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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盘扣的编制工艺探究
李雪梅，陈元玉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艺术学院，武汉 430205）
摘 要：[研究意义]传统盘扣是中国服饰的代表性元素，传承和发展这一古老而常青的技艺，探究传统盘扣的编制工艺
十分重要。[研究方法和内容]文章运用复制实验法将传统盘扣的基础工艺和设计制作工艺进行了验证性实践，提炼出
传统盘扣设计制作的技术路径，并以此路径为指引，在保留传统工艺核心技法的前提下，进行创新设计制作实践，归纳
总结出盘扣制作的基础技法，并将经典盘扣一字扣和花式盘扣之经典扣型琵琶扣的制作工艺流程以精炼的文字描述和
直观的图解呈现，
旨在让更多的人进行体验式制作实践，
并通过此活动达到有效传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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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raftsmanshi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Knot Buttons
LI Xuemei ，CHEN Yuanyu

(School of Art,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knot button is a representative element of Chinese apparel. It is important to inherent and devel⁃
op these ancient and long-lasting techniques and to explore its craftsmanship. We conduct evidence-based practice on the ba⁃
sic craftsmanship and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knot button, and summarize its technological methodologies, based on
which we keep the core techniques and innovate new designs. Five modelling methods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twining de⁃
sign, the folding design, the filling design, the weaving design, and the stitching design. We also demonstrate the craftsmanship
of several classic designs in both descriptions and pictur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art; chinese knot button; craftsmanship

盘扣是一种用布条编缝而成的扣子，它是传统

作方法、基础工艺、制作工艺进行概括，以期为传统

中国服装中的门襟闭合件，映射出中式服装的典型

盘扣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静态的保护。

元素。
“盘”为装饰，在《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环绕、

1

缠绕、盘旋之意 [1]；
“扣”为功能，在《说文解字》上作
[2]

传统盘扣的结构形态
传统盘扣是以盘丝结带的样式，阐释着中国衣

“套住、搭住；牵马也”之解 ，将二词合在一起，其意

饰语言，以扣系心扉的形式，反映大千世界的古老

思是指盘花工艺制成的纽扣，具有固定衣襟和美化

气韵，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一幅完整的盘扣由纽

服装的作用。这一释义也正好印证了学者孙世圃关

结、纽绊和纽花组成。纽结是用斜裁布条（或绳）编

于盘扣的观点——“盘花纽扣是使用服装面料（或各

成的纽扣结（疙瘩），纽绊是用斜裁布条（或绳）编成

类丝绳等）缝制成纽扣条，再将其编成纽头，然后把

的圆环，纽花是用斜裁布条（或绳）编成的装饰造

[3]

纽条盘制成各种花样。
” 关于中国传统盘扣的研究

型。扣合衣襟时，将纽结套进纽绊即可。传统盘扣

很多，
多集中在地域性盘扣的调查与研究，
鲜有从具

是中式服装上的重要配件之一，造型精美。盘扣的

体到抽象的概括性研究，
正基于此，
本文从传统盘扣

造型结构见图 1 所示。

的结构形态入手，
对其进行分类探究，
并对其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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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图 1 盘扣结构图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knot but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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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结和纽绊的编制工艺稳定单纯；纽花是用纽

纽袢式、纽扣式和综合式[4]。 其中纽袢式又称盘扣

扣条盘绕而成的花样，附着在纽结和纽绊上。它是

式，是指用事先缝制好的布条经过缠绕、扭曲、打结

突出主题、体现美感的部分，富于变化，形式多样，

而成的一种闭合方式。又可分为一字扣式和花式

工艺灵活繁复。纽花是根据构思设计的创造性产

扣式两种类型 [5]。 而花式扣又因编制花式的不同

物，决定盘扣的种类及名称。纽花一般有两种结构
形式，一种是实心结构，即纽花全部用纽扣条编制
而成，这种盘扣饱满而结实。另一种是空心结构，
即纽花是由纽扣条编制图案的外形轮廓，中间为空
心，或用布料包棉镶嵌在里面而成型，这种盘扣柔
软而轻盈。纽花造型可以采用写实、写意或两者兼
容的方法进行设计，写实方法编制的盘扣，依据所

