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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饰设计中民族服饰元素的应用方法探析
——以贵州苗族堆绣为例
陈晓英
（贵州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贵阳 550025）
摘 要:[研究意义]贵州苗族堆绣是苗族服饰中的重要服饰元素，它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将苗族堆绣元素融入现代服饰设
计对传承和发展苗族刺绣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堆绣的现代应用进
行梳理，[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贵州苗族堆绣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五种形式，一是将苗族传统堆绣
直接应用于现代服饰中；二是对传统苗族堆绣进行造型简化、改变材质后应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三是将苗族堆绣堆叠
工艺手法应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四是利用符合现代审美的色彩进行对苗族堆绣进行再诠释；五是将苗族堆绣纹样创
新设计用于现代服饰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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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ostume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Take Piling Embroidery of Miao Nationality in Guizhou as an Example
CHEN Xiaoying

(College of Fine Arts,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piling embroidery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Miao clothing,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ness. It makes sense to inte⁃
grate the piling embroidery into modern clothing design for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Miao embroidery cul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to sort out the modern application of the piling embroide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iling embroidery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takes mainly the following forms: Firstly, the piling
embroidery is directly used in modern clothing; Secondly, the traditional piling embroidery is used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af⁃
ter simplifying the shape and changing the material; Thirdly, the stacking process of the piling embroidery is applied in modern
clothing design; Fourthly, using modern aesthetic color to re-interpret the piling embroidery; And the last, the innovative pattern
of the piling embroidery is applied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Key words: piling embroidery; ethnic elements; fashion design; application

苗族堆绣属于贵州苗族刺绣的一种工艺形

计应用方面，将苗族刺绣融入设计的案例较多，但

式，是苗族服饰元素中独特的一种,其又称堆花绣，

将苗族堆绣作为设计元素融入现代服饰设计的却

或叠布绣，是一种以绸布为主要材料，将拼贴与刺

对较少，仅有的一些著作是在苗族刺绣研究中针

相对较少，而将苗族堆绣进行创新设计应用于现
代服装之外的形式更少。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分析
堆绣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进行归纳总
结，并将堆绣纹样进行创新设计，以期堆绣这一特
殊的刺绣形式能够继续发扬下去，与现代服饰进
行很好的融合。

对堆绣的特点、制作材料和工序的介绍，相关文献

1

也主要是针对其工艺、艺术特征等的分析。在设

基金项目：
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19FC13）。

传统堆绣的直接应用指的是将所选的传统堆
绣图案叠绣出来形成绣片后直接应用于设计作品
中，选取的绣片纹样是为了表达设计师的设计意
图，起到很好地烘托设计主题的作用，同时展现出
的特殊肌理效果又起到装饰作用。这种应用方式

作者简介：
陈晓英，
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主要分为应用在服装和配饰中。

[1]

绣相结合的工艺形式 。苗族堆绣主要分布于贵
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清水江流域的一部分苗
寨村落，被应用于当地苗族女性传统服饰中。目
前学术界关于苗族堆绣的学术著作和文献研究相

收稿日期：2021-01-23；
修回日期：202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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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传统堆绣直接用于现代服装
这一应用方式主要存在于以民族文化传承和

保护为导向的服装设计作品中。图 1 为笔者指导
学生设计的一系列服装，设计主题为《衍》，以堆绣

和皮影为灵感源，通过将传统堆绣纹样运用“加”的
a. 堆绣耳饰

方式和运用剪纸手法进行做“减”的方式，对比应用

b.堆绣项饰

c.堆绣戒指

于作品中，既起到很好的烘托设计主题又起到一定
的装饰作用。图 2 为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杨
荟涵的《堆·叠》系列作品中的一款，将传统堆绣纹

样直接用于设计作品的上衣中，简单的款式和明亮
的色彩烘托出堆绣本身的韵味[2]。

d.堆绣手镯(1)

e.堆绣手镯（2）

图 3 苗族堆绣配饰（资料来源：
笔者调研拍摄）
Fig.3 The accessories of piling embroidery

简易盘扣的形式进行系戴。这些配饰均是现代堆
绣文化发展的产物，既充满民族风味，又具有时尚
感。

2 传统堆绣进行造型简化、改变材质后应
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
在堆绣的造型过程中，传统的堆绣一直存在着
图 1 《衍》系列作品（资料来源：
设计者提供）
Fig.1 Series works of Yan

抽象的原则。这种抽象是图案纹样造型上的抽象，
但工艺过程却是非常繁复的。在堆绣绣片制作之
前需将不同颜色的上过浆的丝绸织物分别剪成方
形小块，再分别折成许多小三角形，然后叠压、组合
排列，这个过程相对于注重时间和效率的现代人来
说，显得过于繁琐和复杂。苗族堆绣要想在现代作
品中能够加以运用和发展，必须改变这一费时费工
的特点，使之既保持其艺术特征，又能符合现代人

