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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袁

野 a，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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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西安工程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 要院[研究意义]将景泰蓝金丝砂画的制作工艺应用到服装艺术设计中，
有利于发扬中国传统民间手
和谐统一的艺
工艺，尝试体现中国风的另一种全新表达形式，
从而得到景泰蓝金丝砂画中妙趣横生、
术美感。[研究方法]通过对民间手工艺的考察以及文献的研究，
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理论，[研究
内容]运用景泰蓝金丝砂画工艺中掐丝、
点蓝等技术对服装面料进行再造，
并对服装的图案、
色彩、
款式
工艺及配饰设计进行探索尝试，为服装设计与景泰蓝金丝砂画这类中国优秀的民间手工艺相结合提
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研究方法，
同时为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提供研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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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Clot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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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Applying cloisonne gold silk san d painting techniques to fashion design is conducive to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crafts and trying to embody another brand-new expression of Chinese

style so as to get the interesting, harmonious and unified artistic beauty from cloisonne gold silk sand

painti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olk handicraft, literature research,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aesthetics, this paper uses cloisonne silk sand painting techniques such as pinching and dot blue to

rebuild clothing fabrics, explores the pattern, color, style, craft and accessory design of clothing and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research for the combination of fashion design and cloisonne gold silk

sand painting. It also provides a research exampl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fashionable ar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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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金丝彩砂画是一种装饰画，由纯手

艺上参考了景泰蓝的镶嵌工艺，
以金属丝为线

工制作，艺术效果浑厚庄重，图案线条精细清

条，
天然彩石为颜料，精心制作，
镶嵌成各种风

晰，采用现代工艺画制作流程和独特配方，
工

格的精美装饰画[1]。它是一种既富有现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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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2]。景泰

运用图案和色彩的变化制作出精美的画作。看

蓝金丝砂画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民间手

似简单，却要做到砂量的准确控制，填砂的平

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研究者对于景泰蓝

整干净，都无不考验到制作人的耐心与工艺，

工艺在非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究[3-4]，
但

图 3 展示了景泰蓝金丝砂画作品。

还没有研究者专门针对景泰蓝金丝砂画与服

由于砂画呈现的是干硬的状态，
存在着易

装设计相结合进行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彩砂制

掉砂的不利因素，所以景泰蓝金丝砂画一直以

作后期存在水分浸透与固定困难的原因。本文

来只用作装饰画，
是二维、
平面化的呈现方式。

以景泰蓝金丝砂画这种传统手工艺为基础，
解

而服装设计可以将这种艺术形式体现在三维

决将其运用于服装设计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

和立体的世界中。如何将木板上的砂画转移到

将再造手法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组合出一种

柔软的面料上并且充分考虑构图的疏密关系，

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都需要提前思考。填砂过多会显得沉重，

1 景泰蓝金丝砂画的制作工艺

过少则会显得空洞，
把握不到位会无法呈现砂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复杂，程序较

画的意境，从服装设计的角度看来，是遵循着

多，主要分为画图、掐丝、点蓝三部分，如图 1

服装的形式美法则，平衡的且有节奏的。本文

所示。准备材料有 0.3×1mm 的金铝丝、彩砂、

的设计，将砂画与廓形相结合，充分考虑填砂

剪刀、镊子、粘丝胶、固沙胶、
淋膜胶等，
如图 2 所示。制作
景泰蓝金丝砂画时，首先选
择在木板及玻璃等平面材料
上勾勒出图案的轮廓；然后

(a)

在轮廓边缘涂上专用胶水，
使用镊子将金属丝粘 到木

(b)

图 1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a)画图；(b)掐丝；(c)点蓝

(c)

Fig.1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Process：(a)Drawing；
(b) Shredding；
(c)Dot Blue

