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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传统手工钩编、传统手工棒针编织、传统手工编结及其他编织工艺的特点,探讨编织工艺在现代家装

饰品中的应用现状,探寻传统编织工艺与现代家装饰品审美的契合,以期为传统编织工艺的传承和现代家装饰品的创新

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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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居家室内装饰的要求越来越高。快节奏的生活

状态下,在钢筋混凝土的冷漠建筑中,在棱角分明的室

内环境中,人们越来越向往自然柔和的生活环境、返璞

归真的生活状态和怀旧温情的生活方式。而传统手工

编织工艺作品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温暖的装饰风格和

复古的时尚感备受人们的欢迎与喜爱,被越来越多地

应用于家居装饰品中。
传统手工编织是起源于上古时期原始人类渔网编

结的古老手工艺,是我国民间常见的手工艺形式,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是一种将长条带状之物通过互相缠绕、交错、钩连等

方法组织成形的动作或过程[1],创造的作品传统复古、
柔和温情、花样百变。传统手工编织工艺自产生以来,
一直被运用于现代服饰、家居用品和纤维艺术。本文

分析了传统手工编织工艺中的手工钩编、手工棒针编

织、手工编结及其他编织工艺的特点,并通过实例对传

统手工编织工艺在现代家装饰品中的应用进行了说

明,找寻传统编织工艺与现代家装审美的契合点,为传

统编织工艺的传承和现代家装饰品的创新研发奠定一

定基础。

1 传统手工钩编工艺在现代家装饰品中的应用

1.1 传统钩编工艺分类

钩编是一种采用不同型号的钩针工具,将线编织

成线圈结构的工艺技巧[2]。织物的艺术风格和创意性

较强,是任何机械产品都代替不了的手工艺术品。传

统钩编工艺包括基本针法和变化针法。基本针法是钩

编织物常用针法,包括锁针(或辫子针)、引拔针、短针、
中长针、长针、长长针等,基本针法编织的织物比较平

整,经过针法之间的穿插交错能呈现出不同的肌理效

果。变化针法是指在基本针法的基础上,通过组合变

化而得的针法,包括枣形针、爆米花针、狗牙针、交叉针

等针法,变化针法织物相较基础针法织物立体感更强,
图案变化更丰富[3]。

1.2 应用分析

近年来,编织风再次流行,尤其是祖母方格风格的

编织,大到国际T台,小到家庭装饰,好像全世界的人

们都迷恋上了这件小小的方块。祖母方格原名“A
patchworkofsquares”,意思是拼凑的方格,类似于拼

布,借助于钩针工具把不同颜色的毛线从线状织物钩

编成具有立体感的装饰品,具有浓烈的艺术气息。如

图1中的祖母方格抱枕,用暖色系的颜色来调节冷色

系的空间氛围,给一片白色、安静的空间增添了一些乐

趣和活泼的色彩,既鲜艳又不张扬,既具美感又具特

色,带给人舒心和温暖。在充满现代感的室内装饰中,
有一点传统的小风格,能够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

觉效果。如图2穿上“毛衣”的椅子,在浓浓的北欧风

格里,不仅有浓浓的怀旧情结,小清新的温暖感也油然

而生。生活不仅是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态度,钩编家

装饰品,通过细节的平面或立体造型、动物或植物图

案,在增加物体本身装饰性的同时,也彰显着人们对温

暖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钩编作品在家装饰品中的另一个广泛运用是儿童

房的布置,在儿童房“轻装修、重装饰”的家居装饰理念

的指引下,很多父母会选择手工钩编玩具来装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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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因为钩编玩具都是采用柔软的毛线纯手工钩编而

