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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绣在现代丝绸女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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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珠绣工艺作为传统的服装深加工技艺，
已成为现代丝绸女装设计中凸显服装美感、
丰富服饰

细节变化、
突出服装风格的重要手段，
因此珠绣在现代丝绸女装设计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
文献调查和研究相关国内外时装发布会视频，
研究认为：珠绣在现代丝绸女装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包含
技艺、
材质、艺术形式等表征方法，其中技艺是最重要的表征方法，材质则是珠绣展现的载体，艺术形
式则是珠绣形式美的设计。珠绣为现代丝绸女装加深了品质感和奢华感,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文章从
丝绸女装出发，对珠绣的技艺创新、
材质创新和艺术形式创新进行探讨，
更大限度的发挥珠绣对现代
丝绸女装的美化作用，
在现代丝绸女装中展现更独特的魅力，
以期为继承和发展珠绣艺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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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he Bead Embroidery in
Modern Silk Women’
s Wear Design
HU Huang-jinglin, LI Bin
(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deep -processing garment technique, the bead embroide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highlighting the beauty and style of clothing, and enriching its details in modern silk

women’
s wear design. Therefore, the Bead Embroidery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modern silk women’
s wear desig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shion show video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beading mainly includes some performance methods such as
techniques, materials and art forms. Among them, the techniques of beading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rformance. The materials are the carrier of beading. The art for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reflect the
beauty of the bead embroidery. The bead embroidery has deepened the sense of quality and luxury for the
garment, with its unique artistic value.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material
innovation and art form innovation of the bead embroidery, exert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bead

embroidery on the clothing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shows its unique charm in modern clot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ad embroidery.

Key words: modern silk women’
s clothing; bead embroidery; materials of bead embroidery; art from of

bead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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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
首先论述珠绣技艺在丝绸女装设计中的创

珠绣是根据服饰图案的需要，使用珍珠、

新，然后阐明珠绣材质在丝绸女装设计中的创

玻璃珠、宝石珠等珠粒结合绣线进行刺绣的一

新，最后探讨珠绣艺术形式在丝绸女装设计中

种传统工艺[1]。中国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采

的创新，
以期为相关研究者借鉴。

用穿有珠管或贝类的发绳装饰额头。此后，
在

2 珠绣技艺在丝绸女装设计中的创新

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出土各种形

通过面料
技艺手法是服饰中至关重要的，

制和材质的珠子，其中有西周时期的红色玛瑙

再造获得独特风格的新面料。今天服装行业的

珠、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珠、玻璃珠、水晶珠等。

迅猛发展，
珠绣工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随着

珠绣一经问世即被人们视为装饰服装的重要

科技在世界的飞速发展，
产业机械化水平的提

帽、
手段。珠绣制品的品种繁多，应用在官服、

升，
传统的珠绣由完全依赖于手工制作转向电

鞋、
披肩等上[2]。唐代《杜阳杂编》中记载咸通

脑绣花。各类机械刺绣设备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九年（868 年）同昌公主出嫁时带的嫁妆中有

服装行业，珠绣是浮于面料上的绣缀品，靠珠

“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

子、
亮片的闪光色彩而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传

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

一针一
统上采用人工方式进行这种绣作方式，

[3]
粒，五色辉焕。”
这可能是中国珠绣最早奢华

线的将珠子绣在衣织物上，这种人工方式费

的文字记录。随着珠的获取（制作或采集）变得

时、费力、效率低，并且绣出来的产品价格高。

容易，珠绣在明清时期出现鼎盛，代表制品有

目前丝绸女装基本都采用机绣形式，仅在高端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清代的吉服袍。如

丝绸女装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手绣。

此历史悠久的珠绣工艺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

近年，国内首创开发的玻璃散珠电控系

迁而消亡，而在现代时尚中更加突显自己独特

统，在电脑刺绣机上实现散珠绣作功能，代替

的魅力，珠与丝的结合营造出一种灿烂、绚丽

人力工作，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绣作的工作效

的华丽感，成为现代奢侈女装的标配。

此类
率，
并实现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首先，

珠绣在服装上的应用研究自 2011 年出现

电控系统更是克服了当前机器只能绣作盘状

以来，大多数研究将其研究领域集中在整个服

珠片这一缺点，
使机器能够实现对玻璃散珠的

饰领域

，有小题大作之感，似乎不够详尽。其

[1-4]

控制及绣作，且可以避免原材料的巨大浪费，

后，有一些研究对珠绣的艺术性进行探究[5-8]，

具有环保性，加工辅料成本低，相比于现有简

扩展了珠绣应用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一些研

易绳绣装置实现珠链绣，散珠绣可以降低辅料

究正基于以上两个方向的研究衍生出新的研

成本，
简易绳绣上面绣的“珠链”都是靠手工穿

究点，对某一特定服装领域进行应用研究

上去的珠子，所以珠链的成本比较高，有了散

，

[9-14]