板上，在粘丝的过程中必须
保持与平面紧密结合，并且
在两段金丝的连接处不能
有缝隙；然后对彩色砂子进
行处理，
将砂子浸入水中并
剔除杂质，去水后加入专用
透明胶水并充分混合；进入
上色步骤，选择对应颜色的
砂子填在图案上，在上色时

图2
Fig.2

(a)

(b)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材料准备：(a)金铝丝；
淋膜胶
(b)彩砂；(c)固砂胶、

Material preparation for Cloisonne silk sand painting：(a) gold-aluminium wire;(b) coloured

sand；(c) sand-fixing glue and film-spraying glue

要厚度一致、画面平稳；最
后平置砂画，待干燥后进行
胶水固定，然后进行淋膜处
理，使砂子更加牢固，也可
起到防水作用。
景泰蓝金丝砂画主要
在木板上进行盘丝与填砂，

(c)

图 3 景泰蓝金丝砂画
Fig.3

Cloisonne Golden Sand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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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密程度，使画面有起伏，有节奏，将砂画精

时太空棉有着记忆变形功能，即使折叠也不会

美，色彩和谐的艺术美感充分体现在服装上。

产生褶皱或折痕，
不影响外观[6]。综上所述，太

2 应用实例

空棉正是最好的选择。最后，由于设计图案复

2.1 材料准备

杂且颜色纯度高，
所以在面料颜色方面选择了

（1）面料选择。在服装设计中，
面料选择环

最百搭的纯白色，
如图 4 所示。

节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直接决定了服装的成
衣效果。服装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造型效果，
以及是否可以表现出设计师的风格特色，这些
都是由面料的选择决定的。本次设计在选择面
料时首先运用了不同的面料进行再造试验。实
验分析各种面料的利弊，最后选择太空棉作为
主要面料来进行制作。太空棉的专业学术术语
是“牛皮氨纶”
，一般也称为“慢回弹”，由美国
太空总署(NASA)于 20 世纪 60 年代研制，是一

