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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扇套的演变及艺术特征分类研究
张婉莉，陈钰丹，张 毅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无锡 214122)
摘 要：[研究意义]扇套是折扇的外包装，主要由套盖与套体两部分组成，其形制与图案在清代发展到了顶峰。[研究方
法]文章以文献研读法和图像分析法为研究方法，明晰扇套的释义演变，并对扇套的造型样式与图案特征进行系统归纳，
旨在厘清扇套艺术的造型体系。[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在清代雅俗共赏的文化氛围影响下，扇套掀起一阵时尚潮
流，共呈现出四大类收纳方式、两大类套体形制、三种刺绣纹样题材和四种布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技
艺的广泛应用性，
具有鲜明的实用与装饰功能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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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Fan Cover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Wanli, CHEN Yudan, ZHANG Yi

( College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Fan cover is the outer package of folding fan.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cover and body. Its shape and patter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take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mage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s to clarify the defini⁃
tion evolution of fan cover,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modeling style and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fan cover, aiming to
clarify the modeling system of fan cover ar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enjoying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in the Qing Dynasty, fan cover sets off a trend of fashion, showing four categories of storage meth⁃
ods, two categories of body shapes, three kinds of embroidery pattern themes and four kinds of layou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p⁃
resents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kills, and has a distinct dual value of practical and decorative function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fan cover; evolution; shape; pattern layout

沈从文在《中国服饰史》一书中说：
“清代男子
腰带上挂满刺绣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饰物，可

扇套体系，为弘扬扇文化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1 扇套的历史流变

算是时髦打扮，北京一带尤盛。尤其是地主、商人

扇套广义上指代可以盛放零星小物的包装袋，

就如此装束。
”[1]文中的扇袋即指扇套，又称“扇囊”，

最早可称为“縏”
“鞶”，方便随身携带，之后根据其

是折扇的包装，起方便携带和保护折扇之用途，常

不同功能而先后经历了“鞶囊”
“囊”
“香囊”
“荷包”

与香囊、荷包、槟榔袋、镜套、烟袋等活计组成流行

“扇套”多个名称的演变；狭义上指代专门用来盛装

装扮。现有文献中对扇套的单独分析较少，仅常常

折扇的袋套。因清代对囊的用途进行了细分，故扇

与其他刺绣小品一同作简单化分析，故文章以扇套

套在清代发展到了顶峰。

发展最鼎盛的清代为时代背景，分析其流行的原

1.1

因，再从搜集的 72 件清代扇套中，按套盖、套体的
造形结构和图案特征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 33 件实

扇套的释义演变
“縏”
“鞶”最早出现于周代,男女均可用，是古

人侍奉公婆时，用来装日常生活中零散之物的小包

物图进行分析比对，探寻清代扇套的形似来源并总

装。西周的《礼记·内则》中“鸡初鸣，咸盥漱，栉縰，

结出其艺术特征的形制规律，以求更加完善清代的

笄总，衣绅。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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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纩，施縏帙，大觿、木燧、衿缨，綦屦。
”的“縏”
是盛放零星细物的小佩囊，又有《礼记·内则》中写
道：
“男鞶带，女鞶丝。
”汉代《礼记正义》中郑玄注
释：
“鞶，
小囊，
盛纷帨者。
”
汉代时期“鞶”的种类增多，出现了虎头鞶囊、
兽头鞶囊等的记载。汉代班固《与窦宪笺》：
“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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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受赐虎头绣鞶囊一双。
”南朝梁萧子显《日出东

保护功能的荷包随折扇的普及而出现，于是两者结

南隅行》：
“鞶囊虎头绶，左珥凫卢貂。
”李白的《留

合有了新的名称“扇套”，扇套亦称扇囊、
扇袋。

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身配豁落图,腰垂虎顰囊”。

1.2

从中可看出“鞶”在此时已成为彰显不同身份地位
的象征。

扇套在清代的发展
清代是刺绣小品发展历程中的顶峰期，成为历

代刺绣小品中最为完整的“荷包体系”[5]，也是扇套

隋唐时期在鞶囊材质上有更为明确的细分，根

最为精美绝伦的时代。清末的刺绣小品种类变化

据等级的不同分金、银、彩缕。
《隋书志七》：
“[鞶囊]

