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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雕工艺技法及其在服饰品中的应用
张馨翌，袁大鹏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
摘 要：皮雕工艺技法丰富多样，其独具的实用与欣赏价值在服饰品中的应用不仅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
且有助于增强服饰品的附加值。通过参考相关资料，
总结皮雕工艺技法的种类以及皮雕工艺在服饰品中的
实际应用。根据皮雕工艺的基本原理，
同时借鉴先进工艺技法与个人经验，
进行几种工艺技法的制作，
从而
归纳总结出皮雕工艺的三种常见方法：皮雕印花法、影雕法、镂空雕法，不同的工艺制作方法适用不同的服
饰品，
通过抓住服饰品的设计特点，把皮雕工艺设计元素加入服饰品中，拓宽皮雕工艺的表现力，为皮雕工
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从而提高服饰品的价值与品位，
使服饰品产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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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皮雕工艺，也称为皮革雕刻工艺，是

质的纤维变得紧实，被印过的皮面色泽相比

以皮革为载体进行雕刻打磨的一种工艺。可

较其他部位略深，敲打印花工具的力道和角

运用传统皮雕工具与现代激光技术，通过镂

度不同，打出的图案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空雕刻和不穿透的凹槽雕刻，制作出深浅不

皮雕印花与压花皮不同，压花皮采用按压手

一，具有层次感的精美图案。由于激光雕刻技

法，而皮雕印花采用敲击手法，敲打的力度要

术在图形绘制上存在一定限制，因此很多复

急促，纹路痕迹深，持久性和立体感强。

杂图形需要通过手工来进行雕刻加工。皮雕

皮雕印花法的实例制作步骤：

工艺有皮雕印花法、影雕法、皮雕镂空雕法在

（１） 画刀线。用旋转刻刀划出图案轮廓线

服饰品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将对这三种方

条，在用旋转刻刀时，食指放在刀柄的顶端，拇

法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对其在服饰品中的应

指和中指握住刀柄，
食指向下垂直压力，
刀刃面

用进行介绍，以期对相关从业者有所借鉴。

向执刀者，
转刀要均匀，
起刀重，
收刀轻，
刀身向

１ 皮雕印花法技法及其在服饰品中的应用

外倾斜约 ４５~６０°，
切入皮革大约深 ０．８￣１．２ｍｍ

１．１ 皮雕印花法及制作步骤

深度的刀线，线条干净利落，在刻画时一定要

皮雕印花法首先是用旋转雕刻刀在皮革

注意衔接的自然流畅，其中组合小弧度刀线

上画出线条痕迹，俗称刀线（其中弧线是刀线

时需要注意刀线与刀线之间的距离与大小排

的基础，由大弧线和小弧线组合而成，弧度圆

列要均匀。［１］刀线的作用必不可少，它是创作

润，刀线走向一致），再运用各种冲花印工具

的关键阶段，图案轮廓是以刀线为指导 （位

根据刀线轮廓进行敲击，将工具头部的造型

置，形状等）进行进一步细化加工，要求线与

纹 路留在 皮革 上 施 印 出 图 案 细 节 与 阴 影 部

面 的配合 处 理 以 及 各 种 造 型 手 段 的 丰 富 变

分，形成稳固的纹理痕迹。经过冲印敲击，皮

化，都必须切实服从主题内容的需要，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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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袁大鹏，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66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八年

四月 / 第七卷

第二期

瓣更有真实感。使用阴影印花工
具的圆头朝向花瓣的扇形边缘，
在花心放射的位置进行有斜度的
敲击，要在印花末端打出模糊不
清的效果。［３］注意把握好阴影与
图 １：使用旋转刻刀画刀线

刀线的距离，尽量贴近轮廓线，
在每片花瓣上打印花时，工具
的尖头都应朝向中心点，印花
的延长线要能交汇于一点，若
随意敲打，不仅阴影本身会显
得凌乱，还难以与轮廓线保持
均匀的间距（图 ３）。
（４）完善细节。使用细条形

