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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现代刺绣工艺技术对连南瑶绣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使用电脑绣花程式来呈现瑶族手

工刺绣图案,并结合现代绣花软件、面料、绣线及电脑绣花机将连南瑶绣图案呈现在服饰上,不仅可以呈现出全新的视觉

感,还能保留它原来的韵味。在应用与实践的基础上,将连南瑶绣与职业装相结合,通过实践总结了连南瑶绣在机绣操作

中的难点,提出了解决方案,使得瑶绣这一非物质文化能得以市场化、现代化,推动现代刺绣工艺技术对连南瑶绣的创新

应用和发展,从而得到新的传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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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南瑶绣是瑶族人民装饰服装的主要手段,手艺

世代相传,瑶族女性从小就学习刺绣[1]。但是时代的

进步,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快时尚文化的

冲击,导致这种传统文化的产物显得有些繁琐耗时,以
至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不愿意再传承这一门传统刺

绣手艺,因此这种刺绣工艺及瑶族的图腾文化符号慢

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2]。瑶族手工刺绣作为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在各方政府职能的推

动下,传承和发展瑶族手工刺绣显得尤为重要,积极参

与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开发出赋有广东本土文化

元素的服饰,有利于连南瑶族文化的传播和活态保护,

也是当前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

1 连南瑶绣概述

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瑶族文化的传承是

通过语言和图腾的方式代代相传[3]。瑶绣题材丰富多

样,有植物纹样、动物纹样、人物纹样、自然现象纹样

等,构成形式以二方连续为主;瑶绣的挑花工艺细巧精

致,其中包括十字挑、斜挑、平挑、锁边、结绳等工艺方

法;瑶绣的色彩鲜艳,多以红、绿、黄、白、黑为主;瑶绣

图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瑶族活文字”之称,例如

蜘蛛纹、盘王印、男人纹、女人纹、卍字纹、八角花等,代
表了感恩、勇敢、权力、爱情、图腾崇拜、生活方式、典
故、宗教信仰、亲情、友情、愿望、祈祷等[4]。这些不仅

反映了瑶族人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万物和谐共生

的理念,还反映了瑶族人民丰富的精神追求以及勤劳、

善良、坚忍、勇敢的精神品质,瑶族刺绣是瑶族人民的

智慧结晶[5]。

2 连南瑶绣的传承现状

2.1 缺乏专业性传承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瑶绣的传承和保

护已经不用原有的传承方式继续相传,一是因为瑶绣

绣品的经济效益不能满足绣工的生活成本,年轻人都

外出务工求生存[6],使得从事瑶绣的人越来越少,愿意

学习的年轻人更是寥寥无几。二是瑶绣产品的现代设

计缺少专业性指导,没有与时俱进,缺少专业性的瑶绣

文创设计团队,使产品的大众审美适应力减弱。三是

连南当地教育对瑶绣技艺进行系统专业的课程设置不

足,导致专业人才缺失[7],也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受到了很大限制。

2.2 缺乏现代意识

瑶绣作为连南地区的特色产品之一,在以旅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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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为主要产业的连南地区,是消费者首选的伴手礼。

