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科技南珠

把珍珠放在灯光下，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会发现，珍珠会发出神秘的

色彩，并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有的珍珠晶莹剔透，如滴滴露水洒落在清晨的

荷叶上；有的珍珠古朴典雅，如银光闪烁在玉盘上。真是各具特色，为什么会这

样？

这要从珍珠的结构与成分说起。

决定珍珠色彩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珍珠贝分泌出的色素，色素是因环境的变

化而变化，而环境是干变万化的，因此珍珠的色彩也会扑朔迷离；二是珍珠的内

部结构。珍珠是由一层层厚约 0.3mm 到 0.4mm 的珠层组成的。这些珠层剖面呈同

心圆结构，每层都十分光滑，而且是半透明的。所以当光线照射到珍珠上的时候，

每一层珠层都折射反光，从而产生了变幻莫测的色彩。

人们所说的“珠光宝气”就是这样产生的。没有“珠光”，也就没有“宝气”。

“夜明珠”就是因为珠层多而厚，折射能力强。珍珠本身的色彩、周围环境的色

彩、折射产生的色彩，使阳光下或灯光下变幻无穷，神秘无比。这正是珍珠的魅

力所在。

在天然的环境下，一颗好珍珠的产生极不容易。人工养殖珍珠，从开始到成

珠，至少要五年时间。天然珍珠就更长了。孕育珍珠的过程，是个漫长而艰苦的

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里，寒暑轮回，狂风暴雨，潮起潮落，水淡水成，养分多

寡，都会影响到珍珠的生死、好坏。一颗上好珍珠的产生，太不容易了。珍珠是

经过痛苦的分娩，才来到世间，它的美丽是要付出痛苦代价的。



一颗完美珍珠的产生，简直是一个奇迹。

与从砂砾中挑选出来的宝石相比，珍珠是有生命的。这更是它的美丽所在。

珍珠是一种名贵的珠宝。然而这种自然形成的产品是少之又少，我们常说的

珍珠实际上大都是人工养殖珍珠。

珍珠的用途广泛，可以用来做首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珍

珠作为饰品。千百年来，它的光辉闪烁在帝王的皇冠、贵妇的装饰、佛像的宝座

上。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的进步，珍珠饰品加工技术越来越精，既可以单独做成

饰品，又可以和各种宝石，贵金属匹配镶嵌成各式各样的名贵饰品。珍珠镶金配

宝后，相得益彰，高贵、纯洁和典雅，令人爱不释手，日益受到各阶层人士特别

是青年女性的青睐。

珍珠有很高的药用价值。(1)珍珠可以治病健身。用珍珠药治病在我国已有

悠久的历史，珍珠的药用功能，在历代医药古籍及现代药典上都有记载，可以概

括为：止咳化痰、镇惊安神、清热解毒、杀菌消毒。它对金葡萄球菌杀灭力相当

大，它能止血生肌、明目去翳等。(2)珍珠可以保健防衰，人体内的脂褐素是随

年龄而增加的，人体衰老的快慢，由脂褐素增加的速度来决定。珍珠有抑制脂褐

素增多的功能，可促使细胞活力增强，延缓细胞衰老。(3)珍珠可以美容养颜珍

珠又是护肤养颜佳品，据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四六载：“珍珠味成甘寒



无毒。镇心点目。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去皮肤逆胪。坠痰。除面斑。

止泄。除小儿惊热，安魂魄。止遗精白浊。解痘疗毒。”

另外，合理的使用珍珠能使人健康长寿，据明《独异志》称：唐朝宰相李德

裕，以珠玉为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羹，三煎后服食，弃其渣。李德裕认为服

此羹可长生不老。每食一付药花费三万。到了晚清，慈禧亦知道珍珠层粉对人体

保健养颜的好处，每隔十天按时辰服一匙珍珠粉，产生了良好的保健养颜效果。

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使用的是海水中极为稀少的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珍珠，

其药用价值要远比现在的人工养殖珍珠高得多。故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珍珠的神

奇效果。

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岛屿）周围、印度南陲沿海、斯里兰卡西部的马纳尔

湾、孟加拉湾、埃及西部沿海（红海），特别是阿拉伯海上的波斯湾（包括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沿海、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以及沙特阿拉伯沿海）都是世

