于汉服设计的 APP 设计
“中国风”的扁平化界面设计

优秀的用户界面应该简洁、美观，并具有引导功
能 [4]。界面设计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符
合用户的接受习惯，引导用户对汉服文化进行了解、
学习。在界面设计上，将中国传统元素和扁平化的图
标按钮元素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界面更加符合 APP
的主体，同时创造传统的文化氛围。例如 APP 界面
中的中国传统元素，见图 1。该设计主要运用了中国
文人画、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国传统字体、中国水
墨风图案这几种中国传统元素，从内而外都是传统元
素，它的颜色选用了在国际上一直享有“中国红”美誉
的红色，形态上使用了具有中国书法效果的笔触。

图 1 APP 界面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Fig.1 Chinese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the APP interface

在 APP 界面设计中，扁平化按钮的图标设计要
符合界面设计原则，可点击元素需使用合适的视觉样
式。按钮的图标和文案应清晰地表述按钮的用途或点
击后产生的效果 [5]，例如服装设计的功能，图标是一
把剪刀。因为剪刀是服装设计中一种必要的工具，所以
它能正确地表达按钮的功能。扁平化图标设计见图 2。

图 2 扁平化图标设计
Fig.2 Flat UI design

2.2

充满文化内涵的内容设计

移动终端传播汉服文化具有体裁多样的优势，汉
服文化不仅仅体现在汉服知识模块中，还体现在用户

设计汉服的过程中。用户从款式选择、颜色设计到图
案搭配都可以潜移默化地学习到汉服文化。
汉服主要款式特征见表 1[6]。笔者将齐胸襦裙、
交领襦裙、齐腰襦裙、对襟襦裙、立领袄裙、交领袄
裙、单绕曲裾、双绕曲裾、半臂、斗篷、大袖衫这几
种汉服的传统款式简化为富有汉服主要特征的二维
服装设计图，用户在选择款式进行设计时就能了解传
统汉服的形制特征。
色彩是汉服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服在
颜色的使用上讲究“五色”，也就是儒家在推崇周礼时
建立的道德色彩体系，其中有严格的色彩尊卑等级制
度，还蕴藏了道德寓意 [7]。在汉服的颜色设计上主要
采用了传统汉服的“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
色作为设计选择，用户在进行色彩设计时可以接触到
汉服的色彩文化。在汉服知识介绍页面还介绍了不同
朝代使用颜色的偏好。
汉服在装饰图案上主要分为植物、动物、人物和
器物 4 种类别，在每种图案背后都蕴含着古人对美好
生活的希冀 [8]。在汉服的图案设计上，选用了比较典
型的蝶恋花、牡丹富贵、一品清廉、喜上眉梢等传统
装饰图案，让用户在设计的同时能了解汉服图案的文
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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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服主要款式特征
Tab.1 Main features of Hanfu

2.3

汉服款式

特征

用途

朝代

深衣

衣袖宽大，是最典型的服装款式

用作礼服

产生于周代

檐榆

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衣袖比深衣更加
宽大，采用直裾形式

—

—

袍

在深衣的基础上演变而来，长度到脚踝的位置，
袖口宽大，采用圆弧状，端口收紧

—

—

衫

衣袖宽大，没有圆弧状的袖子和收紧的袖口。没有
衬里，采用对襟的款式，露出颈部的单衣

—

产生于东汉末年，
流行于唐宋

半臂

袖长于上臂的短袖上衣，又称作半袖

开始只用于男子服饰，后
期才在女子服饰中流行

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背心

无袖，长度到膝盖

通常罩在襦袄外

流行于明清

裙

是下裳的主要样式，制作裙需要多幅拼合，
由前到后围绕，并在背后相交

—

—

披帛

古代女子搭在肩背、绕于双臂的一种长帛巾，
通常以嫌帛等轻薄面料制成

仅为殡妃、歌舞伎服所用

起源于中亚，秦汉时
传入中国

丰富的交互设计

设计师可从人、动作、完成动作必要的辅助工具、
周围的环境和目的出发，结合功能的需求系统进行具
体的思考 [10]。
首先是手势交互，用户在设计汉服时，选取了要
设计的款式后，可以为其着色。为了充分实现用户的
设计意图，丰富设计并完成效果图，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设计需要，为汉服的各个部分添加颜色，从而设
计自己的个性化汉服。选取颜色后，可以为汉服添加
图案，用户在选取图案后可以根据需要，将图案拖动
到不同的位置，并通过两点触控来调整图案的大小。
除了 APP 本身提供的图案外，为了让用户的设计更
加多样、自由，用户可以为汉服添加本地的图案，这
样用户的相册就成为了 APP 的图案库。在进行图案
调整时，图案周围会出现功能框，用户可以使用功能
框旋转图案，如果用户对调整结果不满意，还可以通