但是目前绣品样式传统单一,导致消费人群受限[8],对
人们需求分析不足,使得绣品滞销。瑶绣多以手工为

主,一针一线倾注了绣娘的情感,但是一件绣品耗时过

长,价格过高,创新型产品欠缺,就不能让瑶绣成为大

众艺术品,不利于传承和传播[9]。缺失与现代科学技

术相结合的产品,是瑶绣传承和发展需解决的问题,应
通过现代工艺的协助,开发出不同价格、不同款式、不
同面料、不同风格的瑶绣产品,让瑶绣风格的产品进入

人们的视线。

3 连南瑶绣与现代刺绣工艺结合的应用与实践

3.1 与电脑刺绣技术相结合

连南瑶绣呈现的特点是以手工为主,针法有十字

挑、斜挑、平挑、锁针等主要刺绣针法。通过分析这些

针法的特点,并结合电脑刺绣程式软件,可以模仿出连

南瑶绣手工刺绣的特点[11]。富怡智能绣花打板软件

里有平包针、十字绣、E字针、榻榻米、纹理针、直线针、

周线针等针法程式,通过对程式里面平包针针迹线条

的角度调整,就可以做出与瑶绣中的平挑、斜挑相似的

针法;程式里面E字针的针法可用于瑶绣中的锁针针

法,对程式里面十字绣的针法进行调整,可以做出瑶绣

中十字挑、斜挑等针法(表1)。
表1 富怡智能绣花软件中不同针法效果图

针法 平包针斜针 平包针平针 E字针 十字绣

图示

  连南瑶绣纹饰题材丰富,对传统瑶绣图案进行打

散重组,创作出新的装饰图案[12],此次二次设计以男

女制式职业装为例,首先设计出所用图案的矢量图,比
如盘王印、男人纹组合图、八角花组合、卍字纹等,用

CorelDraw矢量绘图软件对图形进行设计,表2中的

图(1)直接使用瑶绣盘王印,图(2)使用了男人纹、雪花

纹、松果纹的重组设计,图(3)使用了八角花、松树纹的

重组设计,图(4)使用了局部的大莲花纹,用二方连续

的方式构成新的纹样。

连南瑶绣创新刺绣纹样,使用绣花软件制作出电

脑刺绣样板图。表2中的图(1)使用了智能绣花软件

中经过调整后的平包针针法,与手工瑶绣中的平挑和

斜挑相似,图(2)使用了智能绣花打板软件中的十字绣

和平包针针法,其中男人纹、雪花纹使用平包针法,松
果纹和上下线使用十字绣针法,图(3)八角花组合中全

部使用十字绣针法,图(4)大莲花纹中使用的是平包

针,并依据图形特点,对其走针程式进行微调,绣出平

挑和斜挑的效果。
表2 连南瑶绣刺绣花版

名称 (1)盘王印绣花版 (2)男人纹组合绣花版

图例

名称 (3)八角花组合绣花版 (4)大莲花纹组合绣花版

图例

3.2 与多种面料相结合

传统瑶绣的面料载体大多采用粗棉土布或棉麻

布,颜色多以靛蓝色、黑色、白色为主。从现代刺绣面

料的多样性来看,显得过于单一,不能满足当今市场需

求。以职业装中的西服面料为例,因其着装要求,需要

面料具有坚牢耐穿、爽滑、挺括、防皱、防缩水等特性,

羊毛、黏胶、涤纶就成为西服面料的主要成分。因此,

连南瑶绣作为广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和创新也应该和现代面料相结合,来丰富产品的种

类(表3)。
表3 连南瑶绣在不同面料上的刺绣创新

针法 平包针斜针 平包针平针 E字针 十字绣

图例

3.3 与多种绣线相结合

连南瑶绣所使用的绣线主要以红、黄、绿、白的丝

线或绒线为主,近几年来毛线类绣线也有所使用。虽

然操作工艺依旧按照“分股精绣”的传承技艺,但是却

没有把瑶绣的精髓与时代相结合。通过走访各大绣线

门店,发现目前的绣花用绣线在品种、形态、色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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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格各异,几乎能涵盖设计纹样图案的刺绣要求。

合理使用明度或纯度变化的绣线,并应用到同种瑶绣

图案中,不但可以将瑶绣图案呈现出全新的视觉感,还
能保留它原来的韵味。结合绣线的不同材质、光泽、粗
细等特点,并将它应用到不同风格的服装中。如职业

装中的西服,西服的风格属于正装的种类之一,故在选

择绣线时,颜色应该与传统瑶绣的颜色成同类色或邻

近色,配色原则始终保持和服装面料颜色协调;光泽度

略高于西服面料,以免喧宾夺主;绣线的成分也要和服

装面料统一。随着信息的发达,刺绣的材料也不再局

限于“线”这个材料,法式刺绣中,多以立体的珠饰、亮
片等为装饰,利用以点构成线、面的特点,来打破原来

刺绣中材料的单一性。总之,以现代刺绣工艺表现瑶

绣时,不仅要满足市场的需求,符合现代的审美,还要

加强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结合,时尚性与商业性的结合,

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结合。

3.4 与电脑绣花机相结合

瑶绣的传统工艺主要以绣娘的手工刺绣为主,工
序繁复,工期较长。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瑶绣的手工刺

绣技艺和瑶族的图腾正面临着失传的境地。改善瑶绣

的技艺操作方法,可以增加瑶绣的活跃度。以富怡绣

花软件作为载体,模仿瑶绣的针法,将瑶族图腾转为绣

花花版,结合电脑绣花机,将手工刺绣改为机绣。值得

说明的是,使用机器刺绣并不是摒弃原来的手工刺绣,

而是让瑶绣跟上时代的步伐,进入大众的视线,实现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同时,通过现代技术与审美的

