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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间高底弓鞋形制及制作工艺的研究
王志成，崔荣荣，牛

犁

(江南大学 a.纺织服装学院；b.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为考证中国清末民间高底弓鞋形制与制作工艺，
通过整理、测量与分类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

习馆藏 28 双保存完好的清末高底弓鞋实物，发现其形制丰富多变、结构严谨规范，制作工艺统一讲
究。为深入研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B 类高底弓鞋，对实物标本进行拓取和测绘，并结合文献记
载，参考前人经验，在进行多次保护性拆解与复原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得出一套实际可行的制作
工艺。最后将高底弓鞋放在“清末”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解读其自明末清初诞生以来至
清末民初逐渐没落的历史变革，指出高底弓鞋是中国制鞋传统里专为缠足妇女设计与制作的特征足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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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d making process of folk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in
late Qing Dynasty
WANG Zhicheng,CUI Rongrong1,2,LIU Li1,2
(a.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b.Jiangs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and making process of folk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in late Qing Dynasty, 28 pairs of well preserved folk high -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in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Folk Costumes Museum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ad been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ir
shapes were rich and varied, their structures were rigorous and standard,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ere
unified. For further study, the type B of high -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had been taken 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shoes has been copied and measured according to referenced records and previous production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repeated practice of protective disassembly and restoration, the paper had
summed up a set of practical production process. Finally, the paper had put the folk high -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into the ‘late Qing Dynasty’which was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 studied th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high -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were special shoes which were designed and mad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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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binding wome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hoemak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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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降，随着我国缠足风俗发展到极
致，作为其衍生服饰品的高底弓鞋（也称“木底

三角形，
Ｅ 类近似平行四边形。藏品取样详细分
析如表 １ 所示。

弓鞋”
）也开始进入鼎盛阶段。民间女红把制鞋

Ａ 类高底弓鞋属于高帮中的高筒形制，帮

的焦点越来越多地投放到高底弓鞋上，设计与

高在 １８ｃｍ 左右，
因此也称“缠足靴”
。如图 １ 所

制作出大量设计巧妙、形制独特和手艺精湛的

示，此鞋前帮高 ２１ｃｍ，后帮高 １８ｃｍ，属前高后

高底弓鞋。这种制鞋热潮一致持续到清末，时

在 ３０ｃｍ 左右。其帮面与
低型。鞋口围度较大，

至今日，国内外从官方保存到民间收藏，依然

鞋底由明绱而成，这种工艺即可降低缝制难

可见一些保存完好的清末高底弓鞋传世实物。

度，
也能显形制窄小瘦美。底部件轮廓圆润，
相

但是目前立足高底弓鞋物态的研究成果，疏于

Ｃ、
Ｄ 类，具有长度短、宽度窄、坡度大的形
比 Ｂ、

以实证方法进行有关形制与工艺方面的数据采

制特征，其长度不足 ２ 寸，与高筒搭配，整体形

集和制图考案等实验科学研究，缺少更多科学

制呈现上宽下窄的特征，是缠足风俗发展鼎盛

指标性的研究成果 ［１］，因此本文聚焦清末高底

时期的典型产物，
常见于北方中原地区。

弓鞋，
经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实验操作，
对其形
制、
结构与制作工艺开展探索性的实践研究，
初
步还原出清末高底弓鞋的设计与制作过程。

１ 清末高底弓鞋的形制
弓鞋底的高度为内底、跟体和外底三者累
加之和。通过对弓鞋实物大量的数据采集分
析，
并结合现代制鞋理论，
定义底高≥３ｃｍ 者为
高底弓鞋，
且底高一般不超过 ４ｃｍ。清末高底弓
鞋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取样藏品共计
２８ 双，
据外观形制特征划分为五类。其中 Ａ、
Ｂ

Fig.1

图 1 清末 A 类高底弓鞋形制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ype A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Ｂ 类高底弓鞋是北方齐鲁、中原地区常见