繁多，多达十多种，容纳不同物件的扇套、书信夹、

今采梁、陈、东齐制，品极尊者，以金织成，二品以上

眼镜套、表袋等小物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且朝廷

服之。次以银织成，三品已上服之。下以綖织成，

的重视程度超过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因而扇套的发

五品已上服之。分为三等。
”
《旧唐书·卷四十五·志

展在清朝达到鼎盛时期，是清代男子腰间佩戴的腰

第二十五·舆服》：
“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以上

饰，彰显典雅之风范，是当时盛行的时尚之物。清

银缕，五品以上彩缕，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

代雍正年间的养心殿照办处史料记载：
“拟做绣蓝

之。
”隋唐的鞶囊在形制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在陕西

暗三色菊花鼻烟壶口袋十四件、绣蓝暗三色菊花扇

瀛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中，仪卫的人物图像中腰系鞣

套四十件。
”清代，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奴仆皆佩戴刺

躞带，悬着一只带盖半圆形繁囊（图 1），挂有弓袋、
仪刀、撃囊、布囊、箭箙、刀子、撃囊的形制和唐代章
怀太子墓壁画中的一样[2]。

绣小品，宫中还专门设有制作的独立机构，预备赏
赐所用。
《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和六十四回中也有扇
套的记载，此类对扇套的描述不计其数，可见扇套
在清代颇高的受欢迎程度。
清代的扇套文化有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形
成雅俗共济，共生共荣，互不排斥的时代特征。笔
者认为扇套这类刺绣小品在清代的兴起与清代雅
俗共济的文化氛围是密不可分的[6]。
一方面，雅文化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文人雅
士占据颇高的社会地位，文人雅士的艺术生活方
式引领着其他阶层人士追捧的社会潮流方向，清
代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某尚书……腰带必缀以
槟榔荷包、镜、扇、四喜平金诸袋，……”可见文人
墨客对扇套这类活计的喜爱程度。雅致秀美的折

图 1 陕西瀛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的佩囊仪卫图
A picture of the Sui Dynasty mural tomb in Yingguancun,
Shanxi Province

扇作为文人的喜好，扇套作为佳器的门面担当，凝

宋朝时期各种政权存在着的文化差异，鞶囊便

小小的扇套上不遗余力地呈现平生之计，其托物

不在官服制度中出现，
只是作为个人喜好而佩戴，
也

言志的作用又恰到好处地被文人作为表达意识的

Fig.1

很少出现在史料记载中。因其用途功能的增加，鞶

聚了文人墨客、手艺人等多个阶层的精心创造，在

载体[7]（图 2）。

囊的名称到元代，
被“荷包、
香囊和香荷包”所替代。

另一方面，在随着清政权的加强与巩固，国家

明代永乐年，由于统治者的青睐和推崇，折扇

财富不断积累，森严的等级制度被商品经济的高速

得到仿制和发展，而后折扇渐渐取代团扇占据主

发展猛烈冲击，无论皇室贵族还是市井小民的生活

流 [3]。 明 代 刘 若 愚
的《明宫史》：
“其制
用木柄，长尺余，合
竹作小骨二十余
根，用蓝绢糊裱，两
面皆撒大块金箔。
放 可 遮 日 ，收 则 入
囊 。”[4] 制 作 精 良 的
折 扇 易 损 ，故 具 有

Fig.2

图 2 清代各阶层人士的扇套佩戴图
Fan cover wearing pictures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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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皆极尽华丽精

曲同工之处，其封口效果便捷，而反复的抽拉过程

妙之工艺。
《大清宣

易让扇套的面料磨损，降低扇套的使用寿命；无盖

宗成皇帝实录》中

敞开式方便存取，
但安全性比较低；
袢条固定式比较

记载：
“发去御笔画

少见，不使用套盖，而是将扇子放在套体外，仅用袢

扇一柄，扇套一个，

条和底部的小袋子来固定扇子。

香袋四个，著交那

在 现 存 文 物 中 ，收 缩 式 在 扇 套 上 的 运 用 极

彦成袛领，以昭眷

少，敞开式居多。敞开式的套头中按形状又可区

注。
”此时的扇套常

分为平口、弧口、尖口、如意头、祥云头、莲叶头、

常作为满清贵族和
宗室子弟的赏赐礼
器之物而出现[8]，同
时也作为婚礼的彩
礼和互相馈赠的礼

清国京城市井风俗图上册第 155
页（现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
Fig.3 Street customs in the capital of
the Qing Dynasty, Vol. 1, page
155 (now in the National Muse⁃
um of France)
图3

双耳头和葫芦头（图 4），其中如意头和祥云头有
着象征吉祥和顺心顺意的蕴涵，因而在扇套上的
运用频繁。

物，在日常生活风俗礼仪中广泛使用和买卖。
《清国
京城市井风俗图》描绘了清代北京民俗和各行业的
现状，书中 193 幅图画描绘是当时民间风俗的繁荣
景象，其中就有对卖荷包、扇套、香囊的小商贩的详
细绘制（图 3）。