主要有植物造型（图 2）、动物造型（图 3）、器物类

（图 4）和字符造型（图 5）等主题形式。②盘扣依据
制作的材料有无硬衬，可分为硬盘扣（图 6）和软盘
扣（图 7）。③盘扣依据纽扣花形态是否写实，可分
为写实类（图 8）、写意类（图 9）和形意结合类（图

10）。同一类别的盘扣，因编制方法、材料、工艺的

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便是传统盘扣

仿物体的名称而命名，如菊花扣、蝴蝶扣、寿字扣

的魅力所在。

等；写意方法编制的盘扣，依据寓意来命名，例如同

3

传统盘扣的设计制作方法

心扣、如意扣、吉祥扣等；如果所编制的盘扣既象形

创作一幅造型典雅，构思精巧，适合衣着的盘

又会意，盘扣的名称二者取其一，譬如纽花是由两

扣，必须经过精心设计才能完成。具体来讲，首先

个圆组成的盘扣，既可称为圆形扣（象形），也可称

对盘扣造型有一个整体构思，构思的过程包括盘扣

为双全扣（会意）。盘扣结构中最有韵味的就是纽

的用途，预设的形态，如果是仿生造型，盘扣与原型

花，纽花的题材通常选择具有民族风格的图案，和

的关系，色彩搭配等，创作者在内心要有一个总体

具有吉祥寓意的纹样。

规划；接着就要画一个素描稿，设计出图案样式，大

2

传统盘扣的分类

小比例，在画图的过程中进一步优化造型；第三步

中国传统盘扣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一般是以

就是准备材料和工具，主材料须备足，配件材料要

纽花的形态、制作工艺、材料等为依据进行划分类

备齐，制作工具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决定制作的

别。①根据服装扣袢的不同，可将其分成袢带式、

效果和速度；最后进入盘扣的制作环节，进行裁剪、

图 2 植物“菊花”造型花式扣
Fig.2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rysanthemums

图5
Fig.5

汉字“寿”造型花式扣（云手艺）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aracter“shou”

图 8 茶壶（写实）扣（珊丽娜）
Fig.8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tea pot

图 3 动物“小鸡”造型花式扣
Fig.3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ick

Fig.6

Fig.9

图 6 硬盘扣
Hard Chinese knot buttons

图 9 吉祥如意（写意）扣
Chinese knot buttons syboliz⁃
ing happiness

图4

器物“扇子”造型花式扣
（珊丽娜）
Fig.4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of fan

Fig.7

图 7 软盘扣
Soft Chinese knot buttons

图10 玫瑰花扣
（象形）
或同心扣
（会意）
Fig.10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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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制、盘形、镶嵌填充、整理等工序，直到完成作

适、松紧适度的纽扣结，技巧性强。纽扣条和纽扣

品。具体设计制作步骤如图 11 所示。

结的编制工艺是检验传统盘扣制作水准的重要参

列的设计制作实践，
从设计原型的选择，
到了解制作

4.1 传统盘扣纽扣条的制作工艺

依据盘扣设计制作技术思路，笔者进行了一系

材料的性能，
熟悉制作不同盘扣的规格要求，
不断进
行尝试，
设计制作出不同样式的盘扣作品（表 1）。

4

数，是传统盘扣的基础工艺。
传统盘扣纽扣条的宽窄长短可根据布料的厚
薄和盘扣的款式而定，一般而言，造型单一的盘扣

传统盘扣的基础工艺

要比造型复杂的盘扣，纽扣条相对短而粗，体现均

传统盘扣的基础工艺包括盘扣纽扣条和纽扣

衡的艺术感。在制作纽扣条时，为保证盘扣的整体

结的制作过程。盘扣纽扣条的制作，决定了盘扣的

效果，一个盘扣一根纽扣条编成，不能拼接，裁剪纽

用料、颜色、质感和精细程度，非常重要；盘扣在盘

扣条布料时，纽扣结部分比纽扣绊部分的纽条要长

制花型之前，必须先将纽扣结编好，编一个大小合

约 10cm，
并预留 3～5cm 备份为宜。

Fig.11
Tab.1
名称
荷
花
扣

菊
花
扣
梅
花
扣

凤
凰
扣

蝴
蝶
扣

兔
耳
扣

原型

图 11 盘扣设计制作路线图
Schematic diagram for making knot button

表 1 盘扣设计制作过程举例
Some examples for the manufacture process of Chinese knot buttons
素描稿

