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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with culture as the soul, creativity as the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sup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the main 

body. It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21st 

century, Jingdezhen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repositioning the ceramic industry, actively constructing the ceramic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base, and 

integrating the artistic advantages of Jingdezhen traditional ceramics with daily-use ceramics, resulting in the 

artistic and life-oriented situation of daily-use ceramic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Jingdezhen daily-use 

ceramics has become the mainstay of Jingdezhen ceramic industry. 

Keywords: Jingdezhen, Domestic ceramics, creative industry 

 

 

当代景德镇日用陶瓷创意产业的发展 

刘明玉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江西，中国 
115416121@qq.com 

摘要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科技为支撑、以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为主体的

产业，被认为是 21 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进入 21 世纪，景德镇大力推动陶瓷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对陶瓷产业重新定位，积极建设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把景德镇传统陶瓷的艺术优势与日

用陶瓷相融合，出现了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生活化的状况。景德镇日用陶瓷的进入快速发展期，

成为景德镇陶瓷产业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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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建设 

文化创意产业首先强调文化理念的融入，是对文化

资源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文化对提升产业的品位、价

值和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景德镇有着悠久的传

统陶瓷文化，在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上有着得天独厚

的条件。文化创意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创意，创意

离不开人才，景德镇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景漂”，

景德镇的高等学府培养了大量的陶瓷人才，景德镇本土

还有很多世代相传的民间制瓷匠人，他们都是发展陶瓷

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力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和保

障力量是科技创新，产业的专业技术的提升、网络信息

技术的发展都为科技、文化与创意的高度融合提供了技

术保障。进入 21 世纪，景德镇积极调整陶瓷产业发展战

略，以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为突破口，打造不同的陶瓷文

化创意产业基地，推进传统陶瓷产业提质增效、优化

升级。 

1.1. 雕塑瓷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雕塑瓷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与成长开始于

1997 年，当时的景德镇雕塑瓷厂厂长、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刘远长辞掉了职务，带领一批下岗职工和陶艺家

将闲置的厂房租下来，规划为工作室，依托厂区的炼

泥、成型、烧制等陶瓷配套生产体系，筹办起名人作

坊。之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纷纷入驻。 

2005 年，创办于香港的、主张手工陶艺创作的乐

天陶社入驻景德镇雕塑瓷厂，成立景德镇乐天陶社。

景德镇乐天陶社设有国际性的驻场艺术家工作室、设

计工作室、教育中心、画廊及商店，一时间名家云集，

形成了类似于北京 798 艺术家集聚的雕塑陶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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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景德镇乐天陶社开始在雕塑瓷厂开办“乐天创

意集市”，举办“陶艺讲座”，营造了一种学习、交流、

实践的氛围，鼓励青年大学生创作并把作品在集市上变

成艺术商品。激发了陶瓷从业者坚持创新、坚持原创的

热情。不少景德镇陶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鲁迅美院、

清华美院、中国美院的本科生、研究生来此创业，雕塑

瓷厂也逐步成为大学生创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陶瓷产业的高度聚集、良好的配套服务、浓厚的陶

瓷艺术创作氛围、精湛的制瓷工艺、深厚的陶瓷文化底

蕴，都是雕塑瓷厂大力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利条

件。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1.2. 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 