2 清代扇套形制分类
清代扇套因套盖和套体的不同形制而有多种
变化，文章现根据李雨来的《明清绣品》、邹敏讷的
《湖 湘 刺 绣》两 本 书

表 1 以开口闭合方式区分的套盖分类
Tab.1 Cover classification by opening and closing

以及现存馆藏中共
72 件扇套，从中选取

图 4 敞开式的套头分类（笔者绘）
Fig .4 Classification of open type socket

按开口闭合方式

实物图

名称

出 13 件比较有代表

性的扇套藏品进行
分析比对，整理归纳

翻盖折叠式

清代黑缎地
彩绣扇套

出套盖和套体的多
种造型特征。

2.1

套盖形制的

分类
套盖以开口的

绳索收缩式

清代满打籽
绣葫芦型扇
套

无盖敞开式

清代盘金打
籽扇套

袢条固定式

清代双耳打
籽绣多层扇
套

闭合方式区分为：翻
盖折叠式、绳索收缩
式、无盖敞开式和袢
条固定式（表 1），每

个开口方式的优缺
点各有不同。翻盖
式防止折扇从中掉
落，为稳定套盖以防
外翻的系扣，在实际
运用时会有些繁琐；
收缩式的扇套与荷
包的闭口方式有异

结构图（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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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体形制的分类

式以及分段式四种方式来布局，并通过刺绣、缂丝、

由于扇套源自囊，所以扇套的外形即套体轮廓
经历了从弧线型的囊变成贴合折扇的直线型的发
展过程。弧线型的扇套形制拥有柔和的弧线条，
正好
中和了折扇刚硬的外观视觉效果，按整体的外在曲
线形状可分为内凹曲线形、几何曲线形和自由曲线
形，变化多端，
图案生动形象，
做工精美巧妙（图 5）。
直线型的扇套可细分为直筒形、折扇形和仿古
器物形。直筒形的扇套[图 6（a）]外形像大写字母 H，
与折扇笔直的线条十分贴合，有时会和上文中的袢
条固定式开口形式相结合来增加层次感；仿古器物
形的扇套在清代甚为流行，
古琴形、
如意形和玉圭形
在仿古器物形分类中出现频率居多，其中古琴形是
变化最为丰富的形制
[图 6（b）
（c）]，且独具特
殊含义的扇套，扇面的

织锦等工艺手法呈现。

3.1

图案元素

清代扇套的纹样素材品类繁多，大多取自于现
实生活，以单一或者组合的方式展现（表 2）。第一
分组为自然物象类，由同一个动物或植物分别形成
扇面图案的为单一自然物象类，如莲花、牡丹、蝙
蝠、鹤、鹿等；由多种动物、植物或动植物结合的为
组合自然物象类，而在扇套实物展现中，五毒纹、岁
寒三友、四君子、三多纹、喜上眉梢和山水风景等组
合方式的层次最为丰富、且整个扇面和谐统一又不
失各自的特点。第二分组为器物类，如器物与器物
搭配、器物与动植物组合出现，如刀币纹、亭台楼

纹样与琴和穗的元素
搭配，整体图案呈分断
式描绘意境，诸如此类
的古琴元素常常与分
段式间隔纹样出现在

（a）内凹曲线形
（私人收藏）

古琴形的扇套中，形成

（b）几何曲线形
（辽宁省博物馆藏）

（c）自由曲线形
（湘中地区私人收藏）

图 5 曲线型扇套
Fig.5 Curved fan cover

扇套纹样搭配中独具
韵味的一大特色 [9]；折
扇形是类似折扇展开
后的局部轮廓，上下宽
度不一，底端较上端宽
些[图 6（d）]。

3

清代扇套图案
精巧的扇套上寄

托着传统纹样的美好

（a）直筒形
（b）如意形
（长沙地区私人收集）
（孔子博物馆藏）

寓意，这些图案常按照

Tab.2
单一种类实物图

表 2 扇套的图案题材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 elements of fan
名称及来源

（左）清代金银绣二龙戏珠扇套，
出处：
私人收藏。
自然物象类

（d）折扇形
（上海纺织博物馆藏）

图 6 直线型扇套
Fig .6 Linear fan cover

直线式、动线式、平铺

元素分类

（c）古琴形及其变式
（长沙地区私人收藏）

组合类实物图

名称及来源

（左）明黄色缎平金绣五毒葫
芦扇套，
出处：故宫博物馆藏。

（右）清代织金缎地富贵牡丹纹

（右）清代白绢地平针绣富贵

扇套，出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留功名扇套，出处：清华大学

美术馆藏

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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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左）晚清白纱地博古纹扇套，出
器物类