界上自古以来久负盛名、盛产天然海水珍珠的最理想场所，所产珍珠不仅产量大，

品质也佳，全世界所需珍珠基本上由这里提供，即使在产天然海水珍珠驰名世界

的中国，所需部分珍珠，也由这里提供。因此，这大片珍珠产区早已成了那些侵

略成性的征服者掠夺的目标。因此，这片产珍珠地区的珍珠争夺战争，在历史上

从未间断过。

据考证，波斯湾等地天然珍珠被发现，大概有三、四千年历史，然而大规模

地开发应用这里的珍珠，只有几百年，充其量不超过千年。犹太教法典中曾经提

到：埃及人、波斯人以及印度人对珍珠产生极大关注。通过他们的传教，罗马人



才开始熟悉珍珠。大约在公元前 200 年，古埃的王公贵族才会使用珍珠首饰，而

欧洲人则在公元 300 年才懂得使用珍珠。在大量珍珠财宝故事传说的引诱下，西

班牙冒险家来到波斯湾、孟加拉湾这些出产珍珠的地方。一个最早来到这里的作

家描述道，他看到：“在每一间茅舍中宝石都有一品配(Pint)至一配克(Peck)之

多。”这位作家在参观印度一个采珠场时写道，“宇宙是以珍珠为花饰的。”

俄国沙皇王冠顶部

在古印度巴罗达市的宝库中，有一条饰带，有一百排珍珠，有七条珍珠串，

价值达百万美元。有一条镶有一千颗珍珠的盒子及一条长 3.2 米，宽 1.8 米的地

毯，估计价值百万美元。

1530 年至 1612 年，欧洲许多国家纷纷立法，规定人们按地位、等级来使用

珍珠。欧洲的所谓珍珠时代，正是这个时期开始的。皇帝、公爵、贵妇等上流社

会人士无不用珍珠作为装饰品，以显耀自己。

由于珍珠是权力象征和高贵、财富的标志，古代的许多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

私欲，不断发起掠夺珍珠的战争。

1893 年，日本珍珠养殖之父御木本辛吉用科学方法，通过刺激咸水牡蛎的内

壳，使它长出人工养殖的珍珠或水泡珍珠。23年之后，经过反复试验，御木本幸

吉用一生的经历，总结了这一项生产技术，逐步完善了养殖珍珠的技术，这种技



术一直沿用至今。目前，珍珠的应用十分广泛，尤其是在系列化妆品及医药保健

品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珍珠在护肤类化妆品中大都以珍珠酶解液、纳米珍珠粉的形式添加。珍珠中

含有 20 多种氨基酸，它们是细胞赖以生存并使之具有活力的物质。它们通过肽

键结合，形成多肽类物质，可以刺激蛋白质等大分子的生物合成，促进表皮组织

上皮细胞、角质细胞等多种细胞的增殖、生长、分裂，达到重组皮肤内层，从而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促使细胞对营养更快吸收的目的。另外珍珠所含的角质蛋白