纽条尺寸（单位：cm）

纽结：
40
纽绊：
30

纽结：
55
纽绊：
45

纽结：
45
纽绊：
35

纽结：
55
纽绊：
45

纽结：
50
纽绊：
40

纽结：
60
纽绊；
50

作品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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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刮浆。丝绸等轻薄柔软的面料，是制作传

布条正面正中间；将细绳的中间点与布条的顶端缝

统盘扣的首选，但面料薄软不易塑型，刮浆工艺是

实；如图 13 所示，接着沿绳侧外 0.2cm 处用回针缝

处理这类面料的第一道工序。刮浆是将制作纽扣
条的面料用面糊进行浆制的过程，刮浆后的布料具
有一定的硬度，便于盘扣造型。①刮浆材料：面粉

合布条，留下 0.3cm 左右的缝份；缝合完成，收紧绳
子，将布条向下拉，慢慢将布条全部翻到正面后，前
掉起翻转作用的绳子，整理纽扣条，
完成。

和水的比例是 1：3，白矾少许（或防腐剂少量）。②

浆糊制作：先将少许白矾和水放入锅中，搅拌均匀
后，放入面粉；接着搅拌，直到面粉、水、明矾完全混
合；开小火熬制，同时用木质小铲顺一个方向搅拌，
待锅内的浆糊成半透明银白色，八成熟即可。浆糊
制好需放凉后使用，黏性效果最佳。③布料刮浆工
艺：先将布料反面朝上放置在平整的面板上；用捋
上浆糊的刮板按着面料的纹理方向用力刮浆，尽量
使浆糊渗入面料厚度的二分之一处，使布料刮浆均
匀，没有遗漏，尽量保证刮浆后布料的整洁，不得残
留浆糊；
刮浆完成风干后，
备用。
除真丝、双绉、素绉缎、乔其纱等薄软面料外，

Fig.13

图 13 暗线包芯纽扣条制作示意图
Sketch diagram for making a button strip wrapped by a
thin cord

3)纽扣条中包细铜丝的制作方法。将裁剪好

用其他面料制作纽扣条不需要进行刮浆处理，可以

的斜纹纽扣布条对折，然后再将两边毛边向中间对

直接裁剪缝制。

折，并用一根细铜丝夹在布料正中间，将折边对齐

（2）纽扣条的制作工艺。纽扣条布料的长度依

用浆糊粘牢（把铜丝粘在纽扣条正中间），烫平阴

盘扣的形态不同而不同，一般长约 40～80cm，纽扣

干，带宽不超过 0.5cm（图 14）。可用于制作空芯花

条布料的宽度约 2cm，按照 45˚裁成斜纹布料。薄料

和嵌芯花等硬盘花扣。

用暗线包芯法在布条中间衬细棉绳（或衬中国结
线）使其硬挺耐用，厚布料直接用明线法制作纽扣
条，有时，为使盘扣造型达到硬挺效果，在纽扣条中
加入铜丝，便于弯曲盘制时起到塑形效果[6]。
1)明线扁形纽扣条的制作方法。纽扣条布料

较厚时，直接将裁剪后的斜纹布条对折，烫出中线，
再将布条两侧的毛边向中线对折，然后从端口开
始，用本色线将两边搭接并用手缝针缲缝起来[7]，缲
缝针距 0.2～0.3cm。制作图解如图 12 所示。
图 14 包细铜丝纽扣条制作示意图
Fig.14 Sketch diagram for making a button strip wrapped by a cop⁃
per string

4.2 传统盘扣纽扣结的编结工艺

纽扣结是传统盘扣最具特色的部件，一根纽扣
条盘盘绕绕便形成了一个结实的圆形疙瘩，即纽扣
结，纽扣结套入纽绊中将门襟闭合，严实而美观。
纽扣结的编结步骤：①将纽扣条两端对齐，如图编
Fig.12

