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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堆绣现代化运用优势与方法研究
邹 璐
（湖北美术学院 服装艺术设计系，
武汉 430060）
摘 要：[研究意义]精美绝伦的材料装饰工艺是传统服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现代创新价值并未被完全发掘，需要
对设计理念和工艺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方法]以堆绣为目标进行文献调查和对实物观察分析，[研究结果与
结论]研究认为：现存的几种堆绣中，苗族堆绣具有明确的现代创新转化优势，其在工艺方法、图形构成、审美理念几方面
表现出与现代设计较强的适应性。在此分析指导下，提炼苗族堆绣中可供参考的理念与方法，进行材料创新设计实践，
发掘苗族堆绣在现代的活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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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Advantage and Innovative Approach of Modern
Application of Miao’s Pile Embroidery
ZHOU Lu

（Fashion Art Design Department,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The exquisite material decorat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Its modern
innovative value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and applied, so an in-depth study of design concepts and technology is essential.
Take pile embroidery as the target to carry out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physic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iao's pile embroidery has modern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dvantage among the existing several kinds of
pile embroidery. It has strong adaptability with modern design in three respects: technology、pattern composition and aesthetic
ide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analysis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are refined for reference, material innovation design are
carried out to explore innovative approaches Miao's pile embroidery activation method.
Key words: Miao's pile embroidery ; advantage; clothing material; innovation design

堆绣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服装装饰工艺之一，也

的湟中堆绣。陈娟娟在《清代刺绣小品》对堆绣的

称为“堆绫”
“丝绫堆绣”
“钉绫”等。堆绣早在周代

定义为：
“用各色绫子、根据花纹形状分块剪好，然

就有相关记载，宋代以后人们开始用绫或者其他丝

后逐块组合拼贴于描好画稿的刺绣底料上，再用接

织物剪贴并堆叠成多层次的图案，至明清时堆绣开

针将绫子花纹逐块沿边钉牢，或在绫片底部与底料

始在宫廷及民间广为流行。目前在我国北京、青

缝牢。
”[1]这一定义与青海湟中的堆绣工艺和以北京

海、山西、贵州等地区及苗族、彝族的服饰文化中均

地区为代表的堆绣（也常称“堆绫”）基本相似。黔

有称为“堆绣”的传统工艺。除了现存于黔东南地

东南地区的苗族堆绣是则将上过浆的轻薄丝绫裁

区苗族的堆绣外，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地区用于

剪折叠成小三角形，层层堆叠于底布之上，边堆边

服饰类制品的堆绫和青海湟中地区用于佛教艺术

用针线固定，组合成矩形的装饰块面。从史料和文
物可以大致推测堆绣最早用于佛教装饰艺术中，之
后传入宫廷及民间，发展出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也
就是说这北京和青海地区两种堆绣工艺是有发展
渊源的，从现存实物来看，两者从材料到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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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两种堆绣却与苗族堆
绣有较大差异。为了更清晰的了解三种堆绣工艺
的制作方式，以下从材料、工艺、图形构成、运用情
况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表 1）。苗族堆绣因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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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湟中地区、北京地区、
黔东南苗族三种堆绣的比较[2-4]

Three kinds of pile embroidery in Qinghai Huangzhong, Beijing and Southeast Guizhou Miao