和角质细胞的脂质共同构成保护天然保湿因子的细胞膜，既防止了天然保湿因子

的流失，也适当控制了水分从皮肤向外扩散，使角质层保持一定的含水量。此外，

珍珠中所含的微量元素可透过表层细胞的间隙和腺体被真皮吸收，从而起到改善

肌肤营养及循环、调节皮肤酸碱度、增强皮肤细胞弹性的功效。国外有关专家研

究发现，珍珠成分中的碱性磷酸盐有增加人体表皮细胞活力的作用，可以防止细

胞衰老和变坏。所以在护肤品如膏霜、乳液和洗面奶中添加珍珠成分，可以起到

有效护理营养皮肤、防止皮肤老化、嫩肤柔肤的作用。由于珍珠中其他有效成分

的渗透，加强了酪氨酶活性调解和控制，减缓了它的转变和氧化，同时调节了机

体分泌功能，对皮肤中的黑色素沉淀能够有效改善，因此，可以起到美白、祛斑

的效果。



在彩妆类化妆品中，珍珠大多以珍珠粉的形式添加。在粉底、粉饼中添加超

细微珍珠粉，不仅能抑制皮肤过多油脂的分泌、美白养颜，还能使颜面呈现玲珑

鲜艳的色泽。珍珠粉添加到唇膏中，可以防止嘴唇干燥，令嘴唇保持光滑和弹性。

珍珠在毛发类化妆品中也多有应用。毛发是一种蛋白质形成体，富含多种氨

基酸和微量元素。珍珠中的有效活性成分可以起到维护毛发健康，防止毛发脱落、

补充短缺物质的作用。特别是珍珠中的微量元素铜，对改善毛发质量可起到很大

帮助。

珍珠的医疗保健作用十分明显。专家分析珍珠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蛋白质、

水分及包括铁、铝、镁、锌、硒、铜、钾、锰、锶、锗等多种微量元素及多种氨

基酸。现代医学及临床试用结果证明：长期服用珍珠粉能增强脱碘酶活性、增加

和促进卵细胞成熟和睾酮的分泌，使血雌二醇／睾酮值显著降低，睾酮／促黄体

素显著上升，对身体性腺轴功能有明显影响，可以起到增强记忆力、改善食欲和

调节植物神经功能、延缓衰老等作用。珍珠对人体细胞具有修复和再生作用，它

能促使人体胶原细胞增长，胶原细胞可及时有效地填充空隙、粘连裂痕，修补创

面，使肌体再生。珍珠内含的蛋白质成分对溃疡也有修复作用。内服外用珍珠粉，

对于治疗目赤翳障、疮疖、湿疹、消化性溃疡都有很好的疗效。中医认为月艮用

珍珠粉对医治神经衰弱、长期失眠功效明显，另外对于高血压患者有降压作用，

还可改善缺铁性贫血症状、预防心血管疾病、改善心脏功能等。更为可贵之处是，

珍珠中所含的锗、硒物质还是抗癌物质，它们能使人体血液干扰素增加，降低癌

细胞电子电位，使其分裂增殖机能产生变化，从而抑制癌细胞增生。

现在，珍珠是卫生部批准的 20 余种可作为食品新资源使用的物质之一。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珍珠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必将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珍

