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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熟花边是常熟市著名的手工艺珍品,以“雕”见长。常熟花边的针法技艺本就有工艺美基础,通过扣针、扣

雕针、包针、抢针、游针等针法技艺的混合运用,使得常熟花边的文化艺术不断繁荣发展。分析了花边图案的色彩搭配与

应用,以单色绣、色绣、贴绣为研究基础,认为在面料、图案、构成、颜色、针法等方面需要相互协调、整体发展。

关键词:常熟花边;非遗;针法技艺;色彩

中图分类号:TS935.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356(2020)06-0033-05

收稿日期:2020-02-29;修回日期:2020-03-04
基金项目:常熟理工学院2019年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常熟

传统雕绣花边在服饰设计中的融合运用》
作者简介:秦嘉莉(1998-),女,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服装与服饰设计。
*通信作者:任丽红(1970-),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服装版型与传统

服装设计,E-mail:rlhcc@sina.com。

  常熟花边又称抽纱,是刺绣的一种,原是欧洲的一种

手工艺品,实为一种有图案的、装饰性的镂空织物,一般以

棉线、麻线、丝线或各种织物为原料,经过绣制或编制而

成。由于它多用于服装镶边,汉语译为花边,实际应用远

不止镶边一种。抽纱一词,原指对于底布的一种工艺处

理,即按照设计好的图案抽去布料上的经线或纬线后,再
绣制成镂空的装饰花纹,或是在棉麻布料上绣花、贴花、雕
嵌制成相应的台布、窗帘等产品加以点缀。

常熟花边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坚持民间传统

刺绣技艺的基础上又博采众长、改革创新,创新性地推

出了新针法、新针艺,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加夺目光彩,
熠熠生辉,充分展现了这一传统工艺美术的技艺之美。
常熟花边品种丰富、针法多样,既有传统品种如抽丝花

边、雕绣花边、贴布花边等,又有创新品种如曲带花边、
钩针花边、特丽纶影针花边、网绣花边等。花边工艺的

图案纹样,受技艺制作、材质等方面严格要求,须对自

然形象加以提炼概括,使之更集中、典型、完美、生动,
以达到细腻精巧、流畅柔美的艺术效果,体现婉约精

致、柔情优雅的江南特色。花边针法以“雕”见长,在雕

上用足功夫,下狠功夫,形成了独特的浮雕、镂雕技艺,
并随之而产生了“雕绣”技法,所“雕”图案主题鲜明、色
泽明快,使常熟花边别具一格,美名远播。

如图1所示,这是一件以浅绿色的棉料作为打底,
外叠一层手绣常熟花边的改良旗袍的局部。如今的常

熟花边,历经百年沉浮,与其他精美艺术品都在巧妙地

进行着艺术结合。

图1 手绣旗袍花边

1 针法技艺

常熟花边的主要刺绣方法是手捏雕绣,不像其他

传统刺绣那样使用绷架,它类似于手工缝纫的方法,左
手把绣花的花边拿在手里,右手用绣针进行刺绣,这样

的好处主要是携带方便,不用复杂的场地,在任何空余

时间都可以操作;其次绷绣是2针,捏绣只需一针完

成,所以速度快,成本低。

扣洞

编结
包针

游针

扣针

扣雕针 包针

扣雕针

游针 抽丝

图2 绣品针法

常熟花边的主要针工技艺有:扣针、扣雕针、包针、
游针、切针、环针、打子针、绕针、影针、绞绞针、柳条针、
羽毛针、克丝针、珠针、各种抽丝针、万缕丝针等。

扣雕针、万缕丝、钩针、曲带、网绣的镶嵌工艺绣制

后,在背面将布用小剪刀绞去底布,呈现雕缕效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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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花边中又一特殊的工艺。
如图2所示,一件完整的手工花边绣品从无到有,

