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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珠纹织物纹样的变迁及研究综述
胡荒静琳 a，李

斌 a, b

（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b.纺织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3）
摘 要院[研究意义]联珠纹在中国织物上应用属于胡风东渐，在西域被引进，并内传至中原地区和中国化。虽然它的流行
时间很短，但它却促进了中国后世团窠纹样结构的形成。[研究内容]文章对中国联珠纹织物纹样的变迁进行爬梳，并对
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宏微观方面的述评，
发现其在当代女装设计上还存在很大的设计空间，以期引起服装设计界重视。
关键词院中国联珠纹织物；
变迁；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院TS941.11
文献标志码院B
文章编号院2095-4131-（2020）02-0059-05

The changes of texture with linked-pearl pattern and research progresses in China
HU Huang-jing-lina,LI Bina, b
（a.School of Fashion; b.Research Center of Textile Culture,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The linked-pearl pattern was applied on chinese fabric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linked -pearl pattern in
Sassanid Empire, which was firstly introduced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spread to the Central Plains. Although it had been
popular for a short time, it ha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cluster pattern. The article elaborated the changes of linked-pearl
pattern of China, and reviewed the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of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design spa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clothing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designers’attention.
Key words: linked-pearl pattern of China; changes; research progresses

1 中国联珠纹织物纹样的变迁
联珠纹是指在一字形、圆形（包括圆弧形）、
菱形、
S 型等骨架内，将一串彼此相连的圆形或

—纬线显花技术流行。
联珠纹织物的生产技术——
笔者已作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淤。
关于联珠纹织物什么时候在中国出现，
根据

球形（包括橄榄球形）或单独或与其它图形组合

对新疆墓葬出土丝织物的考察，可在五、六世纪

形成的一种开放式或闭合式的装饰纹样，开放式

的高昌墓葬中均可发现波斯锦 （即联珠纹织物，

的联珠纹多用于建筑和器物形态上，而闭合式的

联珠纹是今人命的名，
是一种纹样骨架），因此早

联珠纹多用于织物形态上。作为装饰元素的联珠

至五世纪联珠纹织物在中国境内已出现，起初是

纹在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在陶器上了，然

从萨珊波斯引进，而后在西域特别在高昌仿制，

而在中国联珠纹用于丝绸图案则晚至南北朝时

因为自东晋十六国以来高昌日益成为西域的丝

再转入中国。之所以在
期由萨珊波斯传入中亚，

织业中心于，并不是有些研究者认为的最早发现

织物上中国联珠纹不能自源，
在于唐以前一直占

的联珠纹织

主流的经线显花技术所包涵的政治思想不允许

物是在新疆
阿斯塔那墓
葬发现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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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 6 世纪
50 年代的联
珠对孔雀纹
锦（图 1）盂 。 Fig.1

而据姜伯勤、

图1

珠对孔雀纹锦

Brocade with peacocks and homes in
pearl roun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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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敏两位先生研

的联珠纹应该是从波斯或西域传入且时间早于

究，中原地区的

571 年，因为从《隋书·何稠传》中开皇初“波斯尝

南朝梁（507耀557
年） 极有可能在
粟特人何细脚胡
主导下组织生产
图2
Fig.2

徐显秀墓北壁画的宴饮图
The banquet scene on northern
murals in Xu_Xianxiu’s Tomb

联珠纹织物

淤 57

。

献金绵锦袍，
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
逾所献者。上甚悦。”
可知隋文帝在 581 年左右让
并比波斯所献的还要
何稠仿制联珠纹的锦成功，
好。笔者可以断定隋
立国之初便可以生产