珠作为一种珍贵的有机宝石，一直备受东方人的青睐。为了填充越来越大的市场

空间，自上世纪初以来人工养殖珍珠作为一项产业发展了起来，至今养珠技术已



相当成熟。然而，彩色养珠一直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北海人石子聪经过

十年的研究，以南珠之乡合浦的珠母贝为贝体，用生物技术方法培育出五彩缤纷

的海水彩色珍珠，并申请了发明专利。经专家验定，该技术不仅填补了国际空白，

还将掀起一场南珠养殖的革命。其培育的彩色珍珠彩珠率达到 100%。目前，该技

术可培育出玫瑰红、翡翠绿、海水蓝、紫色等多种颜色，直径在 55.5 至 8 毫米

的彩色海水珍珠。培育出的海水彩色珍珠不仅保持了南珠颗粒圆润、凝重结实、

晶莹等特色，还具有镇心安神、解毒生肌、养颜美容等药用保健功能。

有核珍珠是广东绍河珍珠研究所所长谢绍河先生经多年努力研究开发出来

的一种珍珠新品种，只要将佛像、人像或其他各种图像植到蚌里头，长成后的有

核珍珠里就有这些栩栩如生的图像，极具观赏性，且珍珠颗大、圆润、光泽度好，

目前国际市场需求量大、价格高。几年前，谢绍河先生曾带领技术人员在贵池珍

珠养殖场反复实验，终于突破技术难关，成功开发出这一新品种。为了推广应用

这一技术，贵池区水产局在茅坦乡及齐山月亮湖开辟了 2000 亩水面作为贵池有

核珍珠养殖基地，邀请谢绍河先生讲解有核珍珠养殖技术，20多名插蚌人员接受

了培训。之后，这 20 多名插蚌人员开始自行养殖有核珍珠。贵池区准备以此为

起点，拟建珍珠养殖培训基地，并计划再次邀请谢绍河先生来贵池授课，争取让

更多插蚌人员掌握有核珍珠养殖技术。



进入本世纪后，珍珠的养殖技术又有了长足进步，实现了“五个转变”：一

是养殖模式由浅海平养转为深海吊养；二是严格插核技术，采用了术前处理贝苗，

增大了成活率；三是由密养转为疏养，即珠贝由原来的每笼 60只变为 40 只，同

时把行距、笼距拉大，使育珠环境大大改善；四是在插核技术上优选大贝、插大

核，一贝一核，培养颗粒较大的珍珠；五是育珠的时间延长，使珠层更厚。这样，

就解决了一度影响南珠发展的一些技术瓶颈问题。

珍珠药用五种功能：

1、抵抗衰老：促进人体三磷酸腺苷酶的活力，加速皮肤细胞新陈代谢，延

缓机体老化，令肌肤常葆青春神采。

2、淡化色斑：增强氧化酶 SOD 的活性，清除自由基，预防并清除脂褐素的

生长，从根本上抑制并淡化色斑和老人斑。

3、改善肤质：促进原细胞的生长，修复受损细胞，促进纤维组织再生，使

粗糙、松驰的肌肤变得细腻柔软，富有弹性。

4、调养肤色：促进肌肤正常的生理活动，改善晦暗无华、灰黄肤色，令肌

肤恢复细白红润，光彩照人。

5、消除暗疮：增强皮肤解毒能力，收敛生肌，消除暗疮、粉刺。

珍珠粉到底要怎么用

都说珍珠粉有美容效果，究竟如何美容?下面介绍几种珍珠粉的用法：

1、敷面祛斑



首先，找一个瓶子或一只小杯子，先倒一些珍珠粉在容器里，再配以少量牛

奶混合调匀。为了使敷在面上的珍珠粉不至于脱落，可在其中加一点蜂蜜，量不

要太多，否则会使珍珠粉在脸上涂抹不均匀。然后，用温水清洗面部，将调好的

珍珠粉混合物均匀地敷在脸上，雀斑处多按摩一会儿，以促进血液循环，也促进

皮肤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这对祛斑很重要。20分钟之后用温水洗掉。每晚临睡前

做最好。

2、治疗皮肤过敏、去痘材料用 4 克左右珍珠粉、鸡蛋清搅和，涂上脸，尽

量涂厚一点，不然会很快干掉。15～20 分钟后洗掉，皮肤变得很滑润。如果能长

期做，就能达到消痘去斑的效果。珍珠粉还有镇静的效果，能抑制皮肤过敏，你

不防试一下。

3、珍珠营养霜（可作粉底）：用温水清洁面部，然后将珍珠粉与日常用的护

肤品充分调和，均匀抹在脸上，轻轻按摩。作用：在面部形成一层保护性滋润层，

营养皮肤，隔离外界刺激，自然增白。

4、珍珠粉定妆：倒适量珍珠粉，均匀地抹在已化妆的脸上，10 分钟后，用

化妆扫将脸上的珍珠粉刷去。作用：使脸部化妆保持持久，而且使肌肤白嫩，富

有质感。

5、珍珠润肤水：临睡前彻底清洁皮肤，将 0.3 克珍珠粉与润肤水调和，轻

拍于面上。作用：提供肌肤充足的养分，使皮肤得到完全放松的休息。

6、珍珠香蕉面膜：将一条剥了皮的香蕉捣烂，然后加入 2 匙奶油、2 匙浓茶

水和 0.3 克珍珠粉，调匀后涂抹于面部，20分钟后用清水洗净。作用：可消除皱

纹，保持肌肤光泽。

7、珍珠芦荟面膜：将 2匙芦荟汁，2匙面粉和 1.5 克珍珠粉搅拌成糊状，然

后均匀涂于脸上、颈部，当开始干燥时，再涂第二层，20分钟后用清水洗净。作

用：能防止皮肤松弛，延缓皮肤衰老。



8、口含珍珠粉：将 0.3 克珍珠粉倒入舌下，抿含 4-5 分钟，然后用温水清

洁口腔。作用：长期服用，可促进睡眠，保持肌肤健康润泽。

9、珍珠茶：珍珠粉、茶叶各等份，用沸水冲泡茶叶，以茶汁送服珍珠粉。

有润肤、葆青春、美容颜功效，适用于开始老化的皮肤。

纳米珍珠粉

珍珠粉作为名贵中药材已历史悠久，现代医学界亦广泛应用。水溶性全成份

珍珠粉——生物工程制造可以不破坏天然珍珠的全部有效成份，能溶于水，利于

吸收，提高药效。对它的成份作了全部检测，表明含有与人体相适应的各种氨基

酸（肽），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B，高牛磺酸等活性物质。在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解放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等临床使用结果表明，它能促进体内过氧化脂物质的