两类高底弓鞋帮高≥８ｃｍ，属高帮形制，鞋帮外

形制。其帮面形制与 Ａ 类相似，表现在鞋翘形

观轮廓近似梯形；
Ｃ、
Ｄ、
Ｅ 三类高底弓鞋帮高＜

制、鞋口镶边、滚边工艺及后帮鞋口处锁扣处

Ｄ 两类鞋帮廓形近似
８ｃｍ，属低帮形制，其中 Ｃ、

理的一致性，
不同之处在于降低了帮高。另外，

Tab.1

分类
编号

表 1 清末高底弓鞋藏品取样分析
Sample analysis of folk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in
late Qing Dynasty

如图 ２ 所示，
Ｂ 类鞋底前呈小圆弧，后呈大圆弧

参考尺寸 ／ｃｍ
款式

材料

长度 宽度 高度

数量 ／ 双 百分比 ／％

Ａ

高筒翘头 缎面 １５．０ ４．９ ２１．５

２

７．１

Ｂ

高帮翘头 缎面 １５．５ ４．５ １４．５

６

２１．４

Ｃ

低帮卷头 缎面 １３．１ ５．０ １０．５

８

２８．６

Ｄ

低帮不翘 缎面 １４．９ ４．３

８．４

５

１７．９

Ｅ

低帮翘头 缎面 １３．１ ４．１

７．９

７

２５．０

注：
表中材料指高底弓鞋帮部件面料。帮里、内底、外底及跟
体面料多为棉质。内置跟体为木制，且以柳木为主。

Fig.2

图 2 清末 B 类高底弓鞋形制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ype B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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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属典型的“卵型底”
。鞋底底形即仰视鞋底

Ｄ 类近似，但是
的拼接形制。后帮形制则与 Ｃ、

呈现的轮廓形制，是决定弓鞋宽窄、尖圆和肥

后倾程度较大，
并在鞋口后处设置三角形的
“切

瘦的基础。

。针对鞋底，
不管是侧视还是仰视视角下的
角”

在近代民间弓鞋藏品中，占比较大的 Ｃ 类

形制都与 Ａ 类基本一致。并且，
Ｅ 类与 Ａ 类一

高底弓鞋（图 ３）是鞋尖上翘程度最大的形制

样，
是五类高底弓鞋中，
鞋长尺寸最小的形制。

之一，被称为“卷翘”。规制相对统一：高度约
４．８ｃｍ，卷起的圆直径 １．０ｃｍ，常与低帮形制搭
配设计，形成前低后高的三角廓形。其底形制
与 Ｂ 类相似，对比 Ａ 类显得棱角分明。此外，不
同于 Ａ、Ｂ 两类，其帮部件缝合工艺为前帮明
缝，后帮暗缝。

Fig.5

Fig.3

图 3 清末 C 类高底弓鞋形制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ype C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Ｄ 类高底弓鞋（图 ４）形制明显与前三类不
同，仰视视角下的鞋底底形呈前尖后圆的“水
滴形”
，俯视下的鞋身则呈现前尖后小圆的“橄
，
是“三寸金莲”
弓鞋代表形制之一。并且
榄形”
与其余四类不同的是其鞋尖不仅不上翘，反而
随鞋口弧线向下屈曲，而前帮处的缝合也是独
有的锁边工艺。

图 5 清末 E 类高底弓鞋形制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ype E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因此，清末民间高底弓鞋在底部件与帮部
件上均表现出丰富多变的形制特征。并且，不
同的鞋帮配不同的鞋底，即二者形成了一一对
应的搭配关系。基于此，
清末民间多变化、
规范
化的高底弓鞋积极地适用着缠得不同弓足形
态的妇女，
以及满足她们不同的审美需求。

２ 清末高底弓鞋的制作工艺
虽然清末高底弓鞋的形制变化差别较大，
但各类形制的工艺却十分相似。占比较大的 Ｂ
类，组织结构相对复杂，在其工艺基础上做适
当减法或补充即可推演出其他类型的工艺步
骤，因此本文以之为例分析清末高底弓鞋的制
考虑到弓鞋不分左右形制，
研究
作工艺。另外，
只针对一只进行。
２．１ 平面结构图绘制
传统民间弓鞋结构俗称鞋样，设计者根据

清末 D 类高底弓鞋形制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ype D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图4