堆绣种类
青海湟中地区佛教艺术中的堆绣工艺

项目

北京地区为代表的堆绣工艺

黔东南地区苗族堆绣工艺

实例

原材料成分

丝绫丝缎

丝绫丝缎棉麻布

丝绫

原材料厚度

中等

中等

薄

上浆材料

乳白胶

稀浆糊

皂角白芨汁液

染色加工

色布
局部毛笔晕染

色布
局部毛笔晕染

色布

主要工艺

剪贴缀

剪贴缀

堆叠缀

固定单元型用针法

暗缲针

平针暗缲针

平针

立体化方法

纸衬填充

制成填充

重叠

单元边缘处理方法

沿曲线形边缘翻折至底部

沿曲线形边缘翻折至底部

直线折叠至背后

单元形形状

不规则图形

不规则图形

以规则三角形为主

图形构成 单元形排列方法

平铺局部边缘重叠

平铺局部边缘重叠

按图纹骨架规律重叠

代表性图案题材

佛教人物故事场景

花鸟吉祥图案

万字十字几何纹鱼鸟纹

历史运用

佛教用服装佛像壁挂帐幔绢 服装服饰配件（抹额荷 服 装  服 装 配 件 （ 帽 子  背
幡陈设类装饰品
包鞋子）生活陈设
扇）

现代运用

佛教用装饰品旅游产品陈设类 各类旅游产品（服装服饰 服 装  服 装 配 件 （ 帽 子  背
装饰品
配件陈设装饰）
扇）

材料

工艺

运用情况

特的立体化特性而显得尤为特殊，在当代受到了学

其运用优势。

术界和设计界的广泛关注，但在运用性研究的过程

1.1 制作工艺的简便性

中，常见到对现存堆绣工艺存在概念模糊的情况，
虽然几种工艺都可称为“堆绣”，但工艺方法、图案
形式、装饰用途等有明确区别，绝不可以混为一
谈，所以在对苗族堆绣进行运用性研究前，有必要
先厘清现存苗族堆绣与其他现存堆绣的区别，发
掘苗族堆绣在当代设计视角下的运用优势，以便
更清晰地为当代民族文化的创新性设计提供研究
参考。

1 苗族堆绣在现代服饰中的运用优势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可见：北京和青海两地
的堆绣因其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专业化手工，面
临着生产成本较高、技术传承范围有限等现实问
题，同时传统花鸟、民俗、佛教等题材在现代服装
款式上的也有明显的适用局限性。相对而言，苗
族堆绣从工艺难度、构成方法、审美特征等几个方
面来说，对于当代服饰设计特别是材料创新设计
更具有借鉴价值，以下通过以下三点来详细分析

苗族堆绣的单元形有明确的形状和尺寸，可通
过标准化工艺来预先进行大批量单元形制作，简化
制作流程，其制作工艺的便捷性主要反映在单元形
的整烫和针缝固定两个过程中。北京和青海两地
堆绣以具象图案为主，在前期加工中需要处理大量
曲线形轮廓的翻折整烫，因块面较小，为了保持正
面的平整，非常依赖制作者经验及技术水平。而苗
族堆绣的单元形加工方式相对简单，直线型边缘不
需要一点点整烫翻折，折叠热压定型即可。在固定
处理好的块面时，苗族堆绣也表现出明显的工艺简
便性，
只需要在三角形顶端和下端施以两针平针，
下
端的平针会被上层块面遮盖住，因此不需要刻意隐
藏；
青海堆绣主要采用暗缲针来固定边缘，
需要小心
的隐藏针迹；北京地区堆绣也有用暗缲针固定的方
法，更常见的是沿着装饰块面边缘施一圈明针的做
法，
针脚细密规整，
对施针技术有较高要求。三种堆
绣的具体工艺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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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堆绣固定针法对照

Tab.2 Three kinds of pile embroidery stitch
绣种
单元形

青海湟中地区佛教艺术中的堆绣工艺

北京地区为代表的堆绣工艺

黔东南地区苗族堆绣工艺

边缘暗缲针固定

边缘平针固定

顶端下端平针固定

固定针法

单元形固定针法

1.2 单元形组合方式灵活
其他堆绣中常见具象图形题材如人物或花卉，

感，如内外双色重叠、异色双色叠加、同形多色叠
加等变化方法（图 2），跳跃的小面积色彩丰富了原

对应的裁片各不相同且排列布局固定，因此构成不

本单调的规则排列，让整体视觉效果统一且富于

同图形的基础裁片是需要预先设计和裁剪的，具有

细节变化。

较强的对应关系和不可取代性。苗族堆绣的单元
组合方式相对灵活，这种灵活性表现在图形排列和
色彩搭配两方面。首先，苗族堆绣最大特点是具有
模块化构成的特点，以向中心线对折的等腰直角三
角形为基本单元形，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次对折变
化成新单元形，在尺寸相同的前提下，基础单元形
可以对应多种图形构成。其次，单元形可以根据不
同装饰部位灵活组合排列，如在规则图形中，在结
构线基础上，根据块面空间自由调节三角形排列