图 ２：使用冲印工具打边

冲印工具在花蕊的外圈添加阴
影效果， 敲打时将印花工具向
花朵中心倾斜，
并保持线条呈放
射状，
靠近轮廓线的部分稍微用
力，使颜色比较深，这样立体感
比较自然（图 ４）。［４］
图 ３：在花瓣边缘 加阴影

１．２ 皮雕印花法在皮包中的应
用
皮包对人们来说是很重要
的一种日常用品，它可以体现
一个人的气质，是一种身份的
象征，
一种成熟的标志。对于女
性，它代表着高贵典雅，并流露
着一种女性气息的韵味；对于

图 ４：局部完善细节

形、刀有机地融为一体（图 １）。

男性，它代表着身份，以及一种
刚硬气质的风范。市面上的皮包款式相似，缺

（２）打边。使用网格形冲印工具在刀线外

乏个性，人们追求独一无二，皮包在工艺上开

侧边缘敲打出基本轮廓及阴影，也称为打边印

始追求新颖独特，皮雕印花法在皮包中的出现

花，原本的图案便会呈现出立体感。在敲打印

满足了现代市场的消费潮流。皮雕印花工艺在

花时，要保持印花工具垂直于皮革，敲打力道

皮包中的应用，关键在于印花工艺应用在皮包

要连续、均匀，使工具在切割线上保持 １~２ｍｍ

中的作用，其在皮包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两种，

的距离移动，若移动的间隔较大，花纹则容易

分别是以印花工艺特色为主与印花工艺作为

出现起伏（如图 ２）。［２］

装饰作用为主。

（３）加阴影。在花瓣部分打上凹陷的阴影

（１）以印花工艺特色为主的应用。以皮雕

印花，
给每片花瓣添加细节，
表现凹凸效果，
让花

的印花工艺特色为主的应用充分发挥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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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精髓，迎合时代发展潮流。在应用过程

料等方面的技法，共同构成皮包工艺整体的主

中，皮包款式结构设计要简洁，注意力主要集

副关系（图 ６）。皮包设计变化最快的是色彩与

中在印花工艺部分，纯粹以印花工艺制作的皮

款式，流行色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时代特

包代表这类产品中的高端品质（图 ５）。独具特

色，装饰设计者通过色彩来美化一切，具有刺

色的皮雕印花工艺的特点在于其具有非凡的传

激消费者进行商品消费的商业价值。流行款式

统艺术与文化内涵。将传统工艺迎合时代欣赏

是结构、流行元素、质地三部分组成，不断给予

潮流时，应当把握其工艺的特征以便发挥工艺

皮包新的时尚力量。在设计皮包过程中，为做

特色，
使皮雕印花工艺与流行周期的共存。［５］这

到与时尚同行，在兼顾发挥印花工艺特长的同

种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工艺对设计师的要求

时，必须要与具有时代性的流行色彩与款式之

比较高，设计师不仅要精通各种皮雕印花工艺

间找到结合点。［６］

的技法，还要有把握流行时尚的能力与敏锐的
洞察力，
这种工艺由于需要大量的手工成分，
制
作费时、
设计开发难度大，
使最后的成品形成两
—高级与低劣，这取决于手工制作
个格局化——
的精细程度，精美细腻的手工制作出的成品会
自然的流露出高贵典雅的气息。