Fig.4

形制和尺寸，通过经验总结，把组成弓鞋的主
要裁片划在纸上，这种基于经验层面的传统弓

Ｅ 类高底弓鞋（图 ５）形制在藏品中占比较

鞋结构图绘制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为此，本

大。其前帮形制与 Ａ、
Ｂ 类近似，但鞋尖上翘程

文首先通过对 Ｂ 类实物标本进行全息数据采

度较小，而且有时会在鞋脸处设置一个三角形

集和客观复原。测量方法和手段力求专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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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０．４ｃｍ）为：①１ 号，帮面料 １６．１ｃｍ×１４．８ｃｍ；
②２ 号，鞋口镶边布条 ３１．８ｃｍ×２．６ｃｍ；③３ 号，
跟体侧面包布 １９．８ｃｍ×６．８ｃｍ；④４ 号，外底布
１１．４ｃｍ ×３．４ｃｍ； ⑤ ５ 号 ， 帮 里 料 １６．１ｃｍ ×
１４．４ｃｍ；⑥ ６ 号 ，内 底 布 １５．３ｃｍ ×５．３ｃｍ；⑦ ７
号，鞋口滚边布条 ３１．８ｃｍ×１．６ｃｍ。裁剪过程
中，在注意材料正、反面时更要注意丝缕方向，
除了帮部件面料 １ 号、里料 ５ 号是直裁，其余
材料 ２、
３、
４、
６、
７ 号都是 ４５°斜裁。此外，还需
清末 B 类高底弓鞋标本帮面、内底结构图
Master structure drawing of type B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图6

Fig.6

要裁剪制作硬衬用到的衬料 １２ 片，其中帮面
衬料 ６ 片、内底衬料 ６ 片和外底衬料 ２ 片，注

确，以拓取结合测量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测绘和

意衬料应按净样裁剪，
不留缝份。

复原其制作裁片的平面结构图。该类鞋为两片

２．３ 制作步骤

式结构，如图 ６ 所示帮面、内底结构图。贴布、

（１）糨糊及硬衬制作。糨糊是制作硬衬的

滚边、跟体、外底等其余裁片，或为矩形布条，

必需材料，也是传统民间常用的手工粘剂。其

或包裹在内置跟体表面，
不展开测绘。

做法是在研磨精细的小麦粉（或糯米、淀粉）中

２．２ 材料准备及裁片

加入适当的白矾和水，然后一起混合搅拌加热

高底弓鞋的制作工具主要有针、针锥、剪
刀、
刮糨刀、
顶针、
钳子、
木炭熨斗等［２］。

熬制成黏稠状［３］。糨糊做好后开始上浆：将帮
面、内底、外底衬料熨烫平整，分别用糨糊对其

帮面为大红缎面，镶边、滚边使用同类黑

均匀平涂，层层贴合相粘而成 ２ 片 ３ 层帮面硬

色缎料，里料采用藏青色棉平纹布，内底、外

衬、
１ 片 ６ 层内底硬衬和 １ 片 ２ 层外底，将它们

底、跟体侧面包布为白棉布，缝线为棉质白色

曝于室外阳光下晒干，
熨烫平整。此外，
民间也

股线，外加柳树木刻跟体、浆糊、棕树叶等辅

有用硬纸代替布制硬衬，
且很常见。

料。主体尺寸为 １５．５ｃｍ×４．５ｃｍ×１４．５ｃｍ，
一只

（２）帮部件制作。①前帮缝合及镶边处理，

鞋需要包括面里料和辅料约 ９ 个裁片，其示意

分别将两片鞋面的正面与正面相对，两片鞋里

图如图 ７ 所示。裁片编号及各部分尺寸（含缝

的正面与正面相对，分别用短绗针在前帮处进

(a) Cutting parts
Fig.7

图 7 清末民间 B 类高底弓鞋裁片示意图
Cut-parts of type B in high-heeled footbinding shoes.