图 4 成品小样以及所选的太空棉面料
Fig.4

Samples of finished products and selected space cotton
fabrics

(2)再造的手法。面料再造的手法多种多

种开放式的细胞结构，具有温感减压的特性。

印染、
织锦、
样，
有轧染、
蜡染、
激光刻花、镂空、

早期太空棉的研究是为了缓解宇航员在航天

刺绣等。本次服装设计在面料再造方面尝试突

飞行时所承受的压力，更主要的是航天飞机返

破传统方法，运用景泰蓝金丝砂画的掐丝、点

回地面时对宇航员起到的保护作用。而现今所

蓝手法，将砂画的工艺最好的呈现在面料上。

使用的太空棉是再次研发的第二代温感减压

制作景泰蓝金丝砂画需要提前准备两毫米宽

材质，
它能够满足人体诸多穿着性能特征[5]。

淋膜胶、刮
金丝线、
彩色细砂、
调砂胶、固砂胶、

在再造实验中，由于彩砂是在水浸泡后使
用，并且点蓝时同样会产生水分，所以需要吸

刀、
镊子、
滴管等工具。
2.2 制作步骤

湿性强的面料，太空棉纤维每个细胞单位间是

（1）掐丝工艺在图案设计上的运用。本次

相互连通的，具有良好的吸湿性与透气性。在

设计的服装图案运用景泰蓝金丝砂画掐丝的

掐丝、点蓝工艺时，需要一定的力度反复进行

制作工艺进行布

制作，所以在面料选择上也需要一定的强度

局，掐丝工艺是在

性，纤维的摩擦强度决定了纤维的使用寿命和

绘制图案后对图案

外观效果，而太空棉经过 80，000 次的反复压

轮廓的勾勒，
可使图

力测试，磨损率小于 5%，相较其他高弹纤维磨

案立体化，
如图 5 所

损率小很多。点蓝工序完成后，待彩砂干透时

示。
本次服装设计以

成品较为干硬没有弹性，需要弹性大的面料，

所以选用
砂画为主，

太空棉面料分为上下部两面布面，上下部的布

对
廓形简单的服装，

面都设有软垫面料层，在上下层的软垫面料层

于该类服装而言，
最

中间设置有回弹层，因此太空棉面料具有很强

能体现出效果的是

弹性。由于本次设计的服装款式较大，
衣服在制

服装的图案设计，

作过程中不易折叠存放，需要面料同时具有稳

因此图案设计的好

定性，太空棉的稳定性极佳，耐干热也耐湿热，

坏直接决定服装的

不易变形，
直接裁剪边缘更不会有脱散现象，
同

整体效果。

图5

掐丝工艺在图案设计上的
运用(笔者设计)

Fig.5

The application of silk
pinching

technology

in

pattern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80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九年

十月 / 第八卷

第五期

本次服装设计的图案部分选择花鸟图案，

了中国水墨画的留白艺术。水墨画留白艺术的

统一使用民间手工艺景泰蓝金丝砂画的制作

绝妙之处在于对画面整体布局的把握和处理，

工艺进行制作。图案选取的灵感来自于中国水

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大家都在画面的留白上

墨画中荷花与荷叶的形象，主要借鉴于张大千

用心斟酌推敲，
力求利用“留白”
让画面更加的

的荷花图为主要图案元素，如图 6 所示。在荷

灵动、丰富。
“留白”
最普遍的应用是在水墨画

花周围加有莲蓬的形象点缀，点、线、面三要素

的布局上，表现的是物体在画面上的位置关

的结合使画面更为丰富。从古至今，荷花都是

系，产生的直观效果是“黑”与“白”的对比，但

文人诗歌和服饰中不可缺少的素材，几千年来

这种对比表现在画面上的含义却远不止单纯

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因为荷花外在的美丽，

的黑和白那么简单。因此，将水墨画留白的艺

更多是因为荷花如君子，出淤泥而不染、与世

术转移到服装上自然不能单纯的生搬硬套，理

无争的其内在寓意更有利于艺术创作，并赋予

应结合人体特点给想要表现的图案一个更合

作品精神内涵。

理的布局安排，
才更能巧妙的传达“留白”艺术
本身的文化力量[7]。
图案一的设计从服装腰部到裙摆部布置
了大面积的花卉图案，
主要由荷花、荷叶、
莲蓬
为元素，
在保证画面的整体性的同时偶尔一两
枝荷花，藕节打破整齐的边缘，使画面具有灵
动性，
如图 7 所示。在填色时并没有选择全部
填满，而是在注重疏密关系的同时让部分图案
留白以金丝描边的形式体现。相对于全部用彩

图 6 张大千荷花图
Fig.6

Lotus chart(Zhang Da-qian)

本文在服装图案设计时，不只是简单地将
纹样照搬到面料上，而是在结构、色彩、面料、
工艺、意境氛围等方面上进行设计，既具有中
国特色，又能与现代的流行趋势相融合，使中
国的文化精华与国际语言相结合，既是传统，
又是创新。如图 7，
在进行图案设计构图时运用

图7

层次感。
重，
相反更能体现出空间感、
选择在
图案二的设计由于其造型的原因，
胸前及腰部以上绘制图案，由于范围较小不宜
绘制大面积图案，所以选择最主要的荷花与荷
叶的图案相互映衬，
并运用了拼接重叠的手法
来突出表现荷叶的整体性，
以荷花作为点缀起
如图 8 所示。
到点睛的作用，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笔者设
计）

Fig.7

砂填满，留有空隙的图案不会显得太过于沉

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in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图 8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笔者设计）
Fig.8

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in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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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三所使用的服装款式趋于整体，图案
设计可自由地进行，与其他两款不同之处在于
图案延展性较高，
充分运用了国画中
“留白”
，
构
图则采用了最具稳定性的三角形构图（图 9）。
虽然图案没有其他两款图案丰富，但荷花的根
图 10 点蓝工艺在色彩提取中的应用（笔者设计）