图 ６：以印花工艺作为装饰的皮雕拎包

２ 影雕法及其在服饰品中的应用
２．１ 影雕法及制作步骤
印花的敲打是对皮革面料进行形状、形态
的改变，实际上是改变了操作区域的皮革的密

图 ５：以印花工艺为主的皮雕钱包

（２）以印花工艺作为装饰的应用。以皮雕

度或厚度，而影雕是利用皮革纤维的可塑性，

的印花工艺作为装饰的皮包设计，一般在包

在可锤炼的程度范围内，用切割、拉扯等不穿

面、包袋少量出现，为了丰富效果，印花工艺可

透手法，将一整块平面皮革图案做成立体或半

以与其他技法结合应用，既要融入时尚元素，

立体造型的方式（图 ７）。影雕在制作程序上较

又要兼顾其他装饰技法，比如在色彩、图形、面

为复杂，要先画出精准的平面设计图，往往需

图 ７：影雕工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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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复修改才能完
成。影雕的皮质选用
相当重要，一般选用
植鞣革，也叫雕刻皮，
其最重要的一项特性
就是在湿润的情况下

图 ８：绘制图案轮廓线条

具有良好的塑形功能。
［７］

不同的皮质展现不

同的风格魅力，在制
作皮包或服饰配件时
选用柔软细腻、有弹
性的羊皮；制作手袋
或一般皮件时选用耐
磨性强、粗糙坚厚的

图 ９：刻画羽毛细部纹理

猪皮；而牛皮具有细
致的纹理和毛细孔，
其柔软及强韧的特性
是影雕材质之最佳选
择。
影雕法的实例制
作步骤：
（１）用圆头铁笔根据纹样线条，将图案草
羽轴、
稿转绘到湿润的皮革上。先描出其轮廓、

图 １０：进行羽毛、羽枝细节刻画

长方式（图 ９）。
（３）羽毛内部线条刻画完成后，根据黑白

羽枝，羽枝只需要描出大概的走向即可，必须

明暗原理进行进一步的雕刻，对局部边缘以不

［８］
随时检查线条有无遗漏，
描的过程中注意不

穿透的方式进行构造雕刻，刀体进行水平分段

要重复。将羽轴部分进一步刻画，利用印花工

切割，用手指顶住刀刃前端，刀刃要锋利，速度

具沿着羽轴切割线外侧用均匀的力道连续敲

慢下来，屏息凝神，切入皮革大概 １／３ 深度，［１０］

打，
让刀线的外侧凹陷进去，
边缘的凹陷使原本

将皮革表面以及下方的纤维组织切割，适度分

的线条便会呈现立体感，
仿佛浮现皮革之上（图

离，羽毛边缘的波浪形的刀线要连贯，线条衔

８）。

接自然流畅。轮廓线条完成后，进行羽枝的细

（２）进行基础刻画后，顺着皮革上绘制的
图案痕迹，塑造轮廓线以内的结构，利用立体

节刻画，刀刃垂直于片面，根据情况将羽片部
分分割，
令羽枝起翘于皮面（图 １０）。

刀采用淡出法沿着羽轴由内向外刻画羽毛细

（４）用压擦器头部抵托羽毛外围，对准羽

部纹理，即用力在羽轴根部切入皮革，
切入皮革

毛的左右两端推，压擦器将其托起再进行横向

［９］
大约 １／２ ￣ １／３ 的深度后逐渐松劲，
切痕便会

适当切割，使用压擦器时要稍微用力些，［１１］这

由深变浅，呈现出渐变的效果。掌握好下刀的

样不但可以在皮革面料上形成立体起翘的层

角度和力度，线条平行，间距均匀，按照图中所

次效果，还能使羽毛呈现得更细腻轻盈。因为

示与羽轴形成 ３０°角排列，
尽量符合羽毛的生

皮料被切开以后已经被破坏了组织，所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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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花型或其他特定的艺
术手法在服装面料中反复出
现，
局部服从整体，融会贯通
产生韵律美。单人服装的配
套设计是对单个人服饰及配
件进行的配套面料设计，双
人服装的配套设计是对两个
图 １１：使用压擦器刻画立体效果