均包含了数种针法。花边的针法,不是每幅图案上都

要应用的,必须根据图案要求、材料、价格档次,合理运

用。图案纸稿是平面的,而实样的效果由于这种针法

的交错运用,产生出明暗虚实的变化,充满了立体的效

果。

1.1 扣针

扣针(图3)是花边针法中最基本的针法之一,具有

坚牢、挺秀的特点,常用于花纹的轮廓和主要结构线、
边纹、拼接等。根据纹样的宽窄,绣法上有所变化,如
阔扣、指甲扣、分脚扣。它适宜表现花瓣叶片自然翻卷

的形态,指甲扣则常用于高档产品的花蕊边缘。

图3 扣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2 扣雕针

雕绣(图4)是常熟花边的特色。有雕就离不开扣

针,扣针与雕结合,即为扣雕针,是花边工艺中特有的

一种表现手法,常用来构成纹样,衬托花型,起到明暗

呼应的效果,亦能起到整体图案联结的骨架作用,使
花、叶舒展而富有变化。镶针扣、扣牛鼻耳旁步、钱眼

旁步、蜘蛛旁步、鱼鳞旁步、六角眼旁步、丁字旁步、工
字旁步、人字旁步、梅花旁步、直旁步,都属于扣雕针。

图4 扣雕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3 包针

包针(图5)是花边针法中最常用的传统针法。常

用于表现主花、花瓣、花叶的轮廓,如表现菊花富有强

烈的立体感,包圆粒和包梅花,则可以起到突出主花的

作用。包针中有普通包针、尖头包花、草头包花、包鱼

眼、分脚包花、包方粒、斜包、包葡萄等,共同特点是美

观、精巧、丰满、立体感强。包葡萄绣制时,先绣一层底

线,显得更为丰满,给人一种果实累累的美感;包鱼眼

在包圆粒的外围,绣上一圈游针即显现出鱼眼形效果。
包针名称不一,但基本技法相同,只要因艺施针,就能

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

图5 包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4 游针

游针(图6)适宜表现花瓣、花脉、叶茎、叶片的细巧

部分,与主体起联结的作用。有时表现小花的折枝,与
其他针法结合应用较为常见。反手游针,主要表现在

技法区别上,前者显得细巧,后者表现粗壮。

图6 游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5 打子针

有小打子、大打子、铺绒子之分,共同的特点是细

巧、美观,主要区分在绣制时疏密之分;轻工品的花蕊

有时以小打子来表现,重工、精工品的花蕊、叶片以铺

绒子表现合适,以增加形象的明暗质感(图7)。

图7 打子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6 影针

影针(图8)亦称影子针、反网针,它精致、飘逸,适
用在特丽纶、精纺、涤棉等布丝细密、质地薄而有一定

透明度的原料上。采用秀丽活泼的自然纹样及装饰图

案,配上色绣可显现出秀色,并产生浮雕的艺术效果。

1.7 抢针

抢针(图9)亦称掺针、平绣,适用于彩绣主花,以退

晕方法配制色彩,可使主花突出;如与贴花相结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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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丰富色彩效果;与影针结合,能增加明暗层次的对比

变化。

图8 影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图9 抢针(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8 抽丝

抽丝针法(图10)较多,有小抽丝(亦称筛子眼抽

丝)、大抽丝(亦称桂花眼抽丝)、方格抽丝、一号抽丝、
二号抽丝、百脚抽丝、叠旁步抽丝、箕边抽丝、直旁步抽

丝、斜旁步抽丝、单线六角眼抽丝、井字抽丝,特点是细

巧、美观。
抽丝在花边图案中起连接作用,或应用于较大面

积的图案和边饰。如用于花瓣、花蕊、单片花、叶片之

中,突出和附丽主花,也用于图案的骨式、花边幅宽的

拼接,亦与包针、切针、扣针等综合运用,能起到纹样层

次分明、秀丽丰富的效果。

图10 抽丝(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1.9 编结

各种编结制品(图11),因制作工具、材料、方法不

同,有着各自的艺术效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图案倾向

于变形,装饰性很强。因此,这类产品的图案设计时,
花形要简练规整,不能太写实自然。构成形式一般以

均齐法则处理,花形不宜过小。带子花边要根据带子

的宽度来处理图案纹样。弧度太小、太挤使带子盘不

转、弯不圆;距离要均匀、不重叠、联得起、少接头。点

缀性的钩针镶嵌、钩针块形变化不宜过多,要有明显的

区别,便于镶嵌。万缕丝的图案也要注意花形的大小

区别。由于花边的布料质地不同,针工的应用要因材

施艺。

图11 编织(针法顺序从左至右)