图 12 明线纽扣条制作示意图
Sketch diagram of making open-line button strip

２）暗线包芯纽扣条的制作方法。纽扣条布为
薄料时，应将裁剪后的斜纹布条中间衬上 1 根细绳

缝制，使其粗壮坚硬耐用。首先将裁剪后的斜纹布
条对折，把长度是纽扣条 2 倍的细绳放在对折后的

两个环；②将右环盖在左环上，中间交叉；③将 B 线

按图示所指穿线，收紧 A 端和 B 端，中间有一线圈

立起；④将 A 线从立起的圈后绕过从前方插入中间
框中,将 B 线从立起的圈前绕过从后方插入中间框
中；⑤将立起的圈向上拉的同时，将插入中间框中
的 A、
B 线向下拉，边抽线边整理、
完成（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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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纽扣结的编结步骤
Tab.2 The weaving procedures of the knot of Chinese knot buttons

第1步

5

第2步

第3步

传统盘扣的制作工艺

第4步

第5步

（2）弯折造型。制作空芯花扣时，采取弯折造

盘扣制作工艺包括盘绕、
弯折、
镶嵌、
钉缝、
编织

型法。弯折造型需要用硬质纽扣条编制，一般是用

等多种手法，
在样式设计、
颜色搭配等方面也十分讲

镊子从前至后依次地将纽扣条进行弯曲、折叠，塑

究，
手工盘扣小巧玲珑，
精致细腻，
制作工艺考究[8]。

5.1 传统盘扣的造型技法
一对盘扣的编制过程是较为复杂的，但只要掌
握了基本的造型方法，就能进行创新构图，设计出
丰富多彩的盘扣造型。
（1）盘绕造型。盘绕是指以纽扣条的一个端口
为起点，进行盘屈、缠绕，从而塑造各种形态的方

造出不同的形态。如图 17 所示，当第一个花瓣弯
折成型的时候，要用手缝针穿同色线，从花瓣背面
隐形固定，这样一直做完设计的花瓣数量。再如图
18 所示，是以弯折方法进行造型的枝条状盘扣，制

作时一边弯折一边用手缝针不露针脚固定，从后部
开始到前端，再回到后部，完成。用这种方法可以
设计制作各式具有镂空感的盘扣造型。

法。一般是在纽扣结和纽扣绊编好后，将预留纽扣
条修剪至长短一致，然后从纽扣条末端开始，由里
向外紧实卷屈盘绕成型，完成盘绕卷屈造型后将其
纽扣条头用同色线从纽扣条中间或偏下部分来回
钉缝，固定造型，尽量将线迹隐藏，不露针脚。如图
15 所示，为盘屈一个圆的盘扣造型，如图 16 所示，
是运用盘绕方法编制一个菱形盘扣造型。用同样
的方法还可以盘绕具有棱用的多边形盘扣，也可以
先绕一个环，再盘一个圆形并将圆形的顶端捏压为

图 17 弯折造型设计（1）——花纹盘扣
Fig.17 The folding design（1）：Chinese knot but⁃
tons with the shape of flowers

尖状，设计制作成一个桃子形盘扣，还可设计多圆
组合、
圆方对比组合造型等多种形态的盘扣。

图 15 盘绕造型（1）——圆形盘扣
Fig.15 The twining design（1）：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round disk

图 18 弯折造型枝设计（2）——条纹盘扣
Fig.18 The folding desig（2）：Chinese knot but⁃
tons with the shape of stems

（3）镶嵌填充造型。运用镶嵌、填充的方法进
行造型设计，可以丰富盘扣的色彩、质感和层次感，
制作方式是先用弯折法将盘扣花式外形定型，然后
用镶嵌辅助材料或用薄软色布包裹填充棉在纽条
图 16 盘绕造型（2）——菱形盘扣
Fig.16 The twining design:（2）：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of
diamond disk

中，进行镶嵌或填充，最后用针线隐藏固定塑型。
用这样方法可以制作植物扣、动物扣等各种款式的
盘扣，如图 19 所示，是一对用填充法设计制作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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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造型扣，色彩艳丽，造型美观。又如图 20 所示，
是在纽扣条中间嵌入小珍珠而塑造盘扣形态的，用

白色的珍珠进行装饰点缀，大大提升了盘扣的品
质，彰显了高贵华丽的艺术效果。

图 22 钉缝造型（2）——五瓣花扣
Fig.22 The stitching design（2）：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fivepetal flowers