此外，中原地区

联珠纹织物了。新疆

的北朝联珠纹织

阿斯塔那 18 号唐绍

物纹样最早见于
北齐徐显秀墓
（571 年） 壁画中
对服饰的描绘。
徐显秀墓北壁画

伯墓出土的胡王牵驼
对狮纹锦 （图 5），根

据其墓葬主人死亡时
间可推断此锦为 589

年之前生产，而又根

的宴饮图 （图 2）

据
“胡王”
两字即可推

中，墓主人两侧

断是中原地区所织

端茶奉酒的侍女

造，因为“胡”是古代

长裙上，分别布

中原地区对北方边地

满了联珠纹对兽

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

和奇花异草装饰

称呼，至于是南朝还

图案，此为典型

是北朝生产的笔者认

The maidservant’s dress with

萨珊波斯风格的

为还不能确定。随后，

murals in Xu_Xian-xiu’s Tomb

纹样（图 3）。在东

唐代出土的其它联珠

壁 出 行 图 中 ，立

于牛车后紧跟着的女侍，身上所着长裙，与前述

鸭、
鸡、
花卉等中国化

宴乐图中二女侍相似，
也布满萨珊波斯风格纹样

的主题纹样，说明唐

的联珠图案（图 4）。其画作中的人物原型服饰上

代织物上的联珠纹已

图3

徐显秀墓北壁画右侧着联珠纹
服饰的侍女

Fig.3

linked-pearl pattern on northern

图 5 胡王牵驼对狮纹锦
Fig.5

Brocade with the pattern of

camels,lions and characters

‘胡王’

纹织物中出现鸳鸯、

完成了从织物引进到
技术引进和中国化的
过程。根据唐代墓葬
中织物纹 样出土情

图6

辽代中晚期的红罗地联珠
人物纹绣丝织品

Fig.6

Silk with the pattern of

linked-pearl and figures on

red Luo ground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Liao Dynasty

况，
可以断定 7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联珠纹织物纹

样逐渐被团窠纹样取代，但是联珠纹并未消失，
只是不流行了，在内蒙古辽庆州白塔出土的辽代
中晚期的丝织品红罗地联珠人物纹绣中联珠纹
仍然存在（图 6）。

联珠纹服饰纹样虽是外来纹样，具有中亚的

艺术特征，但传入我国后，被前人消化吸收成为
图4
Fig.4

徐显秀墓东壁出行图中联珠纹服饰

The dress with linked -pearl pattern on eastern murals in
Xu_Xianxiu’
s Tomb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寓意吉祥的传统纹样。联珠
纹主要表现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建筑构件、服
饰以及唐代的发髻金钗中，可在古代文献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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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劳伦斯·许《敦煌》系列作品

图8

中涉及联珠纹的设计（1）
Fig.7

The dress (1) with linked -

pearl pattern in Laurence

劳伦斯·许《敦煌》系列作品中涉及联

图 9 劳伦斯·许《敦煌》系列作品中涉及联

珠纹的设计（2）
Fig.8

Xu’
s Dunhuang Series

The dress(2) with linked-pearl pattern
in Laurence Xu’
s Dunhuang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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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纹的设计（3）
Fig.9 The dress(3) with linked-pearl pattern
in Laurence Xu’s Dunhuang Series

訛
輱
。联珠纹的出
古文物中有着大量可靠的反映榆~輦

代在内的丝织品遗物，
认为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

现和发展，对中国传统纹样的结构形式发挥着

也采用了西方一些美
吸收西方纺织技术的同时，

深远的影响，借鉴学者们对壁画及建筑装饰纹

术图案，
这里的美术图案包括联珠纹。夏鼐先生

样的应用研究，为服饰的传统纹样研究提供参

认为联珠纹是西方美术图案，
这一表述还是有问

考。2015 年春夏巴黎高级时装周上，备受国内外

题的。最早对唐代联珠纹的研究是 1983 年贺林、

一系列敦煌代表性纹样元素包括联珠纹元素的

出从金杯的造型装饰、制作工艺技术等特点看

服饰（图 7耀图 9），并对服饰中壁画的来源时期进

来，可能是盛唐至中唐时期的器皿，杯底有一圈

行了分类，
更直观地将中国纹样与西方裁剪相结

联珠纹图案。此研究拉开了唐代联珠纹的序幕。

合，是现代女装中运用传统纹样的成功案例，是

图 10 所示的文献发文量年度分布图可以清晰的

明星欢迎的劳伦斯·许发布了主题为 《敦煌》的

现代设计语言与传承创新传统纹样的完美融合。

2 联珠纹织物纹样的研究述评
（1）论文方面。

訛
輳
，
文章指
梁晓青、罗忠民的
“西安发现唐代金杯”輦

了解到，
唐代联珠纹第一篇文献发表于 1983 年，
1998耀2005 年间文献数量有波动上升，但增幅并

基于中国知网（CNKI）笔者检索主题为“联
珠纹”论文，1972耀2020 年的相关文献有 263 篇，
其中采集了以“唐代联珠纹”为主题的论文共 49
篇作为数据来源。

1）文献基本特征分析。最早对联珠纹进行研

究的是夏鼐，其学术论文“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
訛
輲
织品：
绮、
锦和刺绣”輦
载于 1963 年第 1 期的考古