人穿着的服饰及配件进行的

用印花工具将切开皮子的底部，然后将背景打

配套设计，
设计中将设计元素进行交叉组合，
相

下去，减少切割痕迹，延伸至敲边圈，使其融为

互呼应的配套设计。［１４］比如情侣装、
亲子装等等

一体作品看上去更逼真（图 １１）。

是通过运用配套设计表达人们的艺术情感。系

２．２ 影雕法在服装衣料中的应用

列服装的配套设计是三人以上的服装配套。由

皮雕中的影雕法造型生动、更显立体感与

于影雕法有立体空间的脆弱性，多数运用在橱

层次感，同时它也是一种“软浮雕”
，和皮雕印

窗时装、表演服等等。橱窗时装的配套设计是

花法相比，艺术欣赏性强，耐磨性差，所以这种

将时装与橱窗的合理搭配，营造出一种时尚的

软皮塑工艺一般在服装衣料上应用广泛，皮雕

艺术氛围，表现品牌服装的形象与风格，其主

服装的舞台表演效果很好，其魅力是布料服装

要目的是吸引顾客进店购买服装。表演服装的

无法比拟的。影雕设计必须要服从于服装的整

配套设计的视觉冲击力强，与灯光结合的舞台

体设计，即在衣料设计中衣料的影雕工艺形式

效果好，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一定要与服装款式、造型、结构以及面料材质

（２）影雕法在衣料件料设计中的应用。衣

所表现的服装整体艺术风格一致，烘托强化整

料件料设计要求设计师具有良好的设计感觉

体的艺术感受，
提升衣料的附加值。［１２］

和审美能力，影雕法在其中运用具有独具艺术

影雕衣料的美感主要表现在花型图案、肌

特色的观赏性。衣料件料与一般面料相比最大

理、质地、风格等方面，影雕衣料图案肌理尤为

的区别是布局与接版不同，其构成形式分为单

丰富，设计师应及时把握流行元素的变化趋

独性件料花型和连续性件料花型。［１５］单独性件

势，还要掌握影雕法的艺术特征，能够突出影

料是在款式设计好之后，后续设计衣料在衣片

雕衣料的审美特征，影雕衣料的设计需要多方

平面图内根据设计构思来设计衣料花型。影雕

面考虑的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工艺要结合面料

法常出现在衣领、胸部、背部、
袖子、
衣摆、
裙摆、

的特点设计，影雕多用于皮革面料中，能更好

腰部等等，
通过影雕法的融合增强衣料的艺术美

的突出影雕法的优点，使其实用性与艺术性达

（图 １２）。单独性的衣料设计要注意色彩和造型，

到完美的结合。

［１３］

（１）影雕法在衣料配套
设计中的应用。衣料配套设
计是指设计师将相同或不
同质感的服装面料设计出
配套的衣料花型，使服装面
料之间产生内在联系，将具
有标志性的元素通过统一

图 １２：单独性件料影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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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名牌都有自己经典的镂空款式，深受时尚人
士喜爱。
皮雕镂空法有诸多类型，有冲子镂空、手
工切割镂空、激光镂空等。冲子镂空是利用冲
子工具冲孔镂空，镂空的图形组合排列形成图
案，在图案造型的疏密虚实、方圆顿挫的交织、
变奏中表现精巧入微、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
使作品产生通透的韵律感与感染力。［１７］切割镂
空是通过用篆刻刀将图案纹路背景需要镂空
的部分挖空，在底层搭配另一种颜色以形成对