清除，高血糖、血脂患者服药后、血压有明显降低，对心脏血栓病有益，晚期癌

症患者服用也有较好镇痛、镇静作用。用当代先进技术（ESR-电子顺磁共振波谱

仪）测定珍珠粉对氧自由基和 OH自由基有直接清除作用（最高达 90%，高于维生

素 C、螺旋藻、人参皂苷、蘑菇粉等营养物质）。用 TD-V 智能伏安测定其锗量含

量为 54.90ppm。此外它含有丰富的活性钙，对骨质疏松现象有防治功效。学者们

认为珍珠的医学用途二千多年前已认定：具有安神、定惊、明目、消翳、解毒生

肌、治疗惊风癫痫等功能，是抗衰老的保健品，也是一种保护肝脏、防治心血管

疾患的有效药物。水溶性珍珠粉无毒、无副作用，也是抗衰养颜美容的最佳药品

之一。

一、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珍珠

佩带珍珠首饰要与服装款式、衣服颜色、肤色、年龄、身份、使用场合等方

面综合考虑，选择与周围环境相和谐的首饰款式，不恰当的使用会亵渎珍珠的美

丽。

1、办公室里首饰的巧用



办公室里佩带首饰，应注意品位、格调的选择。考虑服装颜色、款式等因素，

选择佩戴简单大方的首饰，总是你不会后悔的选择。

25岁左右的女性以选用较小的，但却精巧的珍珠套饰为好，如果在你常穿的

白色立翻领衬衣内配上一条 3mm 细巧的淡紫色珍珠项链，再加一副配套耳钉，可

给你的上司留下一种成熟稳健、工作能力强、办事让人放心的感觉；职位较高的

管理层女性应该从表现品味的角度为自己选择一套质地优良、色泽高雅的珍珠饰

品，它能帮助你塑造平易近人、富有内涵、通情达理、懂得生活、容易沟通的整

体形象。

2、社交聚会时首饰的巧用

社交场合是你显露品味、个性的极好机会。你可以借此机会让周围的人了解

你个性的另一面。晚宴用的珍珠首饰可考虑选用能强调、显示优雅情调的款式，

如较大而突出的珍珠镶嵌的华丽首饰等。

3、参加葬礼时的首饰搭配

参加葬礼，最好考虑选用能产生温和、恬静、庄重效果的平静颜色。在国外，

葬礼中最常用的服饰是黑色的礼服+珍珠套饰。珍珠镶嵌饰品应选用白色，避免

黄金镶嵌，就连珍珠项链用的挂扣也用白色为好。

二、全“饰”珍珠

1、项链



甩开围脖、扔掉手套，该亮出来的地方再也用不着遮掩。这里有几款流行的

饰品等着您选择。

时下项链的流行“靓”点是珠链。一长一短的双链错落胸前，是搭配正装的

首选；而两条彩色短珠项链搭配同一颜色的服装或手袋，更显出和谐的美。此外，

在北京各大商场里，都有众多品牌不同色彩的珠链。在配戴项链时，还是先温习

下搭配原则吧：

短项链适合颈部细长的女士，最好是配 V字领上衣。中长度项链尽量不要挂

在领口边上，这样会显得老土；让它搭配领口较宽大的衣服，如字领。长项链适

合配戴在衣服外，并搭配款式较为简单的长套裙、长裤、长裙。

2、不变的手指、百变的戒指

珍珠戒指是戒指家族中的佼佼者，深受中外消费者的青睐。近年来我国珍珠

加工者采用好珠，配以金银、翡翠、钻石等，开发出独特的珠宝系列戒指、珍珠

镶金配宝后，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更显示出其高贵、纯洁，佩戴起来珠光宝气，

令人爱不释手。