茎起到了连接整个画面的作用，并且在原有的
荷花与荷叶图案放入基础上添加了鸟类图案，
使整个画面显的生动、
有趣。

Fig.10

The application of Dot Blue Technology in color extractio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进行少许点缀，使花瓣产生渐变效果，显得更
加生动形象。荷叶的整体色调偏向黄色系，辅
以绿色使色彩层次更为丰富多变。设计中并没
有把所有盘丝处都填满色彩，
而是选择性的留
白，整幅画面有深浅色彩的渐变，有颜色的晕
染和融合，
有干湿不同的表现手法，色彩丰富，
色调和谐，强调层次感，通过各种颜色的组合
搭配，
使一件普通长裙变得独具特色。

图9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笔者设
计）

Fig.9

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in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2)点蓝工艺在色彩提取上的运用。色彩
在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当人眼观察自身
所处的环境时，首先闯入视线的是各类颜色，
并且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带给人不同的视
觉感受，直接影响人的美感认知、情绪波动甚
至生活状态和工作效率；而服装市场中，色彩
艳丽、对比强烈的服装自然会吸引更多的目
光，产品外观所具有的强烈色彩冲击是打动消

2.3 成品展示
（1）服装造型。服装造型主要体现在轮廓
的表现上，
选择太空棉面料也是为了将服装款
式做成大的廓形，方便图案的绘制，使服装成
品具有空间立体感。服装最基本的造型有：A
型、
H 型、
O 型、
T 型、
X 型，
人们对于服装印象最
深刻的一般是造型，因为其能快速地被感官捕
捉。景泰蓝金丝砂画与其他的服装工艺不同，
不依靠造型和结构，主要通过图案和砂子的色
彩来进行表现，所以不需要过于繁琐的款式，
三款设计分别选择了 A 型、
O 型和 X 型。
款式一如图 11 所示，
该款造型设计的是 A

费者的重要因素。色彩提取是对一幅完整设计
作品所需要使用的色彩进行调配，是服装设计
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本次设计使用景泰蓝金丝
砂画的点蓝工艺手法，在掐丝工艺完成后，
基
于色彩提取的基础上对图案使用彩砂进行填
色。本次设计选择纯白色的太空棉面料，衣服
廓形简单，面料再造作为衣服的亮点，主要为
了突出图案设计的合理性和色彩的和谐度，
所
以选取合适图片并按比例提取图片的色彩运
用到图案设计当中，
如图 10 所示。图案中的荷
花大部分色彩为白色，同时用红色在花瓣尖端

图 11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笔者设
计）

Fig.11

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in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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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大裙摆连衣。时装大师迪奥在 1955 年首创