图2

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杨荟涵的《堆·叠》系列作品(资
料来源：
参考文献[2]）
Fig.2 “Pile·Stack”series works designed by Yang Huihan, A mas⁃
ter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1.2

苗族传统堆绣直接用于现代配饰中

苗族传统堆绣直接用于配饰中主要有四大类：

追求高效的要求。通过对堆绣进行研究发现，西南
大学高燕老师的《叠梦》系列作品（图 4）和北京服装
学院硕士研究生杨荟涵的《堆·叠》系列作品（图 5）
关注到并很好 地 解 决 了 这 一 问 题 。 两 位 老 师 都
选取传统堆绣纹样，经过放大和夸张，使纹样更
加 简 洁 ，高 燕 老 师 是 通 过 将 传 统 的 堆 绣 丝 绸 面

一是耳饰类(图 3a)，二是项饰类(图 3b)，三是戒指类

料 换 成 皮 革 材 料 ，同 时 将 八 角 花 纹 和 万 字 纹 加

饰类和戒指类，均是与苗银结合，采用传统的堆叠

杨荟涵的系列作品提取堆绣传统的色彩和纹

(图 3c)，四是手镯类(图 4d、图 4e)。其中耳饰类、项

以解构和重组，设计出了不同的堆绣图案 [3] 。而

图案将之与苗银进行组合，形成堆
绣的耳饰和戒指；手镯类主要分两
种：一种是与苗银结合，主体是苗
银锻造的手镯造型，上面装饰并镶
嵌着堆绣纹样，充满浓郁的民族风
味；另一种是将堆绣小绣片直接做
成长度为手腕腕围长的、有一定宽
度的，周边用布料包裹好的腕带，
两端通过用装饰粗彩线或布条做成

图 4 《叠梦》系列作品（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3]）
Fig.4 Series works of Die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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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堆·叠》系列作品（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Fig.5 Series works of Pile·Stack

样，将材质改用牛仔面料，图案纹样加以夸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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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设计师郭培 2012 年“龙的故事”作品（资料来源于网络）
Fig.7 Designer Guo Pei’
s works The story of the Dragon in 2012

大 ，形 成 新 的 对 比 强 烈 的 装 饰 效 果 。 两 个 系 列

饰的裙摆或领口部位选用堆绣的工艺，制作出了非

作品中的堆绣元素相比传 统 的 堆 绣 制 作 起 来 更

常独特的服饰。此种工艺手法是一种元素的重复

加 简 洁 、快 速 ，却 不 失 堆 绣 的 韵 味 ，同 时 又 对 堆

运用，摆脱了传统堆绣图案的复杂性，制作起来相

绣 材 料 的 使 用 范 围 进 行 了 拓 展 ，使 传 统 堆 绣 元

对简单，但充满层次感和现代感，符合现代人的审

素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并加以创新。而武汉

美要求。
图 8 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曾斌设计的两套

纺 织 大 学 赵 红 艳 设 计 的《 堆 绣 之 韵 》系 列 作 品
（图 6），将传统堆绣纹样中的八角花纹样进行提

民族风格的服装，其分别在两套服装的前面及肩部

取，同时进行简化并解构，是成为服装设计的主

装饰部位选用三角形布料堆叠的工艺方式，加上流

体 与 核 心 元 素 ，符 合 整 个 系 列 服 装 时 尚 而 简 约

苏进行装饰。在面料的选择上，两套服装均选用天

[4]

的风格特点 。

然的棉麻织物，通过植物染色，染出传统的红色、绿
色、深蓝色，植物染染出的色彩没有那么明艳，色泽
相对较柔和。两套服装将三种颜色进行对比运用，
堆绣部分选用红色和绿色进行色彩的对比，符合苗
族服饰注重色彩对比的特征。该系列作品在 2019
年“环东华”杯时尚时装周上引起好评。

图 6 《堆绣之韵》系列作品（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4]）
Fig.6 Series works of The piling embroidery’s rhyme

3 苗族堆绣堆叠工艺手法应用于现代服饰
设计中
堆绣最突出的工艺方式就是堆、叠，而传统的
堆绣图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因此每个图案纹
样均工艺复杂，而在制作传统堆绣的过程中，最典
型的应用工艺方式就是堆叠。因此现在有部分设
计师直接选用堆绣堆叠的工艺技法，使作品呈现出
三角形叠片重复的肌理效果。如直接选取三角形

图8

贵州民族大学曾斌运用堆叠工艺设计的民族风格服装
（资料来源：
设计师本人拍摄）
Fig.8 Ethnologic style clothing with stacking process designed by
Zeng Bin i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3.2

堆叠工艺手法应用于现代配饰设计中

的叠片，通过重复的堆叠，形成特殊的肌理效果

包包是现代女性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服装

——苗族民间称为“狗牙”。此种形式的设计可以

配饰之一。堆绣可以用在女性包包中，主要起到

用于服装设计中，
也可用于服装配饰中。

增强肌理感和装饰效果的作用。在个性独特的包

3.1

包中，可以将堆绣的工艺手法进行重复应用，利用

堆叠工艺手法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
著名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郭培在 2012 年“龙