（5）编织造型。盘扣的编织工艺来源于中国结
图 19 填充造型设计——花卉盘扣
Fig.19 The filling design：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flowers

艺，是将纽扣条进行编织，塑造出各种理想形态的
过程，运用编织可以做成一字扣和各种花式扣。如
图 23 是一对以相生结为花头，用编织盘绕的两个
圆环为支撑的盘扣，造型疏密有致，动静交替，十分

美丽。又如图 24 所示，是一对琵琶扣，采用编织的
方法将纽扣条叠加而成，
节奏明晰，
精致美好。

图 20 镶嵌造型设计——珠饰盘扣
Fig.20 The inlaid design: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pearl
flowers

（4）钉缝造型。钉缝是制作盘扣最重要的方法

Fig. 23

图 23 编织造型（1）——相生花扣
The weaving design（1）：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Xiangsheng flower

之一，无论哪种塑型方法都离不开钉缝工艺的参
与。其钉缝造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钉缝固定造
型。比如让圆形花瓣变成尖状，只需在顶端钉缝一
针就行；再如制作寿字造型盘扣（图 21），需要用

十字针钉缝定型；创作花瓣扣，每一花瓣背面都
需要钉缝固定。二是钉缝造型。是指直接用钉
缝作为辅助造型方法，参与造型，钉缝的线迹直
接呈现在盘扣画面中，起增加肌理效果的作用。
如图 22 所示，菊花的中心园就是采用钉缝法进行
塑形的，钉缝线条呈放射状，犹如花蕊开放，非常
具有质感，此时钉缝的线迹是造型的一部分，需
要均匀整齐，体现节奏感和韵律美。

Fig.24

图 24 编织造型（2）——琵琶扣
The weaving design（2）：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lute

5.2 经典盘扣的制作工艺流程

中国传统盘扣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一字扣，
其造型
仿“一”字形，
样式结构清晰，
形态简约直观，
是最具民
族特征的盘扣。其次是琵琶扣，形象兼具抽象和具
体的特征，典雅庄重，
是花式盘扣中的经典造型。
（1）一字盘扣的制作工艺。
“画有一横一竖，横
者以竖破之，竖者以横破之，便无一顺之弊。
”[9]这一
横一竖道出了对比变化之中求统一的美学原理。
这也正是一字扣成为中式服装最典型最普通的盘
扣的根源所在。一字扣通用于所有中式服装，可单

Fig.21

图 21 钉缝造型（1）——寿字扣
The stitching design（1）：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aracter“Shou”

独排列，可两个排列，也可三个排列（图 25）。一字

扣横向钉缝在服装上显示的是静态之美，一字扣纵
向钉缝在服装上展示的是动感之势。无论如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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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扣在服装上的排
列效果图
Fig.25 The array display for
Chinese knot but⁃
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aracter“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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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平结一字扣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arac⁃
ter“Yi”and flat knot

Fig.27

图 27 蛇结一字扣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Character“Yi”and snake-like knot