(b) Counter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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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帮面里布缝合

(b)镶边及滚边处理

(c)后帮缝合及止口处理

(a) Face stitching

(b)Banding and edging

(c) Sewing up and locking catch

帮部件缝制过程示意图
Fig.8 Making the upper

图8

行缝制（缝份 ０．４ｃｍ），针法由右至左，以 １ｃｍ 的

（３）底部件制作。①制作内底和外底。在

２~４ 针（通常 ２．５ 针）的针距运针。缝好后分别

厚度近 ０．３ｃｍ 的内底硬衬上、下两表层上刮

翻转使各自正面朝外，先将鞋里搁置一旁待

上糨糊，然后用一面尺寸适当，也刮了糨糊的

用，将镶边布条正面沿边贴在帮面正面鞋口向

布料，由上而下顺着硬衬表面将其包裹起来，

下 １．８ｃｍ 处，用短绗针进行镶边处理。然后用

再用剪刀将多余材料修剪扔掉；然后在内底

刮糨刀在镶边布反面和缝线以上的帮面正面

的边缘进行长针距、短针脚的行针缝制，缝份

均匀刮抹一层薄薄的糨糊，再将镶边布余量向

约 ２．５ｃｍ。外底制作也是通过刮糨糊先用一层

鞋口翻折使反面与帮面贴合、另一条沿边与鞋

白棉布将硬衬包裹起来，然后在外底后跟和

口重合，用剪刀修剪鞋口布料毛纱并熨烫平

鞋头处分别纳上密集和稀疏的棉线，具体针

整。②滚边及上糨处理。将滚边布条正面沿边

脚布局如图 ２ 所示。②组合及缝制。传统民

与帮面正面鞋口对齐，用短绗针在鞋口向下

间，高底弓鞋内置跟体由专业人士用柳木刻

０．４ｃｍ 处缝合，
将滚边布余量向上翻折熨烫，再

制，非寻常妇女自己制作，根据具体弓鞋的形

沿鞋口向内翻折熨烫。将帮里鞋口处的缝份

制选购即可。选好跟体后，先在其侧面均匀涂

０．４ｃｍ 向反面扣烫，然后用缲针以直针斜线浅

抹一层糨糊，将 ３ 号跟体面料贴附在其表面

挑，
由右至左运针。滚好边后将帮部件展开，
在

并留出缝份；然后将跟体与内底拼合在一起，

帮面反面和帮面硬衬一面均匀刮糨，然后将两

并在二者之间刮上糨糊再铺一层薄薄的棕树

面沿边对齐贴合；再在硬衬的另一面和帮里反

皮，然后用短绗针借助顶针和针锥将跟体与

面刮糨并沿边对齐贴合。③后帮缝合及止口处

内底缝合。最后，将外底先用糨糊与木制跟体

理。首先将帮面和帮里各自在后帮处的缝份分

下表面贴合，再用短绗针缝合。图 ９ 示出各组

别向硬衬方向扣烫，并用缲针缝合。然后将帮

合片的组合过程。

部件的左右两片在后帮处对齐，在外面进行缝
份为 ０．１ｃｍ 的明线缝合，针法为短绗针，针脚
较短，针距较长，由鞋底向鞋口运针；至镶边处
改为套结针，针迹长约 ０．６~１ｃｍ，先横挑 ２ 或 ３
道线，再自上而下于线后插入竖线，套线上抽，
重复至横挑线长度，完成止口处理。图 ８ 示出
帮部件主要的缝制过程。

鞋底制作过程示意图
Fig.9 Making the sole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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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帮底部件相绱。绱鞋有明绱和暗绱之