由表1可以得出,常熟花边的主要针法有扣针、扣
雕针、包针等,同时还有抽丝、编结等装饰应用,针法之

间搭配使用的现象极为普遍。因此图案设计人员必须

熟悉针法,懂得并学会针法,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各式针

法的艺术表现力。
表1 花边内容与针法关系

花边内容 针 法

主 花 包针、抢针

轻巧花 扣雕针、包针、环针

花 蕊 扣针、扣雕针、打子针、抽丝

叶局部块面、花瓣 打子针、切针、编结

花脉、叶茎 游针、切针、环针

叶 包针、抽丝、游针

边纹、轮廓 扣针、扣雕针、抽丝、影针

骨 式 扣雕针、环针、抽丝

镂空图案 扣针、扣雕针、编结

2 配色分析

各种工艺品,由于品种、物质材料及使用场合不

同,色彩的应用也因此不同。花边是我国传统的出口

商品,销售地区很广,中东地区喜欢鲜艳些的色彩,欧
洲一般倾向于淡雅文静的色彩。花边大部分以白色、
米黄色等单色为主,洁净而素雅,但也有一定比例的色

绣、色贴绣。
色绣的花边品,一般有远看色彩很文雅,近看色彩

不艳俗的特点,给人视觉上的舒适,具有雅中寓艳的特

色。

2.1 单色绣

单色绣就是以一种颜色绣花(图12)。花边布料的

色彩,主要以白色、米黄、士林米黄为主。除此之外,还
有各种浅色布,如粉红、淡黄淡绿、淡蓝等;各种深色

布,如深红、深赭、深绿、深蓝色等。单色就是在这样的

底料上进行绣制。绣花线的色彩种类很广,但用于单

色绣的,除白色、米黄色、杏灰色为主外,还有各种单一

的色线,如淡黄、淡绿、粉红、淡蓝等颜色。
单色绣的配色比较单纯。由于花边的针法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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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能通过各种针工的应用,反映出不同的明暗层

次,丰富了单色绣的色彩效果。这是花边工艺上的独

到之处。

图12 单色绣

2.2 色绣

色绣图案与单色绣的要求不同,一定要强调主题

突出、层次分明,一般以能解决一定块面的针法表现,
如掺针、包针、影针等。配色时,要有一种主色为统调,
不然就会出现五花十色,使人眼花缭乱。在花边的配

色上,常因鉴赏人的年龄、性别、习惯、文化程度、民族

以及某种特殊原因的不同,对色彩会有不同的看法。

2.2.1 同种色的配合

用一种不同深浅的颜色配置在一起,如红色有浅

色、中红、深红配合在一起。由于色相相同,只有明度

的差别,因而能取得调和的效果。

图13 同种色配色

如图13所示,图中花朵花瓣的深蓝色、天蓝色、浅
蓝色、冷白色搭配,同种色不同明度的搭配具有动感。
包针的运用,其起针落针均卡在纹样边缘,针脚排列紧

密与底布匀称,色彩搭配丰富,根据明暗深浅在明度上

富有不同的变化,使色彩过渡清晰明了,画面具有层次

与节奏,更能表现图案的动感与宁静。

2.2.2 类似色的配合

凡色相相似色轮上90度左右的色彩配置在一起,
因都含有同一色的成分,有类似之处,也能取得调和效

果。如花边上的米黄布底,配上红、红橙、橙色,因都含

有红色,性质相似,所以色彩调和。

图14 类似色配合

如图14所示,图中深绿色、草绿色、淡黄色搭配,
形成类似色配色。以图14上的植物花边为例,叶茎和

叶片的颜色根据层次变化,颜色均有变化且过渡缓慢

柔和,针法针边整齐,层次清晰,批批匀净;颜色的深浅

变化成并列块面。花边针迹的分批与纹样的结构色彩

相结合,每一片叶子的色彩都有变化,色泽转换柔和。
这种由浅到深或者由深到浅的类似色配色,具有统一、
柔和、耐看的特点。

2.2.3 对比色的配合

花边上对比色的配合,往往采取把其中的某一色

纯度减弱或把所有的各色纯度同时减弱;另一种方法

是,两个对比色并置时,明度不能相等,配色的面积大

小也不能相等,要突出一个主色调。亦可用白线或灰

线缓冲整体,取得调和效果(图15)。

图15 对比色的配合

图15中绣制的主花、叶片以草绿色、淡紫色、深紫

色的搭配,绿与紫是对比色的配色,画面活泼鲜亮。但

因色相相差较大,必须变化纯度与明度增加色彩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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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用白线或灰线缓冲整体,取得调和效果,以促进

色彩调和。针的针迹走向紧密,针边整齐,层次清晰。
精细简练的针法所绣制的包圆粒,粒粒相同分布均匀,
在整幅作品中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2.3 贴绣