列钉缝，其艺术效果都十分鲜明，简洁而不失优雅，

用绡针将两根纽扣条从背面缝合成一字形，长约

单纯而富于表达。一字扣从工艺上划分，可以分为

5cm，一字扣纽绊部分完成。一字扣制作工艺图解

经典一字扣和变化一字扣。经典一字扣制作工艺
相对稳定，容易操作。编制时要求纽扣条粗细均

见表 3。

钉缝一字扣时，先将一字形末端固定，然后折

匀，针脚细密匀称，纽扣结、纽扣绊和纽扣花整齐一

返从正面两侧将一字扣钉缝在衣服上，要求平直，

致。变化一字扣是在保持纽扣花“一”字条状形的

纽扣结和纽扣绊对称一致即可。一字扣钉缝示意

基础上，在编法上变换花样，如平结一字扣（图 26）、

图见表 4。

扣等。呈现出统一中凸显别致的艺术效果。

凑乐器琵琶而得名。琵琶扣造型简洁明了，纽扣

蛇结一字扣（图 27）、麦穗结一字扣、八字麻花一字

（2）琵琶扣的制作工艺。琵琶扣因造型仿弹

经典一字扣制作及钉缝步骤：

条在编制时一环套一环，井然有序，渐次排列，艺

1)用约 20cm 的纽扣条（或绳）编纽扣结，抽线至

术感强。依服装搭配需要，琵琶扣扣花可大可小，

两端齐，从纽扣结旁边起针，用绡针将两根纽扣条
从背面缝合成一字形，长约 5cm，一字扣纽结部分
完成。

2)用约 10cm 的纽扣条（或绳）对折，两端对齐，

在对折处预留一个环做纽扣绊，从纽扣绊旁边起针

Tab.3

小则编制 3 圈，大则编制 5 圈。琵琶扣在中式服装
中广泛运用，是重要传统扣型之一。琵琶扣在服
装上可单扣排列钉缝，也可双扣并列钉缝，如图 28
所示。

变化琵琶扣是在琵琶扣基本要素不变的情况

表 3 一字扣制作工艺
Knitting steps of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Yi”

编一字扣纽结、
编一字扣纽绊

Tab.4

表 4 一字扣钉缝操作
Sewing steps of Chinese knot button with the shape the character“Yi”

先从扣的尾端背面反向钉缝固定

Fig.28

用本色线绡针缝合纽结和纽绊的背面，针脚细密

再将一字扣折返，从正面钉缝在服装上，针脚细密

图 28 琵琶扣在服装上的排列效果图
The array display of Chinese knot button with the shape of 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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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9

图 29 双耳琵琶扣
Chinese knot button with the shape of
two-ear lute
Tab.5

第1步

Fig.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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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九叶琵琶扣
Chinese knot button with the shape of lute
and nine leaves

表 5 经典琵琶扣编制步骤
Knitting steps of Chinese knot buttons with the shape of lute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完成作品

下，添加一些辅助要素，使扣型更加丰富美观，如

服帖不精致，而双面胶粘合纽扣条洗则无形，无法

图 29 所示，是在琵琶形的左右两侧各盘一个圆，犹

用在服装上；第二，编制定型要用手工钉缝固定，不

如琵琶的耳朵一般，显得十分可爱，又如图 30 所

可用强力胶之类的材料替代。这是因为钉缝之线

示，是在琵琶形的四周盘屈成型九个圆环，装饰衬

与衣料同性融合性好，而胶为异物，不相融易变硬，

托主体琵琶形，
让琵琶盘扣更加漂亮。

破坏了观赏性和实用性；第三，保持传统盘扣原有

经典琵琶扣编制步骤：①用约 60cm 的纽扣条

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延伸盘

短线端，其余纽扣条留另一端，叫长线端；②纽结向

将传统工艺与时尚元素进行有机融合，让传统艺术

（或绳）编纽扣结，抽线，一端留纽扣条长约 2cm，叫

扣的审美功能 [10]。在造型设计上，紧跟时代潮流，

上，将短线端做轴，长线端如图所示沿纽结绕线一

进入百姓生活中；第四，文中图例除标注外全部为

圈，用针钉住；③接着将长线压在刚绕的一圈线上

项目组成员设计制作（或绘制），工艺流程严格依照

面，紧贴着第一圈来绕第二圈，用针钉住，用同样的

传统工艺要求，并以编制创作实践为基础归纳总结

方法绕线到第 3～5 圈，最后将线头从中间小孔穿

出传统盘扣的五种造型技法，为盘扣技法理论研究

到背面，用针钉住；④将琵琶扣翻到背面，将纽扣条

尽了绵薄之力。论文最后的经典盘扣制作工艺的

多余部分剪去用针线缝实，琵琶扣纽结部分编制完

直观展示，旨在为盘扣爱好者进行体验性实践提供

成；⑤用约 50cm 纽带条（或绳）编扣绊，首先在纽扣

技术引导，并愿以此为切入口让更多的人参与其

条的一端预留约2cm后做一个环，
用另一端同编扣结

中，共同珍爱这一传统技艺，使之千古流传，永放光

的方法一样绕线编琵琶扣花，
直到编制完成
（表5）
。

芒。

6

结语
探究传统盘扣编制工艺的实践，使项目组成员

认识到传统技艺的可贵之在于制作的每一道工序
都是为实现盘扣的两大功能服务的，即将盘扣钉缝
在服装上，百洗“不走形”，闭合无间隙。为此项目
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在纽扣条的编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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