戒指的款式运用单粒镶、挤珠镶、包边镶、起珠镶等多种镶嵌工艺，特别是

近几年的新款式层出不穷，设计者构思之奇，令人拍案叫绝。现代的珍珠戒指对

性别已很有讲究，女式的珍珠戒指多小巧玲珑，男式则喜大而粗。



女式珍珠戒指款式有：

公主式戒指款：式新颖而复杂，戒面镶有一颗较大的珍珠或二颗以至几颗珍

珠，周围有若干碎钻或小宝石嵌物作陪衬，如同群星托月，众女陪伴在仙女的四

周、显示出华贵的气质。

鸡尾酒式戒指：款式自由活泼，多用于社交场合，如出席鸡尾酒会时佩戴。

戒指采用多种不同的名贵宝石与珍珠相配制成，色彩绚丽，以便与色彩斑斓的鸡

尾酒相互辉映。

一元式（素身式）：一颗珍珠镶在金属戒指上，珍珠半孔与金属固定住，简

单，突出单个珍珠特征。

流行珠宝戒指可分为三大类：

庄重型：戒指造型庄重大方，戒指的重量一般在 10克以上，形状简单粗犷，

戒指上所嵌宝石或珍珠较大，单颗珍珠黑、白色均可，直径在 8 毫米以上。

高雅型：戒指造型既高贵大方，又稳健高雅、美丽堂皇。戒指以黄金和白金

为主，重量通常也在 10 克以上，形状简单，但纹饰讲究，戒指中央为大颗粒珍

珠，周边用碎钻、小红宝石、小蓝宝石、小翡翠陪衬镶于珠之周围。

追求型：戒指造型具有创新意识，富有超前的美感，戒指用黄金和白金制成，

戒指上的珍珠除了圆、大外，还可以是艺术型的自然型，不受传统限制，可多变。

3、珍珠耳饰

珍珠耳饰的款式主要有

传统型：这类产品的造型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只是在某些地方进行了

一些改进及完善，或是在选材方面有所不同。产品的结构有套图式、插针式两种，



主要适合中老年消费者佩戴。

现代型：这类产品的款式是在传统款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或者对一些传统

款式进行改革，标新立异。这类产品极受青年女性的欢迎。近年来，根据人们对

首饰追求“新”、“特”、“奇”的心理，开发出与传统产品大相径庭的珠贝产品，

造型新颖，佩戴时别有一番韵味。现代产品的式样繁多，形态各异：从结构来分，

有插针型、螺丝型、弹簧型和搭拍型；在款式上有单圈和荡圈；造型上有圆环形、

点形、圆形、方形、长条形、三角形、不规则几何形、花朵及动植物造型和不对

称型式，尤以耳坠式样变化万千，不胜枚举。但要真正显示出耳坠具有的独特魅

力，佩戴时需讲究技巧，恰到好处地与个人气质、发型、装束、身材、周围环境

气氛有机结合，浑然一体。新款耳环的涌现，带来了对传统耳饰结构的佩戴方法

的大胆革新、传统上佩带耳环总要在耳垂上穿个小孔，再将耳环背后的小针穿过

小孔而固定饰物，新款耳饰是将耳环的一端嵌在耳廓内，固定在耳下。这一巧妙

的改造，不仅使女性免受皮肉之苦，而且增添了耳上饰物的整体美感。

选购耳饰，要注意所选择的产品是否与脸形相配合，认真检查一下产品的整

体造型、珠宝搭配和制作工艺等。

珍珠是纯洁、吉祥、美丽和高贵的象征，所以用珍珠制作的耳塞、耳坠更受

国内外广大女性的青睐。

4、珍珠链的搭配

选择珍珠链也十分讲究。一件简单的开领服饰，加上珍珠链就显得更典雅；

一件休闲 T恤，搭配一条珍珠项链更显得超凡脱俗。

如何搭配珍珠链呢?