内外双色重叠
图2
Fig.2

异形双色叠加

同形多色叠加

通过叠加的层次感提升方法

Promotion of level sense by the method of superposition

1.3 与现代审美适应度高

方向、上下层的重叠量（图 1）。在较为具体的物象

图形如“鸟纹”中，沿着鸟的外形状顺势排列填充

绣，苗族堆绣呈现出明确的抽象几何特性和表意重

块面，主体图案之外的则采用规则堆叠来填充空

于表形的构形方式。基于三角形单元形的特点，大

白形成背景，这种排列的灵活性极大提升了装饰

部分苗族堆绣图形的结构以直线或简练的曲线为

手法与不同款式、部位的适用性。此外，苗族堆绣

主，即便是动物、植物等具象题材的表达，也将形象

中还常通过改变单元形颜色来提升叠加的层次

进行了概括、提炼，并用统一的单元形排列完成，如

不同于边缘曲线变化较多的不规则、具象形堆

“鸟纹”省略了翅膀（图 3）、
“鱼纹”省略了鱼鳍（图 4）、

“龙纹”省略了翅膀。这种大胆取舍的抽象与提炼，
传递了苗族民族艺术中因材施艺、顺势而为的造物
智慧，也符合现代图形设计的装饰性、平面性、表意

图1
Fig.1

图 3 “鸟纹”堆绣

单元形的变化分布

Distribution change of unit

Fig.3

The pile embroidery with the pattern of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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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尽可能少的裁剪，款式的立体部分主要依靠打
褶和直线型省道塑型，呈现出直线型、平面化的特
点，与简约的款式形成鲜明比对的是装饰感和细节
效果较强的堆绣工艺，在方寸之间通过单元形的
堆、叠创造出了一个具有立体效果的独立空间，如
同服装上的一面
图 4 “鱼纹”堆绣

窗子，引导观者透

Fig.4 The pile embroidery with the pattern of fish

过窗子可以看到

性等特性，也符合想象真实重于存在真实的现代艺

里面有精彩故事

术观念。除了图形表现方式外，苗族堆绣往往以直

正在发生。从材

线形外框来收纳整体堆绣图形，平直的整体外形也

料创新的角度来

容易适应现代设计中的简练造型。

看，堆绣中小面积

2 苗族堆绣对服装材料创新设计的启发

的密集与立体感，

如前文所述，
苗族堆绣具有现代化运用优势，
但

方寸之间可以看

我们也不能照搬照用工艺技巧和构成形式，
苗族堆绣

到层层叠叠的尖

其工艺复杂、
制作难度大和周期长，
且学习方式多为多

角细密规律地排

靠口手相传，
除了长期研习技艺的传承人以外，
难以在

列，给人带来的不

更广的范围内被大众认知及学习，
继而也难以在现代

仅是二维图形的

生产形态下获得运用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保留原工艺

视觉感受，更有强

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改造，
更符合现代艺术简洁

烈的三维立体触

的整体趋势。在当下快节奏的生产生活环境下，
虽然

感，
这一点是平面拼接工艺所无法达到的，
同时与大

也倡导“慢下来”品味手工工艺的原生态，
但文化存在
的原生语境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如何用现代环
境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提炼传统手工艺中的方法，
是对

图6
Fig.6

苗族堆绣的立体视觉效果
Binocular vision of Miao's pile
embroidery

面积材料的平面化运用形成视觉对比关系（图 6）。

2.2 几何构成的规律提取

苗族堆绣除了较为具象的鱼、鸟纹外，最常见

其进行创新性设计的前提。

的是三角形构成的各种几何纹。高燕在其研究中

2.1 局部空间的立体化表现

谈到：
“苗族堆绣中的三角形据传是蝴蝶妈妈形象

近年来服装整体呈现出平面化、大廓型、中性

的凝练与提取，体现了图案中对主神的崇拜。
”[2] 几

化的审美特点，装饰为了适应简约外观，多以小面

何纹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高度概括的图示化表

积、几何形为主，在这种主流设计观下，设计者常通

现，既原始又具有世界共通性，与当代图形审美是

过小面积的材料创新获得丰富的视觉效果，体现出

非常契合的。黔东南凯棠、革一地区的“八角花”是

繁复与简约之间的对比与平衡，这与堆绣在苗族整

堆绣几何纹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类，两者构成形式基

体服装中的装饰理念和方法是贯通的。在笔者以

本相同，看似复杂但构成规律非常明确，单元形均

苗族堆绣为灵感的系列服装设计《叠的 N 种可能

依基本结构铺陈、叠加，所有三角形都指向中心。

性》
（图 5）中运用了这种简繁对比的设计方法，服装

因为堆绣不像其他刺绣或印染有现存的“花样”作
为制作参考，因此在进行创新设计时，有必要先运
用现代构成思维提取其构形规律，以便后续在此基
础上进行灵活的变化。
以革一式“八角花”
（图 7）为例进行分析，可从