成,安全系数极高。其实,钩编玩具作品不仅是一件玩

具,更是孩子学识启蒙的重要教具,它既可以美化家居

展现生活艺术,又能满足儿童家居的装饰性、环保性和

实用性。如图3,钩针编织的汽车玩具采用橙色、黑白

对比色,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培养孩子看图识物的

感性认识、立体认知感,以及对未知事物认识的探索性

和创造性[4]。

图1 钩编祖母方格抱枕

图2 钩编坐垫

图3 钩编玩具

2 传统手工棒针编织工艺在现代家装饰品中

的应用

2.1 传统棒针编织分类

棒针编织是运用一根或者几根棒针,将线排列成

线圈,通过线在棒针之间交叉、穿梭而形成织物的工

艺。其有基本平针、螺纹针等基本针法,以及在基础针

法之上演化而来的多种变化针法,如麻花针、镂空针

等,这些变化针法的疏密、凹凸感更为明显,通过针法

的变化也会给人一种不同的触感[5]。

图4 棒针编织靠枕

2.2 应用分析

沙发靠垫是家居装饰中不可或缺的设计元素,它
常常灵活的搭配沙发的任意角落,调整人的坐姿,能够

使人处于一个相对舒适的状态。如图4棒针编织的企

鹅靠枕,仅采用简单的平针技法搭配简单的黑、白、红
色即可勾画出可爱的动物形象,具有一定的立体感和

柔软舒适度,造型饱满而挺阔,以其完美的触感和质

感,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和品味,营造一种简约而不简单

的生活状态。

3 传统手工编结工艺在现代家装饰品中的应用

传统手工编结是通过双手将一根或几根绳线交

叉、组合而产生织物。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不仅是整

洁美观的,更应该是一个让人们释放感情的场所。一

件好的装饰品能给人的内心带来柔和和平静。如图5
手工编织的奥黛丽·赫本编结壁挂,以纤维艺术的形

式呈现,采用的线质比较细,呈现出的成品效果细腻、
精致,整体的效果比较简约,但是却把人物的神态表现

得淋漓尽致,也体现了赫本的独特魅力。除了壁挂外,
传统的手工编织也可与现代的家具相结合。如图6手

工编结桌旗,编织方法的不同也会给人不同的视觉效

果,相对于图5来说就会显得比较粗犷,摆放于棱角分

明的方桌上,融合方桌的棱角,以一种自带的语言来凸

显自己的装饰风格,同时借以古朴自然的色彩,营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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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宁静安谧、温馨、朴实的的氛围,彰显着居住者恬静、
质朴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6]。

图5 手工编结壁挂

图6 手工编结桌旗

4 其他手工编织工艺在现代家装中的应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毛线球编织工艺,它是一种不

借助任何编织工具而对编织材料直接创作的工艺。它

没有钩针编织的小巧细致,也没有棒针编织的潇洒自

由,但它却有其独特的造型和风格。
如图7毛线球与干树枝组合而成的装饰花,圆润

蓬松、色彩淡雅的毛线球与几枝枯枝搭配构成一束低

调优雅的装饰花。毛线球就像几个不听话的球球爬到

枯树上玩耍一样,为干枯无趣的枯树枝增添了几分活

泼,在白色冷静的花瓶和苍白的墙壁之间开辟一方自

己的小天地。这种毛线球工艺构成的装饰花,不仅环

保,而且持久,摆放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是一

件很好的装饰品。它虽然没有自然花朵的芳香四溢、
色彩艳丽,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低调而不失时尚。

图7 毛线球装饰花

5 结语

从远古到现代,古老的手工编织艺术,陪着人们走

过了漫长的历程,从最初的用绳子打结记事,到现在的

高级设计,这种特有的温度感和人性化的手工工艺,具
有机械化生产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提倡环保、“轻装

修、重装饰”的时代理念下,将传统手工编织工艺应用

于现代家装饰品中,既能使传统、古老的工艺传承下

去,也在一定程度为现代家装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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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00429336C相同,但权利要求保护由该方法和设

备制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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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flashspinningtechnology,therelatedpatentsofDuPontCompanywereanalyzed.Thedevelopmenthisto-

ryandrecentresearchprogressontheselectionofsolventandpolymerduringflashspinningandrelatedtechnicalmeansonhowto

improvethebarrier,permeabilityanduniformityoffibermeshwereco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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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eaturesofhand-crochet,hand-madebarknitting,handknittingandotherknittingtechnologywereintroduced.

Theapplicationofknittingtechnologyinmodernhomedecorationwasdiscussed.Thefusionoftraditionalknittingtechnologyand

modernhomedecorationwasexplore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inheritanceoftraditionalknittingtechnologyandinnovativedesign

ofmodernhomedec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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