图 １３：连续性件料影雕

设计的部位不可过多，
由于影雕法根据情况会出

比效果。由于传统制作方式对手工的要求高、

［１６］
现镂空现象，
所以底部衣料对比色要合理把

人手经验少、效率低等不利因素，促使了皮革

握，花型设计有区别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关联

激光雕花机在市场上的广泛使用。
激光雕刻对面

性，使服装各个部位与整体服装形成统一的视

形状、
尺寸的要求自由度大，
切割尺寸
料的材质、

觉效果。连续性件料是在款式没有设计好之

精确，
切口线条平滑不散边、
不变形，
可多层同时

前，优先设计衣料。由于影雕法会大面积出现

成本低，
切割复杂形状，
操作简单方便，
效率高、

在整块面料上，所以衣料花型设计不可过小，

适应现代化生产高效率、
快节奏的要求。［１８］

以免影响影雕效果。花型在衣料上的布局有连

（１）手工切割镂空的实例制作步骤：①将

续组合与独幅式两种组合形式，连续组合花型

已经做好印花的皮雕面料放在手工垫板上，选

多运用在上衣、裙装中，设计时注意花型之间

择要雕刻的位置，用皮革篆刻刀，延外框线条

保持关联；独幅式用于晚礼服中，给人以端庄

用力切割皮革，皮料的边缘一定要切割整齐，

大雅的气魄（图 １３）。

由于皮子有一定厚度，尤其是多层粘合的皮料

３ 镂空雕法及其在服饰品中的应用

和带有弧度的边缘较厚，［１９］ 需要切割多次，注

３．１ 镂空雕法及制作步骤

意一定要运用切割手法，而不是用刮划手法，

皮革的镂空雕工艺与影雕的不穿透切割

切割皮子时用力从头画到尾，中间不要停顿，

相比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镂空雕是在面料上

不然皮子会裁出来很多明显的节点，影响图案

雕刻出穿透的花纹，因为它有比较匀称的空

美观（图 １４）。②因为皮子本身是纤维的，裁切

洞，能使人醒目地看雕刻的图案。玲珑剔透而

过程中难免产生毛刺，如果边缘不处理就会拉

有强烈的雕刻艺术风格，极富于装饰，多家国

毛，完成镂空雕刻的皮革最后要用水打湿镂空

图 １４：切割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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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处理毛刺

位置边缘，将圆形铁筷子用打火机烧红，用轻

击，打出具有镂空效果的图案，在镂空皮子的

烫皮边的方法处理毛刺（图 １５）。［２０］

底层搭配辐射光泽皮料形成对比效果（图 １７）。
（３）激光镂空的实例制作步骤：①在电脑

（２）冲子镂空的实例制作步骤：①准备一
张牛皮纸，将冲子头部图形绘制在牛皮纸上，

中使用矢量图型软件（推荐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绘制

借助直尺画好图案纸样，保证图形排列距离相

图案，根据皮料尺寸调整好雕刻图形大小。将

等，
保持对齐，
平行规整。［２１］用冲子将需要镂空

需雕刻镂空的部份调整为黑色后，在软件中放

的部分割去，为了防止敲打时出现偏离情况，

大看下每小块黑色边缘是否光洁，适当修整，

打孔的时候最好借助直角板量着打，保证每个

这样如果使用激光切割机刻出的镂空图案边

图形距离平行一致 （图 １６）。②皮料放在垫板

缘会非常光洁漂亮（图 １８）。［２３］②按尺寸调整

上，将图案纸样放在皮子背面，用银笔描绘边

好的图形打印出纸样，检查纸样图案纹样，将

缘，将图案拓印在皮子上，将镂空纸样和拓印

挑选好的皮革平整的放在激光切割板上，注

图案的皮子重叠固定后，
用１４ｍｍ 精钢冲子头部

意面料不能出现褶皱。将激光切割机调整成

垂直对准纸样的镂空部位，［２２］调整位置，用力

７５Ｗ，切割数锯为速度：６０、力量：２０、频率：５００，

握住手柄，利用榔头铁锤打击工具用力迅速敲

［２４］

进行切割，切割好的皮革有非常难闻的味

道和切割下的皮革碎块，可以将皮革放在纸
巾上，使用柔软的湿布或牙刷来小心的清洁
皮革（图 １９）。
３．２ 镂空雕在鞋靴中的应用
镂空雕具有玲珑剔透的美感，与其他工艺
相比，它的透气原理在鞋靴中应用，功能性强
图 １６：制作图案纸样