且木制跟体依赖于木匠的工艺，只能购自闺阁

分，此鞋为明绱，即直接在鞋帮外绱鞋，从外面

之外。职业木匠制作标准化尺寸和形制的木跟

可以在鞋帮上看见绱鞋产生的线迹。具体工艺

和高底，再由男性商贩带着它们沿街叫卖。在

是：首先把帮部件的鞋面和鞋里下面的缝份分

清末的齐鲁、中原一带，市面上可以供应三种

别向衬料方向扣烫翻折进去；其次，对帮部件

现成高底，按销售情况，由多至寡依序为：鞋跟

与底部件进行对位，将二者在鞋尖和后跟中心

底（
“半截底”
）、鞋尖底（
“前底尖”
）以及由跟至

处用针线试缝固定起来，以防绱鞋过程中产生

尖的全底（
“通尖底”
）。高底的盛行与商业化，

错位；然后再用较粗较长的绱鞋针从右往左以

意味着在清代末期，社会追求缠足弯弓化的风

短绗针运针，把帮面、帮里、内底和跟体面料缝

尚已经趋向白热化。

制在一起过程。至此，完成木底弓鞋的制作全

清末以后，一些先进人士意识到清末以前

过程。

许多旧有的服饰习俗已经不再适合时下社会

３ 清末高底弓鞋的时代特征

发展的需求，妇女缠足因其严重影响人体的发

缠足习俗虽然至明代中期已在民间普及，

展与生产、生活需求而被视为女性自由独立生

但民间制作的弓鞋形制仍以平底为主，
１７ 世纪

活的枷锁。呼吁妇女身体解放的放足思潮开始

前的木底高跟鞋实物还尚未被发掘出来，直至

在全国各地涌现，尤其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

崇祯末年，
高底弓鞋才开始出现 。弓鞋加上高

之后，政府从法律层面由中央到地方切实进行

底之后，给时人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觉乐趣，清

强制宣传和查禁。效果开始出现，
１９１７ 年山西

初学者刘廷玑（永历七年生）称：
“鞋之后跟，铲

省长阎锡山，在初到山西随处可见高底弓鞋的

木圆小垫高，
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着地，

形势下，
厉行村治，
使得缠足之风大衰。刚刚步

愈显弓小。”高底的作用不仅在于造成视觉上

入鼎盛阶段的高底审美风尚，也随着弓鞋制作

的错觉，还在于其对弓足的适用功能美学，这

换用布底而迅速没落，而高底形制的没落也同

种向上弯曲的鞋底贴合了向上凹陷的足底，适

时宣告了缠足“金莲”
时代的终结。

［４］

应了缠足妇女的生理结构特征，某种程度上弥

可见，清末高底弓鞋的盛行创造了一个时
代的足服风尚。美国汉学家高彦颐称其为“最

补了缠足给妇女带来的生理不便。［５］
“高底”风尚兴起之后，长期引领风骚。至

后的时尚”
，认为时尚体制的变迁，重点在于使

清末，能够穿上高底弓鞋已经成为妇女缠足所

用者，而非器具。因此，
“鞋弓”如同“足弓”一

追寻的终极目标。姚灵犀整编《采菲录》载幼女

般，随着 ２０ 世纪的临近，鞋底很快实现了平坦

缠足后其“足渐尖纤、履亦渐锐渐弓，终则木底

化。弓形木跟也成为了中国制鞋传统里，最后

弓履，乃峭如菱角，完全其缠事也。”书中双琴

一种专为缠足妇女设计、制造的秀雅高底足服

女士忆：
“母见吾脚已可观，遂赶制木底弓鞋令

形制［８］。

［６］
根据缠足妇女口述，她们一般在
吾换易。”

４ 结 语

１２~１５ 岁之间，待双脚缠得“弯弓”效果后立即

如今，人们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被批判为

换蹬木制高底弓鞋。高底弓鞋是一种花俏的消

封建、落后的缠足风俗已经不复存在。弓鞋作

耗品，
表现在形制上求新求变。清代李斗《扬州

为中国传统汉族妇女的主流足服，拥有着上千

画舫录·小秦淮录》载：
“女鞋以香樟木为高底，

年的历史，尽管其是缠足陋俗的服饰衍生品，

在外为外高底，有杏叶、莲子、荷花诸式；在里

携带着明显的消极语义，但对其形制与工艺的

者为里高底，
谓之道士冠，
平底谓之底儿香。”

客观研究还是不容忽视的。高底弓鞋作为清末

设计与制作这些高底弓鞋需要花费许多精力，

缠足妇女所缝制、购买和穿着的主流形制，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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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足服的一个重要品类，更是传统制鞋工艺

2016:38.

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造物智慧

CUI Rongrong, NIU Li. Evolution of Han Folk

与法则，
是现代设计文化内涵的滥觞。”［９］传统

Costumes and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高底弓鞋独特的木制高底形制、丰富的帮面形

(1368-1949)[M].Wuha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制设计、与弓足良好贴合的结构设计以及传统

Press, 2016: 38.

优秀的手工制鞋工艺，特别在传统制鞋工艺传
承面临严峻困境下，值得现阶段鞋履研究与设
计人员去学习、
研究、
记录与传承。

[5]王志成,崔荣荣.民间弓鞋底的形制及功能考析[J].艺
术设计研究,2017(3):50.
WANG Zhicheng, CUI Rongrong. Study of Style and
Function of Soles of Footbinding Shoes

[J].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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