过功能框对图案进行删除。其次是按钮交互，除了上
述设计选项外，用户还可以旋转汉服设计图，方便对
其背面进行设计，也可以放大设计图，方便对局部进
行精细调整。如果用户对某一次设计调整不满意，可
以点击退回按钮，撤销上一步操作，或者直接点击重
置按钮进行重新设计。在用户完成设计图后，点击保
存就可以将设计图保存到本地或发布到 APP 中。用
户可以浏览他人的设计，为自己心仪的设计点赞或留
言，还可以关注自己喜欢的设计师，并通过私信与他
沟通和交流。用户可以看到他人的点赞、留言和私信
并进行回复，这样也就实现了用户的完整交互。

3
3.1

汉服设计 APP 的实现
汉服设计 APP 的框架实现
“子衿”的框架主要由 3 个部分组成，见图 3。首

图 3 “子衿”的框架
Fig.3 The framework of "Z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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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上设置了用户作品列表，用户可以滚动查看，用户
点击用户作品可以跳转到作品详情页，点击作者头像
可以跳转到作者详情页，用户作品页面见图 4。用户
在作品详情页可以进行点赞，点击点赞图标后，图标
会变红，并且点赞数会加 1。再次点击图标会变灰，
点赞数会减 1。在作者详情页可以关注作者或私信作
者。用户在设计汉服时，可以选择款式、颜色和图案，
需要用到 3 个菜单，分别是点击款式、颜色和图案的
3 个按钮，点击它们时，菜单会随之切换。
框架部分的实现主要使用了 react native 组件。
“子衿”APP 是基于 android 平台开发的，除了使用
原生组件外，笔者还使用了 react native 组件，同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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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定义部分组件和开源组件共同构建 APP 的框架
结构。
3.2

设计过程的实现

用户在菜单中选择不同的款式时，该款式按钮的
背景色会变红，设计图中的款式也会变为用户选择的
款式图，汉服设计款式的选取见图 5。设计图的款式
变化首先需要通过 AI 将汉服的设计稿绘制成矢量
图，再利用 AI 中的插件将绘制好的矢量图转化成画
布代码，这样就可以得到汉服设计线稿的具体坐标位
置。在用户点击任何一个款式时，需要先将画布清空，
再通过绘制线条来画出设计稿的轮廓线。

图 4 用户作品页面
Fig.4 User page

a

b

图 5 汉服设计款式的选取
Fig.5 Hanfu design style selec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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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颜色的选取与着色
Fig.6 Color selection and coloring

在颜色选取时，用户点击颜色后，颜色块会由矩
形变为圆角矩形，通过点击设计图的局部，可以为汉
服的各个部分涂上不同的颜色，见图 6。当用户在汉
服设计稿上进行点击时，系统会捕捉并判断用户点击
的位置处于汉服的哪个部分，将用户点击位置所在区
域的汉服部分通过绘图方法绘制出来，对用户点击区
域完成上色。

用户可以在图案库中进行点击，随后图案就会出
现在汉服上，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图案进行调
整，图案的缩放和移动见图 7。图案的移动、拖拽需
要先存储用户点击的位置，并判断该位置是否在图像
上，用户手指每移动一帧都要重新绘制图像，直到用
户手指离开后再将移动手指事件的参数清空。

图 7 图案的缩放和移动
Fig.7 The zoom movement of a pattern

4

结语

本文以汉服设计为核心内容，在深入挖掘汉服文
化的基础上，得出了汉服设计 APP 的创意方案：以“子

衿”为名，以中国风和扁平化为界面风格，以汉服文
化 知 识 模 块 和 汉 服 设 计 交 互 模 块 为 内 容 ， 以 react
native 和 canvas 为技术支持，让用户在设计出自己理
想汉服的同时，还传播了汉服文化，完成了传播汉服
文化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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