激发,可以让瑶绣这门技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瑶绣

背负起这个时代赋予它的使命。

4 连南瑶绣在职业装上的应用与实践

2019年广东省春夏时装周中以“甘美瑶山·炫彩

非遗”为主题的秀场中,各个设计师推出了职业装、休
闲装、童装、时装等风格的瑶绣服装,现场精彩纷呈,把
连南瑶绣表现得淋漓尽致。纵观瑶绣在现代服装上的

工艺,多以机绣为主,配以绣娘的少量手工绣,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非遗瑶绣的产品种类。同时结

合了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将瑶绣应用于各个服装领

域中,为挖掘瑶绣的市场价值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当

今年轻的时尚设计师、服装专业的学者提供了设计的

源泉,将民族性、时尚性、商业性、实用性融入到现代服

装中。其中,值得说的是,将民族元素融入职业装中,

是此次的一大创新(图4)。随着时代的进步,原来正规

严谨的职业装,如今也成为时装设计的载体,再也不是

原来的纯结构变化,而是大胆应用了瑶绣中的图腾进

行装饰、刺绣,从视觉感、设计感、工艺等更显职业装的

精致、优雅。

(a)非遗时尚-瑶绣采风暨汇报会时装秀

(b)“甘美瑶山·炫彩非遗”非遗大使评选活动时装秀

    图4 职业装中的瑶绣应用与实践

4.1 连南瑶绣在西服上的应用难点

刺绣方法是用针将各色丝线、纱线或其他纤维在

绣料上穿刺、布线,以缝迹构成彩色花纹和图案的织物

装饰方法。中国刺绣起源很早,夏、商、周及秦汉时期

就相当盛行,以手工刺绣为主。近代在工业时代的推

动下,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导致刺绣也从原来的手工

时代进入到了工业时代,故电脑刺绣工艺取代了手工

刺绣工艺。连南瑶绣虽然一直保留着以绣娘的手工刺

绣为主,但也可以尝试使用机器刺绣代替人工刺绣。

笔者有幸参与了非遗时尚、“甘美瑶山·炫彩非遗”等
秀场中职业装组的服装设计,主要负责结合电脑绣花

机开发连南瑶绣在西服上的刺绣。在开发的过程中,

遇到了以下难点。

一是西服面料材质精密、面料硬挺,在刺绣的过程

中,如果使用常规的底衬,再加上刺绣的密度,就会让

刺绣的面料部位加厚、变硬。如果不进行满绣,对接时

图样又会不完整,进行满绣的话,裁片缝份加厚,加大

西服后期制作工艺的难度(图5)。同时,如果选择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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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衬,在绷绣架的过程中,出现撕裂、破损,致使刺绣