1、在喜庆和欢乐的大场合，连衣裙或套裙装加上珍珠项链、耳环，绝对让

你在人前不感到俗气和寒酸，你会给人留下典雅、端庄的印象。

2、除了珍珠项链，珍珠腰链也很流行，有一种单串腰链，绕在腰间也别有



风味。不过，要根据你的服饰搭配，做到恰到好处，否则，会让人有不伦不类的

感觉。

3、把够长的珍珠链斜披在身上，也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搭配要与休闲风

格的衣着相协调，方显其别有韵味。

4、把你的手提袋换成珍珠链，也很有创意，你会变得与众不同：多一分珠

光宝气。

三、珍珠巧配婚纱礼服

珍珠饰品可以搭配各种款式的婚纱礼服。以珍珠串链为例，就很适合搭配一

字领、细肩带、卡肩式的婚纱礼服，有珍珠串链的点缀，不仅能突显出新娘子颈

部的优美线条，更能增添婚纱礼服高贵典雅的气质。

长型珠串在搭配穿着露背式婚纱礼服时，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当新娘穿着

露背式礼服时，可以佩戴长型珠串，以显示多种变化，例如将长型珠串以围巾式

配戴；或是将珠串以渐层的方式配戴于礼服后方，让珍珠呈现自然垂坠的效果，



使新娘的背部曲线点缀得更加美丽。

至于婚纱礼服与珍珠饰品的搭配技巧，首先要确定配饰与礼服的主次之分，

如果新娘佩戴样式简单的珍珠饰品，则可以选择款式花俏的婚纱礼服；如果新娘

选择的饰品款式较为豪华，婚纱礼服的样式则以素雅为宜。

此外，珍珠也可以直接运用于礼服的设计上，例如在婚纱礼服的领口，袖口

及腰部，以珍珠做重点的点缀，而头纱部分以珍珠做妆饰也很美丽！只要掌握住

珍珠的特色，加以发挥，珍珠就是婚纱礼服的最佳拍档！

四、时尚首饰

色彩

人与生俱来的色调（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与大自然的色彩特征相吻合，

有冷有暖。穿冷色调的衣服却配了暖色调的首饰，戴了 24K 黄金项链却配了副银

色耳环，这是服饰搭配的大忌。而首饰的色彩也有冷暖之分，选择首饰的色调与

选择服装的颜色一样，都取决于你本身的身体自然色调。

首饰的颜色也有四个色调：

色调一：暖香玉

明亮的金色调。14K～18K 浅金色饰品，珊瑚粉或淡黄色珍珠，象牙色饰品等

等。忌 24K 黄金饰品或亚光饰品。

色调二：酒红色

浓重的金色调。亚光饰品、琥珀、玛瑙饰品，原木色、铜色以及仿大自然色

调的饰品等。

色调三：海洋之恋

浅淡的银色调。银、白金饰品，淡蓝、淡紫等柔和色彩的水晶饰品，接近白

色的珍珠等等。

色调四：虹彩魔方



亮丽的银色调。银、白金饰品，红、蓝宝石，宝石蓝、黑、白等强对比色设

计的饰品等。

五、风格

除颜色外，在选择首饰的时候，还应注意首饰的款式与你自身的气质及服装

风格是否一致。仔细观察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人因为脸型、身材、性格、气质的

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倾向，而人本身具有的风格倾向决定了她适合哪一种款

式风格的服装和首饰。

优雅型首饰：富于曲线美，有易碎感，如小花排列的手链、精雕细刻的戒指

等等，适合线条圆润、气质优柔文雅、极富女人味的人。优雅风格的人可用有飘

逸感的轻质面料的裙装来搭配透明、娇贵的仿真首饰，如琼瑶小说中清丽脱俗的

女主角。

古典型首饰：正统、精致、高贵，适合面部端正、气质高雅的都市女性。紧

贴颈部的珍珠项链、一分硬币大小的扣式耳环等都能与古典型的质地高档、直线

裁剪的服装相配，完全可以体现出传统的大家闺秀风范。

自然型首饰：粗犷、自然，多用树叶等形状做别针、坠子造型，适合身材高

挑、具运动员风格的人。自然风格人的装扮应力求线条简捷，质朴大方、不留豪

华设计痕迹。整体风格闲适、潇洒。

戏剧型首饰：大胆、夸张、有个性，适合身材高大、脸部棱角明显、走到哪

儿都引人注目的人。戏剧型人的着装及配饰设计应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时尚感，适