的故事”高级定制时装发布的作品(图 7)中，即在服

三角形叠片的堆叠产生鱼鳞般的装饰效果，同时
运用不同色彩的深浅渐变，产生更强的装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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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9 为将面料染成不同色系和不同深浅的颜色，

态、基本构成单位等角度进行创新设计，先以纹样

然后折叠成三角形装饰于口金包的外面，起到很好

设计为基础，再进一步通过色彩的运用来丰富纹样

的装饰性，又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

的表现，进而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如湖南师范大
学研究生叶娟设计的系列堆绣服装《更生》
（图 11），
通过改变堆绣传统几何纹样的适合形态、基本构成

单位 [5]，结合当季流行色彩分别将不同的传统几何
纹进行改变、组合，用于服装设计的局部中，取得了
很好的创新设计效果。

图9

堆绣在现代口金包中的应用（资料来源：贵州师范大学非
遗培训学员作品）
Fig.9 The application of piling embroidery in the Koujin bags

4 利用符合现代审美的色彩进行堆绣的诠释

传统的堆绣纹样在用色上大胆、强烈，充分显
示了民族民间色调的单纯、艳丽、明快、浓烈的装饰
效果，但这种浓烈的色彩风格适合苗族传统服饰，
却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因此一些设计师在
运用堆绣进行作品设计时，摒弃了传统的堆绣色
彩，选用对比效果不强烈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色彩
进行设计，如参加第 26 届“汉帛奖”的设计师徐岩
霞的参赛作品《Flightless bird》
（图 10），服装主体面
料选用白色，而堆绣部分选用了灰白色调，由深到

浅逐渐由灰色过渡到白色，实现渐变的色彩效果，
突出了堆绣的立体肌理效果[4]。这种色彩上的转换
应用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却又将堆绣“堆叠”
的精髓很好的呈现出来。

图 11 《更生》系列堆绣服装设计效果图（来源：
参考文献[5]）
Fig.11 The effect picture of Geng Sheng with piling embroidery

5.2

苗族堆绣几何纹样在配饰中的创新设计

堆绣中最常见的图案纹样就是鸟、鱼纹和以
“八角花”纹为代表的几何纹、万字纹等，堆绣绣片
的框架结构主要以方形和菱形为主，这些常见的图
案纹样是堆绣的代表性纹样。但堆绣这些传统的
图案和框架主要是通过三角形织物裁片的堆叠形
成的，其制作时间长、工艺复杂，不太适合注重时效
的当代时尚发展，因此，进行现代作品设计时可以
借助现代技术，将这些图案纹样进行提取，运用现
代技术手段将其重新展现。比如，将八角花纹进行
提取，通过提取其骨架使之线条化，结合堆绣自身
堆叠的三角形的块面效果进行组合，可设计出不同
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方形丝巾，通过数码印花技术进
行展现。该系列丝巾色彩选用传统堆绣配色，因丝
巾属于配饰，主要起到点睛的装饰作用，色彩可对
比强烈（图 12）。

设计师徐岩霞作品《Flightless bird》(资料来源：中国国际
时装周公众号）
Fig.10 Flightless bird by designer Xu Yanxia

图 10

5 苗族堆绣纹样创新设计用于现代服饰产
品中
5.1 苗族堆绣几何纹样在现代服装中的创新
设计
堆绣几何纹在现代服装中的创新设计主要表
现在通过对几何纹样的图案设计，纹样的适合形

6

图 12 八角花纹为中心图案的系列丝巾（笔者设计）
Fig.12 A series of silk scarves with main pattern octagonal

结语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时尚文化的冲击，
民族传统服饰已与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日常生
活中越来越少见到各民族传统服饰的影子，民族传

服饰与艺术：
应用研究

71

统服饰仅作为民族传统节日或重要日子的盛装出
现。苗族堆绣作为苗族传统服饰元素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材料单一、制作工序复杂、耗时长、色彩搭
配浓郁等，已不能很好地被应用到现代服饰中去，
与现代人更加注重时尚与流行的审美产生一定的
矛盾。研究认为：贵州苗族堆绣在现代服饰设计中
的应用主要分为五种形式，一是将苗族传统堆绣直
接应用于现代服饰中；二是对传统苗族堆绣进行造
型简化、改变材质后应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三是

[2]杨荟涵.黔东南地区苗族的图案研究及设计创新[D].北京服装

将苗族堆绣堆叠工艺手法应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中；

ZHAO Hongyan.YE Hongguang，HONG Yv .Study on the Tradi⁃

四是利用符合现代审美的色彩进行对苗族堆绣进
行再诠释；五是将苗族堆绣纹样创新设计用于现代
服饰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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