面料褶皱,刺绣效果移位。

二是刺绣分为绷片或粘片,这取决于绣片的大小。

西服在刺绣的过程中,如果以部件刺绣的话,有些部件

因尺寸过小的原因,无法夹至绣框上,只能通过粘贴在

绣绷上,导致刺绣的部件不够绷紧,出现褶皱等现象。

同时裁完的部件,出现斜丝,在刺绣的过程中,容易拉

扯变形,绣完后出现裁片变样,影响服装后期的效果。

如果以整布刺绣,就会出现刺绣部件过上过下等问题,

浪费裁剪材料。这些问题的出现,为开发者提出了技

术挑战。

(a)袖口刺绣     (b)门襟刺绣    (c)贴袋刺绣

图5 连南瑶绣在机绣过程中的应用难点

4.2 连南瑶绣在西服上刺绣难点的解决方法

4.2.1 西服刺绣底衬的解决方法

西服在制作上,一般都是纯面料缝制,不会有过多

的装饰增加面料的负担。因此想让绣花的花片正常缝

制,在底衬的选择上,就比较考究。常规衬用于西服的

绣花,显得过厚,因此一般推荐使用热熔衬,绣片制作

完成后,使用蒸汽熨斗将衬融掉,既不会影响绣线的松

紧,也不会影响绣片的厚度。

4.2.2 刺绣部件的呈现方式

刺绣部件的呈现方式分为绷片或粘片,绷片是指

刺绣的部件四周大于绣花框,用绣花机器上的夹子固

定面料进行绣花;粘片是指刺绣的部件四周小于绣花

框,只能使用粘胶或双面胶沿裁片四周固定。如何解

决刺绣部件呈现方式问题,有如下建议:对于单件生产

来说,建议将需要刺绣的部件排料在面料上,用划粉划

出部件的结构形态,但是不要裁剪,以整布绷片的方式

进行刺绣。这种方法比较耗时,要一片绣完后才能绣

下一片;对于多件生产来说,建议将需要刺绣的部件在

原基础上加大1cm的缝份,以粘片的方式呈现,电脑

绣花机一般是一台电脑控制多个绣花机头,可以提高

生产效率,多留出来的缝份还保障了刺绣部件的质量。

5 结语

研究了现代刺绣工艺对连南瑶绣的创新与实践,

继承和创新连南瑶族的刺绣技艺和图腾。通过连南瑶

绣与现代刺绣工艺结合的应用与实践,归纳了连南瑶

绣与电脑绣花软件、现代面料、现代绣线、电脑绣花机

等相结合应用。通过运用现代刺绣工艺将连南瑶绣呈

现在职业装中,以工艺精细的西服为例,总结出在西服

上运用连南瑶绣设计的难点和解决方法,拓宽了瑶绣

的应用领域。因此,希望文中的研究能对连南瑶绣在

现代刺绣工艺上的应用与实践提供依据,通过电脑刺

绣模仿出手工刺绣技艺的特点,提高刺绣的效率,将民

族性与时尚性相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相结合,有利于

保护和传承连南瑶绣,有利于将非遗文化遗产发扬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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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ResearchandPracticeofLiannanYao
EmbroideryBasedonModernEmbroideryTechnology

———TakingProfessionalWearasanExample
XUXi-ping1,ZHANGYan-hui2,SUNEn-le3

(1.BusinessSchool,DongguanTechnicianCollege,Dongguan523000,China;

2.DepartmentofFashionDesign,DongguanTextileandClothingSchool,Dongguan523000,China;

3.Garment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Center,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510000,China)

  Abstract:TheLiannanYaoembroideryskillswereprotectedandinheritedthroughmodernembroiderytechnology.Thecomputer

embroiderysoftwarewasusedtopresentthedesignofYaoembroidery.Combingwithmodernembroiderysoftware,fabrics,embroi-

derythreadsandcomputerembroiderymachine,theLiannanYaoembroiderypatternwaspresentedontheclothing.Itnotonlypres-

entedanewvisualsense,butalsoretaineditsoriginalcharm.Basedontheapplicationandpractice,LiannanYaoembroiderywas

combinedwithprofessionalclothing.Throughpractice,thedifficultiesofLiannanYaoembroideryinmachineembroideryoperation

weresummarized,andsolutionswereputforward.Itwasintendedtopromotetheinnovative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ofmodern

embroiderytechniquestoLiannanYaoembroidery,soastogetanewinheritancemethod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Keywords:modernembroiderycraftsmanship;handembroideryofYaonational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ccupational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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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GarmentIroningTechnology
ZHANGZhi-yong1,CHENJian2,*,WANMing1

(1.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College,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2.ZhejiangTextile&FashionCollege,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Theresearchstatusofironingtechnologyanditsdevelopmentathomeandabroadweresummarized.Clothingironing
technologywasclassifiedaccordingtomanualironingtechnology,flatironingtechnologyandthree-dimensionalironingtechnology.

Theironingprocessandcharacteristicsweresummarized.Themainproblemsexistingintheironingprocesswerepointedout.Thede-

velopmenttrendofclothingironingtechnologywasprospected.

Keywords:ironingprocess;handironing;flatironing;stereoscopicfinishing


(上接第25页)

MicrobialDegummingofApocynumFiber
WUJin-yun,RENYan*,HUANGHao

(CollegeofTextiles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aerobicmicroorganismBacillussubtiliswasusedfordegumming.Thedegummingrateofhempskinwastakenas

theevaluationindexofdegummingeffect.Throughsingle-factorexperiment,theinfluencesofdosageofdipotassiumphosphate,ini-

tialinoculationamount,degummingtimeanddegummingtemperatureondegummingeffectwereinvestigated.Theinfluencesofdif-

ferentpretreatmentmethodsondegummingeffectwerediscussedunderbettertechnologicalcondi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the

optimalprocessconditionsweredipotassiumphosphate6g/L,initialinoculatingamount10%,degummingtime24h,degumming
temperature37℃.Pretreatment(pre-waterimmersion,pre-acid,ultrasonic)hadauxiliaryeffectonmicrobialdegumming,andthe

pre-acidtreatmentwasthebest.

Keywords:microbialdegumming;apocynum;processoptimization;chemicaldegu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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