合大胆造型的耳环、成串的手镯、宽大的戒指等装饰型饰品。通身忌平凡。

前卫型首饰：造型小巧、新奇、别出心裁，极具个性，适合小巧玲珑、活泼

好动、有俏皮少女或男孩儿气质的人。前卫风格的人可用奇特质地的面料做超短

设计打扮自己，定能独树一帜。

浪漫型首饰：多采用蝴蝶结、花瓣、花心型造型，线条流畅柔美。适合身材

适中、圆润、性感、有着洋娃娃般迷人双眼的人。浪漫风格的人最好穿紧身、性

感设计的服装，多用大波纹的蕾丝做装饰，配上花型设计的耳环，细细的、有漂

亮坠子的项链，浑身溢发出的浪漫气息一定会令男人目眩。

真正适合您的首饰，珍珠也好，其他饰品也好，尽量做到量体裁衣，以恰如

其分为佳。

六、珠宝首饰与年龄

年轻人选择珍珠饰品以样式新颖别致、色调明丽多彩、价格偏低为好，这样，

就方便随款式流行而更换，展现年轻人追求时髦、符合潮流的意识和天真活泼的

个性。中老年妇女一般选择做工考究、质地高档、色彩稳重、可长期佩戴的珠宝

首饰为宜，以显示成熟、稳重、典雅、华贵的风度。

七、珠宝首饰与性别

男性喜爱庄重、高雅，追求粗犷、纯朴自然、典雅大方，多选用戒指、胸佩。

女性则喜爱小巧玲珑、做工精细、复杂多变，还要具有“扶正祛邪”的饰物做护

身，使精神有所寄托。

八、珠宝首饰与体型

对于身体苗条、皮肤细嫩者，佩戴镶嵌深色珠宝的饰品装饰效果较好；体胖、

肤色黑者佩用透明度较好的浅色珠宝系列首饰也能取得良好效果。另外，脖项较

长者适合佩戴垂挂型耳环；脖项较短的姑娘，则应选戴颗粒状的耳环及长型悬垂

物的项链，长度在 60～70cm 之间，在胸部构成一个 V 型图案，能在一定程度上



使人增加纤细的视觉效果。

九、珠宝首饰与脸型

短脸型的人，选用首饰恰好与长脸型的人相反，以采用细长结构的首饰为宜，

而不要戴项链或缠绕式、珠链式、圆形耳环等。

圆脸型的人应该选择具有竖线条的细长珠宝首饰，如：细链式、杆式耳坠，

带挂件的项链等。这样就可以达到把脸拉长的效果。

对三角脸型（倒三角或正三角脸型）的人来说，倒三角型一般称为瓜子脸，

对首饰的款式要求不大。而正三角型脸，则是上窄下宽，宜选用较大的耳坠配合

短发的一角遮盖下颚，还可以在蓬松的发型鬓角处戴一醒目的发髻、发夹、花簇

等，以增加上额的宽度。颈部还可以戴上具有拉长效果的长珠链，这样就可以把

三角脸扩展为菱形，起到很好的效果。

方型脸则佩戴圆形扣状或垂物型耳环，会使脸上多一点柔和的曲线美。

十、珠宝首饰与手型

如果手指尖长，那么戴上任何戒指都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特别是戴上镶嵌

贵重珠宝的戒指，会使女性纤细的手指更加秀美。

若手指较短或较粗，可以佩戴一个带小圆底的镶腰圆宝石戒指或祖母绿（长

方形）戒指，这样感觉上可以拉长手指的长度。这类手指不宜戴鹅卵石，那样会

显得不太协调。



如手指比较粗糙，可以选择镶浅色珠宝的大金戒指，而不要用鲜艳色彩珠宝

戒指，以免引人注目。

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生前照片，她的头冠、衣领均镶满珍珠

十一、珠宝首饰与职业

在首饰的佩戴上，职业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如果所从事的是粗重及比较脏的劳动，佩戴花式戒箍的镶嵌珠宝戒指不仅与

所从事的劳动难协调，而且极容易使其脏污、受损伤。

如造型新颖、珠宝色彩鲜艳的戒指、项链佩戴在年轻女演员、影星、节目主

持人、播音员的手上颈上，颇具魅力。而对中年女科学工作者来说就未必合适。

一枚厚实硕大平板戒面镶金珍珠的戒指，对富足起来的个体经营者、公司经理、

商店老板等来说是合适的，但对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清秀的男性来说就未必合

适。

首饰与自己的搭配是一门艺术，贴切的搭配能令你舒适享受，反之则有可能

造成无意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