研究领域适中，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开创

珠绣后可以直接用散珠来绣作，
绣品复杂程度

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研究领域，可惜很少涉及现

散珠绣继承了
高，
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其次，

代丝绸女装。

传统人工珠绣层次度较高，立体感强，颜色鲜

珠绣既具有时尚简约的浪漫感，又拥有典

明的特点。

雅醇厚的文化魅力，还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

在丝绸设计中常见
除了新科技的创新外，

彩、立体感强的艺术特点。将其应用于丝绸女

形式还有将珠绣与其他刺绣手法混合，应用于

装设计中，有利于增强服装视觉特点，展现自

面料固有的图案中，这种结合改变了图案原来

然绚丽、细腻极致的特征，充满时尚简约的浪

的平面单一感，强化了图案造型，突出了服装

漫情怀。本文从当代丝绸女装设计与珠绣入

的立体效果。服饰图案设计可以根据人视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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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eem Acra2018 春夏秀场系列（一）

Fig.1

Reem Acra’s 2018 spring/summer

图2
Fig.2

fashion show series（1）

笔者设计作品（一）
Author’s design works

图3
Fig.3

Reem Acra2018 秋冬秀场系列

Reem Acra’2018 autumn/winter
fashion show series

（1）

的错视特点，去强调或削弱服装造型和结构上

59

创新

的某些特点。雷姆·阿克拉婚纱以复古矜贵而

材料是珠绣的载体，
珠绣中材质的表达是

闻名，设计师最爱选用复古的软绸加上精美细

—钉珠
点、线结构的细节设计。图 4 中的点——

腻珠绣，在层叠的雪纺和薄纱上呈现梦幻的美

是最小的视觉形态，能吸引人们的视线，产生

感。图 1 为 Reem Acra 于 2018 年发布的春季

焦点集中的效果，
这些钉珠往往有较强的装饰

婚纱系列，除了延续一贯的优雅新娘路线外加

效果，可以直接形成视觉中心，产生视觉的诱

入了不少花卉元素，花卉部分大面积的采用珠

导作用，
营造造型的重点。钉珠的点有大有小，

绣，浪漫又掩体的斗篷式婚服也加入了珠绣的

高贵典雅又不
有聚有散，
既有节奏，又有变化，

点缀，增加了婚服的高级感,更是遮肉又美好。

失浪漫情调。图 5 中的无数个珠管组合构成了

图 2 是笔者将珠绣元素运用于丝绸
女装的设计，领口和袖子的珠绣设
计，增强了服饰的质感。珠绣花边设
计更加丰富服装的细节变化，凸显
设计主题和美感，本身的价值也变
得相当可观。图 3 为 Reem Acra 发
布 2018 年秋冬的新娘嫁衣，精巧手
织蕾丝让隆重的宫廷婚纱在皎洁的
白色中透出岁月的印迹，又巧妙地
融合当前的流行：珠绣、
缎带、薄纱、
透露出新娘的华
缀珠，其造型摩登，
美气质，既能达到适度保暖的目的，
也不显得过度臃肿。

3 珠绣材质在丝绸女装设计中的

图 4 Reem Acra 2015 春夏秀场系列（一）
Fig.4

图 5 Reem Acra2015 春夏秀场系列（二）

Reem Acra’
s 2015 spring/summer Fig.5
fashion show series（1）

Reem Acra’
s 2015 spring/sum原

mer fashion show seri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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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珠绣的创新图案布局
图案是服装整体面貌的一大重要因素，是
以纺织、
印染、
刺绣、提花、
手绘、
钉缀等各种手
段在服饰表面形成抽象或具象的，并且有形式
美感的装饰纹样。传统珠绣在服装中一般主要
衣摆、袖口等。图案形
集中装饰于衣领、门襟、
态的多样化，使得服装的风格更加多元化，更
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图 8 为 JUSERE 绝设的
设计师朱光妍 2019 春夏系列发布会上的作
品，
这场以《莲语》为主题的定制大秀，
有“莲映
鸟巢”
的暗合之美。朱光妍在创作中观其形、取
图 6 笔者设计作品（二）