具体
的服装制作工艺主要体现在面料再造上，

A-Line，
简称 A 型线。这种造型多用于女装中的

再造流程有：①首先铺上塑料布，将衣服平置

连衣裙中，
展现女性高贵又潇洒的气质[8]。A 型

在上面，
防止染料透过正面面料将衣服背面和

也被称为三角形，它是现代女装设计中运用最

地板弄脏。②将硫酸纸铺在衣服上，
缕平整，
对

为广泛的外部廓形之一。肩部紧身，松量少，
下

四周进行固定，然后将画好的初稿图案印画在

摆处宽大松垮，可以保证女性日常生活中拥有

衣服相对应的位置上，
如图 13(a)所示。③将金

较大空间，整体效果优雅端庄、
时髦挺拔。由于

丝沿着图案的轮廓紧密地粘在衣服上，
金丝的

A 字版型下摆处宽大，
造型简单，所以符合设计

连接处不能有缝隙，
如图 13(b)所示。④将干砂

大面积图案的条件，可突出设计的主体同时拉

子浸入水中，剔除杂质，并加入调砂胶搅拌均

长穿衣者的身材比例。

匀。⑤将调色后的砂子放入金丝围成的图案中

款式二如图 12(a)所示，该款造型为 O 型

进行填色和晕染，
如图 13(c)所示。⑥待湿砂子

连衣裙。O 型造型具有夸张中部、
收缩肩部和下

完全干透后，用滴管滴入固砂胶，避免出现掉

摆的特点，整体造型比较丰满，呈现出饱满的

砂脱丝现象。⑦由于加入固砂胶会使砂子再次

外观，表现出圆润的时髦感。该款的肩部造型

湿透，待砂子干透后需要加入淋膜胶再次固定

为向下翻领的平肩，露出肩部从而与下摆圆润

砂子和金丝，
也使砂子表面覆膜起到防水的作

感形成反差，使穿着者不显臃肿。

用。
（3）配饰设计。配饰设计是服装中不可缺
少的，可以对服装整体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使作品变的更加完整，
配饰与服装相比处于次
要、
从属的地位，
是服装设计整体的一部分，但
同时与服装相互衬托，给服装注入了活力与生
命力[10]。笔者共制作两个配饰，分别是手链和
项链，如图 14（见下页）所示，第一款服装为 A
字型款式设计，
在裙子下摆处的设计图案较复

a

b

杂，然而在上半部分白色较多略显单调，显得

图 12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笔者设
计）
Fig.12

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in
Clothing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上半部分轻下半部分过重，所以需要在上半部
分使用配饰进行整体色彩比例协调，
这里选择
项链最为合适。两种配饰主要通过对荷花造型

款式三如图 12(b)所示，
该款造型为 X 型短款连衣
裙。X 型女装给人以复古的别
样美，在设计款式时，收紧腰
身，达到贴身效果，进而使服
装呈现出沙漏形态。这一形
态的女装将女性完美的身体
曲线展露无遗，是所有廓形

(a)

中最富有女人味的一种[9]。
（2）制作工艺。笔者进行

Fig.13

(b)

图 13 服装制作的中间结果(a)画图(b)掐丝(c)点蓝

(c)

Intermediate results of garment making (a) Drawing (b) Shredding (c) Dot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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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奉向阳.金丝彩砂装饰画的形、色之道[J]. 装饰, 2015(8):138139.

FENG Xiang -yang.How Decorative Pictures Made by Gold and
Sand are Shaped and Colored[J].Art & Design, 2015(8):138-139.

[3]张静.景泰蓝饰品的时尚化设计研究[D]. 东华大学, 2013.

ZHANG Jing.The Research on Fashion Design of Cloisonne
Jewelry[D]. Donghua University, 2013.

[4]宋建华.景泰蓝与现代设计[J]. 大众文艺, 2010(24):94-95.

SONG Jian-hua.Cloisonne and Modern Design [J].Art and Litera原
ture for The Masses, 2010(24):94-95.

[5]彭诗敏, 罗琴.太空棉插肩袖版型设计方法研究[J].纺织报告,
图 14 景泰蓝金丝砂画制作工艺在配饰设计中的应用（笔者设计）
Fig.14

Application of Cloisonne Golden Silk Sand Painting in
Accessory Desig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的塑料花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再造制作而
成。再造方法运用景泰蓝金丝砂画中的点蓝工
艺，在全透明塑料荷花上填入白砂以及少许红
砂晕染点缀，待彩砂晾干后加入固砂胶和淋膜
胶，
最后穿上金属丝便可使用。

3 结语
时尚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景泰蓝金丝
砂画作为一种独特的绘画语言，从木板的平面
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手法表现在服装设
计当中，
发挥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重新被注入了
生命力、
人文情怀和现代元素。在倡导中国风的
同时，
不能局限于以往的表现形式，
要发现不同
的民间技艺，
与当代时尚元素相结合，
辅以多种
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将这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
艺术表现形式在服装设计上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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