景德镇“陶溪川”是以废弃的老瓷厂——宇宙瓷厂

为基址打造而成的陶瓷文化创意园。2013 年，景德镇陶

瓷文化旅游集团以宇宙瓷厂为核心启动区，开始打造陶

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这是在陶瓷工业遗存的基础上，

以陶瓷文化为背景，集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生活、

创业、就业于一体的文创街区。2016 年 10 月，陶溪川正

式开业迎客。 

陶溪川在打造过程中，保留了宇宙瓷厂原有的 22 栋

老厂房、11 座烟囱、水塔、工业管道、老标语等，这些

风格各异的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圆窑等都得到抢救性

保护与修复，变身为美术馆、博物馆、艺术家工作室等。

陶溪川把原来宇宙瓷厂的老旧的窑炉车间改造成“邑空

间”，免费提供给年轻创业者、艺术家使用，让他们展

示并销售自己的陶瓷作品。由于推行动态管理、优胜劣

汰的机制，截止 2018 年 8 月，陶溪川邑空间成功孵化创

业实体 1241 家，聚集了 7300 名年青创客创作创业。 

陶溪川在每年的春天和秋天举办春秋大集，来自世

界各地的设计师、艺术家、艺术机构、艺术院校、产瓷

区企业等齐聚一堂，集市、讲座、论坛、陶艺体验、商

务洽谈等活动层出不穷，带来了时尚艺术的生活体验，

邑空间还在积极构建一条“创意市集+线下商城+线上旗

舰店+邑客先锋”的陶瓷创意、青年创业、人才培养、品

牌塑造的生态链。 

陶溪川每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都有户外创意市

集，有 600 多个摊位，摊主是从每月提交申请的创业青

年中筛选而来，然后再从这些摊主中进行选择，吸纳那

些具有创意风格的作品及其摊主入驻邑空间，并根据业

绩实行动态管理。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既立

足本土陶瓷文化又面向国际时尚潮流，是年轻的陶瓷创

客和艺术家的造梦空间。 

1.3. 三宝国际瓷谷 

2015 年，景德镇启动“三宝国际瓷谷”规划建设项

目，这是一个以景德镇三宝村、湖田村为地理基础，以

生态、陶瓷、手艺、文化为亮点的陶瓷文化旅游产业聚

集区。这里聚集大量“景漂”“景归”等国内外艺术家、

设计师、创客、本土匠人；也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设计

创新意识的企业，如：闲云居、洛可可设计集团、崔

迪器等。 

2019 年底，三宝国际瓷谷已聚集 200 多家创意实

体和工作室，成为传统手工瓷业与现代设计创新融合

发展的陶瓷产业新高地。闲云居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原创陶瓷器皿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企业，该公司在陶瓷设计中坚持创新发展，

致力于生活器皿与当代人文情怀的融合，注重日用陶

瓷艺术化和生活化的结合，产品既具有景德镇陶瓷文

化的厚重感，又具有融和当代审美文化的时尚感。 

2017 年，全球顶级、中国最大的设计公司——洛

可可设计集团与景德镇珠山区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在三宝国际瓷谷三宝蓬艺术中心打造“洛客·景

德镇陶瓷设计中心”，以“互联网+工业设计”形式助

推陶瓷与设计大融合。该陶瓷设计中心以创新设计为

核心，以服务陶瓷产业发展为主旨，重点打造全球陶

瓷创意设计中心、研发中心、品牌投资孵化中心、营

销发布中心、交易中心，与景德镇本地业态优势互补，

实现先进设计理念和传统陶瓷文化的深度融合、现代

科技与传统陶瓷工艺的完美结合，为广大设计师的陶

瓷设计提供更先进的创作服务。 

2. 当代景德镇日用陶瓷的创意设计 

在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核心环

节是陶瓷产品的创意、创新设计。日用陶瓷是景德镇

传统陶瓷产业的支柱，进入 21 世纪，具有创意的日用

陶瓷也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日用陶瓷的创意设计需要在造型和装饰上走艺术

化路线，在满足人们实用需求的基础上关注人们的情

感性需求。 

2.1.景德镇日用陶瓷造型的创意设计 

日用陶瓷造型的创意设计，可以运用异形设计打

破工业化生产方式造成的单纯几何化、规整简洁的造

型，走趣味化路线。传统日用陶瓷的造型多为圆形和

规则形，异形设计是相对于传统造型而言的任意形设

计，可以是仿生形态、具象形态、不对称或不规整形

态，也可以借鉴其它人工制品的形态，如：建筑物、

汽车、家具、服饰、青铜器、漆器等。 

异形陶瓷的形态设计受到生产工艺的制约，不可

能随心所欲的进行设计。在成型上，由于异形器是非

同心圆形状，它不可能用同心旋转的机器操作完成，

成型难度大；在烧制上，由于异形器已经改变了器物

支撑力最佳的同心圆形态，变形率高，烧制难度很大。

所以异形陶瓷的设计对设计者的要求很高，既需要具

备较高的陶瓷塑形的技艺，又需要了解器物坯体的物

理性能，能够预知焙烧后的形态变化。 

异形陶瓷因形状的复杂性并不能普遍适应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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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型方法主要有：手工捏塑、手工雕刻、注浆、