中心点画出两条对角线和两条将块面四等分的垂
直线，这四条结构线可视为单元形对齐排列的参考
线（图 8）；此外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除了正方形外框，
在形成了“八角花”外轮廓后，三角形单元会改变排

列形状，形成视觉上的方形套菱形的双重外框结构
图5
Fig.5

简繁平衡的设计理念

Balance of simple and numerous in design

（图 9），这种双重结构还可以根据纹样面积大小细
化为三层外框（图 10）。

服饰与艺术：
工艺设计

图7
Fig.7

革一地区“八角花”堆绣

图 8 “八角花”的四条结构线

"Bajiaohua" pattern pile Fig.8
embroidery in Geyi region

Four structure line of

图 9 “八角花”的双重外框
Fig.9

"Bajiaohua"pattern

图 11

欧文-琼斯对"形式的和谐"的分析

Fig.11

Owen Jones's analysis of "harmony

图 12
Fig.12

of forms"

图 10

Double outline of "Baji⁃

Fig.10

aohua"pattern

方法 1

Meth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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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花"的三重外框

Triple outline of"Baji⁃
aohua"pattern

图 13

Fig.13

方法 2

Method 2

“八角花”排列规律明确，通过对称重复、方向
转换等手法达成了块面内秩序与变化的平衡。贡
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提到欧文-琼斯对装饰艺
术中“形式的和谐”的分析 [5]，其中一种以直线与斜
线构成的理想的和谐装饰形式（图 11）与“八角花”
的单元构形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相似性反映
了人类自发的、共通的在创作活动中对和谐、秩序
的审美追求，这种构型的规律不受时间地域的限
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被认同。

图 14
Fig.14

方法 3

Method 3

在以上理论分析指导下，笔者根据“八角花”的

单元形的组合变化，这种细节变化反映了手工艺文

构成规律，在前期设计效果图基础上，提炼了三种

化不断生长的生命力，除了“八角花”，苗族堆绣中

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材料创新设计，以此来检验理论

还有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图纹，当代设计师应该在

研究的可行性。①方法 1：保留“八角花”的基本结

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设计知识和审美能

构，通过改变颜色搭配、单元形大小、疏密关系来进

力去延续这种生命力。

行创新尝试（图 12）。②方法 2：三角形与正方形两

2.3 生产的便利性转化

础单元形除了适合于方块形空间的排列外，还适用

在众多传统苗绣工艺机械化批量生产的今天，堆绣

于三角形的空间排列，在三角形空间中的堆绣排列

仍是一门纯手工完成的技艺，这个现状一方面使得

方法可以尝试将大三角分割以不同构成形式分割

传统的堆绣工艺相对完整地被保护和传承下来，但
另一方面，由于其制作过于繁琐和耗时，会制作和
愿意制作堆绣的人越来越少，堆绣工艺正面临着退
化和消亡。从现代非遗保护工作“见人见物见生
活”这一重要理念出发，要让传统走入生活，让更多
人愿意去了解和传播，必须要直面现实，既然生产

种图形可以通过组合方式自由变化，因此三角形基

为大小不同的三角形，并进行变化填充（图 13）。③

方法 3：在“八角花”的“四条结构线”和“两重结构”
结构基础上增加层次与变化（图 14）。

从资料中可以发现“八角花”并非是一个单一

固定的格式，在此基础上不同制作者会进行色彩和

传统手工艺在当代面临传承途径单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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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制作群体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那么对传
统工艺流程进行便利性转化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现代服饰的材料创新设计活动中，大部分设
计者只具备基本的手工制作技能，相对其他刺绣必

可以从堆绣局部空间的立体化表现、几何构成形式

须具有较为熟练的针法基础，苗族堆绣具有易于制

生命力。

的规律提取和生产的便利化转化等角度，在结合现
代生产方式、审美和生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
转化，让更多人认识堆绣之美，延续堆绣在当代的

作的工艺特性。创新设计中可以在此基础上简化
工艺流程，帮助制作者更好理解和完成制，如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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