学报上，
论文指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尼雅遗
址和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包括唐

图 10

基于中国知网涉及“唐代联珠纹”文献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Fig.10

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articles on linked -pearl pattern
based on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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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2007耀2011 年呈波动式上升较明显，此

年李征的“吐鲁番先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发

体上看，
中国范围内唐代联珠纹的研究文献发文

訛 ~輧
輷
訛
輰
哈喇和卓墓群发掘简报”
等輦
。这些简报对出土

后的 2014 年、
2016 年较之前有大幅的增幅。总

、
掘简报（1963-1965）”
1978 年穆舜英的“吐鲁番

量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其研究体量不大。

的文物进行细致的整理和研究，为后人研究古代

2）具体文献分析。经笔者研究大量唐代纹样

织锦纹样以及历史、工艺技术、社会经济提供了

及联珠纹的研究内容与其他同一时期的纹样一

（3）专著方面。赵丰的相关专著对联珠纹织

起提及。最早专门研究联珠纹的论文是 1986 年

訛
輱
物都有论述：淤《中国丝绸艺术史》輧
中相关章节

文将联珠纹称为球路纹，认为联珠纹是吸收融合

行可靠的分析。于关于敦煌藏经洞的联珠纹织物

文献发现，专门研究联珠纹的论文很少，大多涉

訛
輴
余涛发表于《丝绸》第 6 期的“话说球路锦”輦
，该

波斯文化的产物，是中国的也是波斯的，但归根

翔实的史料。

引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
从实物出发对联珠纹进

的内容，赵丰先后收集整理成《敦煌丝绸艺术全

结蒂是中国的，
因为被我国的工匠消化吸收为具

訛 ~輧
輲
訛
輳
集·英藏卷》和《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輧
，

有中国特色的纹样。因其具有本民族丰富的色

两部专著涵盖了联珠纹织物的产地、
中西文化交

彩，
联珠纹特别引人注目，
从出土的数量上看，
占

流、图案风格等诸多方面。盂赵丰的 《锦上胡

了比同期其他纹锦类织物的总和还要多，可见受

訛
輴
风——
—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輧
以中国丝

欢迎程度深，
产量大，
销量广。另外，
荣新江的
“略

绸博物馆新收录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纺织品进

訛
輵
輦

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联珠纹” 、孙荪的“丝绸

行的分析和研究，
文中涉及了较多联珠纹织物。

訛
輶
、俞磊的“浅析唐
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輦

另外，
还有一些专著中的观点对联珠纹织物

訛
代丝绸纹样的艺术特色”譾
、袁宣萍的“东方贸易

进行研究，如姜伯勤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

与中国外销丝绸” 等等从各个方面对魏晋南北

訛
輵
指出联珠纹与萨珊风格的编织纹样有关。
之路》輧

朝、隋唐时期的联珠纹图案进行了分析，但研究

訛
輶
田自秉的《中国纹样史》輧
中表明联珠纹具有丰富

较为分散，没有对唐代联珠纹进行系统性的研

和浓厚的艺术效果，
正是唐代繁盛工艺的完美体

究。

现。

訛
輲
輥

联珠纹的应用论文主要有二篇：淤李剑平的

‘陵阳公样’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唐代服饰图形
訛
輵
輥

3 结语
联珠纹以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吸

与设计应用” ，其中一部分内容提到联珠纹，认

引了很多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将

为联珠纹是
“陵阳公样”
的早期形制，因顺应当时

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这支研究队伍。学术界对

的发展需要，
被归纳于其他纹样的行列。于李晓

联珠纹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启示性的成果，但

訛
輮
輦

卿的
“联珠纹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一文就

在联珠纹在女装设计的应用研究方面，仍鲜有研

联珠纹作为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纹样，因

究，
任重道远。特别在唐代，
政治稳定，经济繁盛，

遵循典型的形态特征与包装结构相结合，古朴的

联珠纹在该时期达到顶峰，其丰富的表现手法，

色彩搭配与整体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将联珠纹发

独特的精美图案，值得学界将其运用于现代女装

扬光大实现传统文化的新发展。

中，
亟待研究。

(2)考古报告方面。新疆吐鲁番是联珠纹出土

较多的地区，
因其气候干燥，
利于保存。另外经西

注释：

方传入我国新疆而后向国内其他地方传开。因此

淤李斌，李强，杨小明.联珠纹与中国古代织造技术[J].南通大学

该地区的联珠纹织物出土较多，
出土的考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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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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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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