贴绣(图16),又称贴花或贴布,是花边工艺中的另

一个处理手法。从色彩的处理上,一般有素色贴,如白

布底淡彩贴或淡色布底上白贴,也有多色贴布绣。20
世纪70年代开始更丰富了贴绣,有大红布底白贴绣,

白底贴大红大绿贴布。处理贴绣,要求注意整体构图,
突出主题;色彩要有统调,以明快、洁净、雅丽为原则。

图16 贴绣

表2 花边图案与配色关系

图 案 主 花 次 花 叶 子 配色关系

橙色(2):

黄色(2): 蓝色(2): 绿色(2): 类似色
对比色

红色(1):

黄色(2):

蓝色(2):

黄色(1): 绿色(2): 类似色
对比色

棕色(1): 黄色(1): 绿色(2): 类似色

橙色(1):

黄色(1):

橙色(1):

黄色(1):

棕色(2):

绿色(1): 类似色

橙色(2):
蓝色(2):

黄色(2): 绿色(2): 类似色
对比色

粉色(1):

橙色(1):
蓝色(1):

绿色(1): 类似色

赭石(1): 棕色(1): 绿色(2): 类似色

黄色(1):

橙色(1):

蓝色(1):

红色(1): 绿色(1): 类似色
对比色

黄色(1):

橙色(1):
绿色(2):

类似色

  由表2配色整理可以看出,花边图案与配色多以

类似色和对比色为主。首先,常熟花边的选色区域较

为广泛,但大多数底色以白色米、黄色单色为主,洁净

而素雅。一定比例的色绣、色贴绣中,配色很文雅,近
看色彩不艳俗,给人视觉上的舒适,具有雅中寓艳的特

色。通过表中的图案可知,主花一般使用橙色与黄色、
红色与橙色等类似色,来表现出花卉的活泼、雅致统

一。同时,配上绿色或蓝色与之形成对比,突出饱满、
华丽明快的风格。各类颜色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下转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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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StaticElectricityinAirPurifiers
CHENYang1,QIANYao2,*,LIJun-xi2

(1.NorthbellCosmeticsCo.,Ltd.,Zhongshan528427,China;2.SchoolofTextileMaterials

andEngineering,WuyiUniversity,Jiangmen529020,China)

  Abstract:Theapplicationformandprincipleofstaticelectricityinairpurifierswereintroduced.Theapplicationofairfiltermate-

rialscombiningstaticelectricityandfiberfiltrationinairpurifierswaselaborated.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electricfield-enhanced

fiberfiltrationtechnologywereanalyzed.Theapplicationprospectanddevelopmenttrendofelectrostaticfiberfiltermaterialsinthe

fieldofairpurificationwerepointedout.

Keywords:airpurifier;staticelectricity;fiberfiltermaterial;polarization;electret


(上接第37页)

3 结语

“七溪流水,十里青山”滋养下的常熟花边,历经百

年沉浮变迁仍倔强屹立,它那优美的图案、巧妙的针法

和细腻精致、变化多端的艺术手法不能不令人叹服。
常熟花边技艺要求手法细腻、针法娴熟、构思精巧、颜
色和谐,既要坐得住又要绣得快还要图案美,在一针一

线的穿插游走中,在钩织雕扣的腾挪跳跃中,一幅幅精

美的花边作品次第呈现在世人眼前,在满足人们装饰

实用的同时,也让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常熟花边在

常熟扎根、发展壮大,历经百年,成为常熟民间手工技

艺高超的佼佼者和代表者,是常熟一道亮丽的城市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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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NeedlingSkillsandColorMatchingofChangshuLace
QINJia-li,RENLi-hong*

(ChangshuInstituteofTechnology,Suzhou215000,China)

  Abstract:ChangshulacewasafamoushandicrafttreasureinChangshucity,whichwasgoodatcarving.TheneedleworkofChan-

gshulacewasbasedonartisticbeauty.Throughthemixeduseofthetechniquesofbuckleneedle,bucklecarvingneedle,wrapneedle,

snatchneedleandswimneedle,thecultureandartofChangshulacehadcontinuedtoflourish.Thecolormatchingandapplicationof

patternsonlacewereanalyzed.Basedontheresearchofmonochromeembroidery,colorembroideryandpatchembroidery,itwasbe-

lievedthatthefabric,pattern,composition,color,stitchandotheraspectsneedtobecoordinatedanddevelopedasawhole.

Keywords:Changshulace;non-legacy;needlingskill;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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