大。鞋靴与服装相比面积较小，在工艺上要求

图 １７：完成镂空皮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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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绘制图案

图 １９：完成镂空皮料切割

很高的技术性，同时
突出了独一无二的艺
术美，它的艺术美主
要体现在工艺形式与
材料处 理工艺 上，视
觉效果明显。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鞋的要求越

图 ２０：皮雕女鞋

来越重视功能性、舒适性以及时尚感。镂空雕

（２）冲子与激光镂空在鞋靴中的应用。冲

在鞋靴上应用普遍，工艺不断地丰富鞋靴款式

子与激光镂空工艺在鞋靴中通常以成片、有组

造型的变化，融入时尚元素，往往起到画龙点

织的纹样及其图案的方式大面积出现；以圆

睛的作用，
是烘托鞋靴整体风格的表现。

形、三角形、水滴形、菱形等图形规律或不规律

（１）手工切割镂空在鞋靴中的应用。手工

的自由形式组合或排列出现在鞋面上。通常以

切割镂空是其他工具与技术所替代不了的，需

点构成线、线构成面的方式表现，同时通过图

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切割，注重工艺美，把手

形大小、疏密等方式处理形成具有变化又统一

工艺的美感融入鞋靴的设计中，这种传统工艺

的镂空图案，尤其在高筒靴子中，镂空纹样图

形式表现出现代审美的多元化。手工切割通常

案以整体的形式铺满整个鞋面，［２６］具有极强的

以纹样图案为基线，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

美观性。图案的构成形式都应与鞋子的款式风

切割图案背景，这种表现形式一般以一种图案

格协调统一，这样它在鞋靴设计中无论出现在

作为主导，切割出小面积镂空背景作为辅助出

那个部位，
都会成为视觉中心（图 ２０）。

现，起到烘托陪衬的作用，使主导图案具有醒

４ 结语

目的效果，鞋面产生丰富的变化，给鞋子装饰

皮雕工艺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提升服饰品

增添艺术效果。［２５］其二是直接切割图案，一般

价值的主要因素，服饰品伴随着皮雕工艺的发

图形较大，镂空的幅面相对较大，一般在底部

展变得更有时代气息，皮雕工艺也伴随着服饰

配上其他不同肌理的特殊材质以形成对比，通

品的发展变得更加具有时代意义。皮雕工艺在

过一定的调和共存于一个状态，既有反差又相

服饰品中的运用越来越广，这项传统的工艺逐

互依存，统一鞋子的视觉效果，尤其在高腰鞋

步融入时尚，完美的体现设计的思维想法，它

及靴子中运用较多，使整个鞋子具有简洁明快

的作用是其他工艺不可替代的。在实际操作过

的时尚气息，
以达到完美效果。

程中，皮雕工艺根据不同的服饰品延伸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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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效果，逐步向美学化与艺术化延续。同

计，
２０１４（９）：２１－２３．

时迎合时代发展潮流，皮雕工艺的专业化也在

［１２］李明军．探究现代手工皮雕艺术［Ｊ］．艺术品鉴，

不断提高。因此，在消费者对服饰品设计水平

２０１５（４）：４２．

的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就要求设计师掌

［１３］陈攀．皮雕艺术的新型表现形式［Ｊ］．内蒙古艺术，

握皮雕工艺技法的基本步骤，同时对皮雕工艺
的具体应用进行研究。此外，还要转变设计观
念，不断关注服饰品市场的发展变化，熟悉了
解消费者的需求，
充分发挥皮雕工艺的价值。

２０１５（２）：１０８－１１１．
［１４］时涛，金小芳．皮具品鉴［Ｍ］．中国纺织出版社，
２０１０：２３－２４．
［１５］杨芝，刘怡然，胡珊．皮雕匠人陈红波的雕刻时光
［Ｊ］．家园手艺，
２０１７（４）：６９－７１．
［１６］刘东．皮雕艺术在装饰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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