印坯、3D 打印、等静压成型等。其中的手工成型方法是

21 世纪景德镇创意陶瓷普遍使用的异形成型方法，虽然

生产效率低，但却使产品充满人情味，满足了消费者求

新求美的情感性消费需求。 

日用陶瓷造型的创意设计，也体现在对局部构件的

造型进行艺术化加工。如：盖纽，把手等的设计，可使

用仿生形态、具象形态或不规则的形态，形成画龙点睛

的效果。这种做法的特点是，器物的主体造型依然可以

用机器批量生产，只有局部构件用半机械化或手工方式

生产，比起全手工产品来说，无疑是提高了生产效率，

同时产品依然不失趣味性和创新性。 

2.2.景德镇日用陶瓷装饰的创意设计 

装饰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其目的就是为

了提高器物的审美效应。日用陶瓷装饰的艺术化其实就

是提高其装饰的艺术水平，使其更具有审美性、时尚性。 

首先纹样装饰的题材应该多样化，不应拘泥于传统

的婴戏、侍女、文人雅士、花草、鸟兽、园林等陶瓷纹

饰，也可以把现代人的生活当作装饰题材，对现代人吃、

穿、住、用、行相关的生活场景、生活器物、现代的卡

通文化、通讯文化、高科技文化等进行艺术化表现，这

样的装饰题材来自于现代人能够亲身体验到的生活，更

能产生共情，从而更容易给人带来亲近感。 

其次，纹样装饰的风格应该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工

笔风格、写意风格外、也可以把西方现代派艺术的风格

加以应用，对图形进行抽象、变形、几何化、特异化处

理，从而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审美情趣。 

再次，日用陶瓷的装饰不应拘泥于纹样装饰，应该

使用多样化的装饰手法，颜色釉装饰、肌理装饰、贴塑

装饰、刻划装饰乃至镂空装饰、半刀泥装饰及综合装饰

等都可以使用，这些装饰手法大部分都需要手工完成，

手工制品可以边生产边设计，从而更容易表现设计师的

创作情感，更具有个性化特点，更容易打动消费者的审

美情感。 

3. 当代景德镇日用陶瓷创意产业的发展 

日用瓷艺术化，是日用陶瓷创意设计的关键，也是

景德镇日用陶瓷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日用瓷本是

常人眼里俗不可耐的生活用器，以其实用功能来满足人

们最基本的吃、喝、用的世俗生活需要。但是，随着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陶瓷的物质实用性已经满足不

了人们的需要，人们希望日用陶瓷能够带有情感、能与

人心灵沟通、能让人情感愉悦。 

日用陶瓷融入艺术化的元素，走情感化设计之路，

是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要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日用陶瓷

产品的颜色、材质、造型、纹样、点、线、面等元素进

行设计整合，使其可以通过形态、装饰、喻意等要素影

响人的听觉、视觉、触觉从而产生联想，实现人与产品

的心灵沟通，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商业模式和企业运

作模式都不同于传统，更加强调文化和情感的融入、

强调宣传推广活动和新的营销模式。景德镇的陶瓷文

化创意产业基地里，活跃着很多独立创业的陶瓷“创

客”，他们开办工作室，集陶瓷设计、生产、销售于

一身，创造出了一个个独特的、不同于工厂流水线生

产的、风格多样的日用陶瓷器皿。这些日用陶瓷通过

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已经销售到国内外很多地方。 

景德镇乐天陶社、明清园、陶溪川的创意集市上，

很多年轻人会把自己创作的艺术化的日用陶瓷拿来摆

摊销售。这些作品大多都是手工制作，造型多样、纹

饰别致，器物上看似不经意的一朵小花、一个捏塑、

一处肌理，都体现了精细独到的匠心。这些看似随意

的设计细节乍一看并不惊艳，但却让人回味隽永，这

就是日用瓷艺术化的魅力。 

4. 结论 

当代景德镇积极调整陶瓷产业发展战略，打造出

雕塑瓷厂、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不同的陶瓷文化

创意产业基地，吸纳了一大批致力于创意产业发展的

企业和人才入驻，从而为景德镇传统陶瓷产业的提质

增效、优化升级带来了活力，也为国际化瓷都的建设

提供了思路。 

日用陶瓷创意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提高日用陶

瓷的创意设计水平，在造型和装饰上走艺术化设计路

线，满足人们情感化消费的需要。其次，需要提高技

术的研发水平，从材料、工艺、设备上提供物质保证。

再次，需要日用陶瓷企业和从业人员转变传统的经营

思路，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的便利条件，利用电商平

台和网络直播来促进产品的宣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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