其神、立其意，
并非单纯将莲的形勾勒呈现，而

Fig.6 Author’s design works（2）

是结合当代时尚元素，
将古老诗意的传奇细腻

线，珠管材质是无数个线的集合，珠管的直线

叙述，展现莲的风骨与风姿，具有活泼生动的

组合给人硬朗、挺括的感觉，曲线珠管有温和

局部点缀等珠绣
特点。此外，
除了大面积运用，

的感觉，易表现出女性优雅的服装风格。在丝

的常规布局以外，服装设计师根据款式要求，

绸女装设计中，
适当运用珠管的线性设计对服

突破了珠绣图案以往在传统服装中充当配角

装的面料进行再塑造，使服装更加立体、丰富。

的情况，
将其作为整件丝绸女装的视觉中心来

图 6 是笔者设计的服装款式，运用大面积的珠

进行设计和布局，并且图案构成也更自由、随

绣，
使服装呈现出立体的效果。

意，
而不像传统图案那么严谨。在图 9（见下页）

所以每种材料和图案都有自己的“性格表

JUSERE 绝设 2019 年春夏系列中，在整件丝绸

情”和效果，
在进行选择搭配时，由于形态的不

女装中设计师运用全新廓形，创意面料和出奇

同或者材质和数量的不同而得到完全不同的

制胜的时尚元素。正面完全由一幅构图完整制

设计效果，可根据最初设计思想和品牌理念来

作精美的珠绣图案所构成，彰显女装的设计符

选定珠绣的形态、
材质和数量进行综合考量并结

号，
成为消费者最大的设计卖点。

合手法和审美规律不断调整，
使之
传统珠
达到最佳状态。笔者认为，
绣材料与新材料的混搭也是近年
来丝绸女装设计中的一大特色，
如
刺绣
在特殊肌理面料上加上珠片，
金属线，
丝带等结合装饰组合成为
立体装饰（图 7），一定程度上保留
结合了现代的
了珠绣的传统特征，
材质，
进一步促进了珠绣在当代丝
进而创新了
绸女装设计中的创新，
丝绸女装的设计面貌。

4 珠绣艺术形式在丝绸女装设
计中的创新

图7
Fig.7

Reem Acra2018 春夏秀场系列(二)

Reem Acra’
s 2018 spring/summer

fashion show series（2）

图 8 JUSERE 绝设 2019 春夏系列（一）

Fig.8

JUSERE’
s 2019 spring/summer
fashion show ser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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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了同色彩搭配和谐的珠绣图案（图 10）。
大面积的珠绣使服装更有质感且柔和素淡的
配色，香槟色与丝绸面料的组合，更具有高级
感，
凸显了服装温婉、华美、高贵的气质。另外
笔者通过类似色做了一个样品如图 11，
运用珠
片和珍珠进行装饰面料。
因此笔者认为，
珠绣装饰的选材和色彩也
必须符合系列设计的要求，
尤其是同系列服装
中，
就需要更慎重考虑珠绣装饰材料的色彩和
款色的搭配性。
图 12 中复古西装大翻领，穿着时更服帖
于脖颈，拉长颈部线条，显脸小，翻盖对称口，
Fig.9

既可以装饰又能够放手机零钱，
非常实用。为

图 9 JUSERE 绝设 2019 春夏系列（二）

JUSERE’s 2019 spring/summer fashion show series（2）

4.2 珠绣图案色彩的创新

了让衣服时髦翻倍，在腰间加一条编织的腰
绳，
既时髦又具灵性，抽绳元素近来越来越火，

传统服装中珠绣的用色一般较为鲜艳和

在绳子上加上珠绣设计，使绳子增加品质感，

明快，就单款而言，色彩多使用同类色、类似色

百搭、
不挑身材。
又不会盖掉绳子本身的特色，

或对比色、
互补色的搭配。当代女装的珠绣图

整套衣服都贯穿着以
“HF”
为主体的珠绣 logo，

案色彩的使用除了一些喜庆主题保留了传统

珠绣从上衣到抽绳单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袖

的配色方法外，其他更多地运用了同类色、
无

加强设计感、
时尚感。腰
口的设计用亮片拼接，

彩色搭配组合。设计师更注重珠绣与服装的同

前的丝带设计，
使衣服更飘逸，
更有女人味。西

一性、协调性、
互搭性。美国品牌 Reem Acra 在

服的正式搭配丝带的柔美，以柔调和刚，不失

其 2018 年春夏季产品设计中，为一款丝绸女

女性的魅力。

图 10 Reem Acra2018 春夏秀场系列（三）
Fig.10

Reem Acra’
s 2018 spring/summer
fashion show series（3）

图 11

笔者设计作品（三）

Fig.11 Author’s design works（3）

图 12
Fig.12

笔者设计作品（四）

Author’
s design work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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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为笔者设计作品，2019 年西装是大

裙摆通透妩媚，顺滑飘逸，隐隐显露出曼妙身

热单品，一件干净利落的西装，既帅气又不失

材。腰部麻绳装饰设计，袖子部分用木耳边点

女人味，在作品中增加中国传统元素——
—凤

缀，
增加立体层次感。下摆的分叉使腿部若隐

凰、祥云，用珠绣将其绘出，腰部设计用绑带处

若现，
显瘦且显腿长。日常度假都可穿着。搭配

理，凸显腰身，摆脱传统西装宽大，使整体服装

手拿包即可做晚礼服。

更有设计感，打破常规西装的刻板印象，更多

5 结语

一分休闲风格。西装版型是偏宽大一点的落肩

本文论述珠绣在当代丝绸女装设计中的

设计，袖口开叉式翻边非常独特，偏低的单边

应用，在围绕珠绣特征的基础上，对珠绣的技

口袋，透出慵懒的气息。不需要刻意抚平服装

艺、材质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进行分析，归纳出

的每一条褶皱。

珠绣与当代丝绸女装设计理念，更大限度地发
挥视觉美感和质感。通过创新和运用，将中国
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法与流行趋势相结合，
表达
服装的形象特点，体现服装的奢华感，提升服
装的女性感等运用，以适应现代丝绸女装行业
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邹岚.高 级礼 服传 统珠 绣与时尚 奢华 的融 合[J].中 国
服饰报,2018（8）:3.

ZHOU Lan. High -end dress traditional beaded em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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