（左）晚清石青缎绣八宝勾莲

处：
李雨来《明清绣品》。

扇套，
出处：云南省博物馆。

（右）晚 清 楼 台 殿 阁 纹 扇 套 ，出

（右）清代金银绣暗八仙鹤纹

处：
李雨来《明清绣品》

扇套，
出处：私人收藏

（左）清代织金寿考云雷纹扇

（左）清代竹报平安刺绣扇套，出

套，出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处：
首都博物馆藏。
文字几何类

馆藏。

（右）清代白缎地网绣龟背纹锦

（右）清代龙凤呈祥祥云纹扇

群纹扇套，出处：陈娟娟《故宫藏

套，出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清代刺绣小品》

馆藏

阁、博古纹、八吉祥、暗八仙纹和八宝纹。第三分
组是文字几何类，吉祥如意的文字和几何纹样搭
配方式多样，或组合搭配或独立出现[10]。
绚丽多姿的图案装饰题材反映了古人“纹以载

动线化的构图方式把握得恰如其分，将田园生活的

道”的精神思想，也证明了古人对扇套的形式美感

个梅花树在寒冬季节傲骨盛开，以小见大感知梅花

的重视，而非单单认为扇套只是起保护折扇的实用

的傲气凌人的气势。

功能。

3.2

多种人物活动场景，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画面序
中求变，又不失节奏感和流动空间感；图 8（b）中梅

花枝丫在冰蓝色缎面上曲线形绘制，好似看见了整

（3）平铺式布局。平铺式构图是对空间的拓展

图案布局方式

延伸更好的演绎形式，也是更为朴素大方的扇面表

达方式 [11]。如图 9 所示，以连续的几何纹样按相应
（1）直线式布局。直线形纹样的布局走向沿扇
的比例和规律为底纹，合理安排主辅纹样之间的交
面的中轴线对称分布，如图 7（a）的百蝠纹独立完整
的呈现在图案中间，构
图 对 称 均 衡 、整 齐 统
一，能更好地呈现出独
（b）清代织金寿纹扇套（吉林省博物院藏）
立 纹 样 的 所 表 达 的 寓 （a）清代黄缎平金百蝠扇套（长沙博物馆藏）
意，彰显纹样的端庄与
图 7 直线式布局图案的标注图
Fig .7 Marking drawing of linear layout pattern
严谨；图 7（b）多种纹样
在直线形的布局中有
条不紊、错落有致，于
小小的扇面上架起井
然有序的布局框架，具 （a）清代白绢地田园风光扇套（辽宁省博物馆藏）

（b）
清代青缎梅花纹扇套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美术馆藏）

有多种纹样交织碰撞
的美感。

Fig.8

图 8 动线式布局图案的标注图
Marking drawing of moving line layout pattern

（2）动 线 式 布 局 。
动线走向形式相对灵
活，且充满曲线的柔美
感，如图 8（a）中各个小
场景的之间的联系用

（a）清代梅花冰裂纹扇套（广州东方博物馆藏）

（b）清代白纱地纳纱绣喜字扇套（私人收藏）

图 9 平铺式布局图案的扇套
Fig .9 Fan cover with tile layou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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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彩缎地盘金普绒绣高山流水扇套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b）园林山水图扇套（湘中地区私人收藏）
Fig.10

图 10 分段式布局图案的扇套
Fan cover with sectional layout pattern

叉、重叠、疏密和均衡的韵律关系，平铺式的整体布
局结构也多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满地纹样构
成，有视觉上的平稳感和整体感，且图案蕴含着连
绵不断、
延绵不息的意象美。
（4）分段式布局。分段式构图是扇套图案布局
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只有使用古琴式装饰的扇套会
使用，其特点是使用如同漫画分镜线的斜向分割
线，将整个套体分割成多份，再在被分割出来的各
部分填充不同的纹样，一般最上面的部分为配以数
根琴弦的古琴状且常饰流苏，剩余部分则为文字或
图案（图 10）。

4

结语

文章认为从物理功用上来看，扇套属于“囊”的
分 支 ，故 扇 套 的 起 源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周 代 的“縏”
“鞶”，并在历代经济政治等社会变革中渐渐展露头
脚，直至清代成为流行，各阶层人士皆喜随身佩戴，
因此也衍生发展出多样形式。从造型上来看，弧线
型扇套是荷包向扇套的演变过程的衍生物，故在形
制的表达上还依稀能看到荷包的影子，而直线型扇
套因其干净利落的外形线更能体现出刚毅的男子
气概，且扇套使用者多为男性，故较弧线型使用更
广；从图案上来看，小小的扇套凝聚了手工艺人们
的独运匠心，东方文化的独特想象力在清代风靡
一时的扇套的纹样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形”到
“意”无处不彰显古代社会人们对美好生活期盼，
且其独有的分段式布局与古琴结合，更能凸显其
风雅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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