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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马面裙的形制及工艺探析
周 丹 1，梁惠娥 1,2
（1.江南大学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无锡 214122；
2.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名师工作室，
宜兴 214206）

摘 要：[研究意义]马面裙在宋代初见雏形，风行于明代，到了清末民初成为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传统
裙装。[研究方法]文章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的两条近代马面裙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量文献资料，梳理近
代马面裙的形制分类，结合实例从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两方面剖析近代马面裙中的襕干裙和百褶裙的工艺特征。[研究
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近代马面裙产生了襕干裙、百褶裙两种基本形制。三种同出一源的不同形式的裙装在面料选用、
制作工艺、装饰手法上也不尽相同，其特点丰富了传统马面裙的艺术特征和时代特色，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的设计智慧，
其所具有的美用一体的艺术价值对当代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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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Horse-face Apron
ZHOU Dan1，
LIANG Huie1,2

（1.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 of Jiangsu Province,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 China;
2. Master Studio, Wuxi Institute of Arts and Technology, Wuxi 214206 China)

Abstract：Horse-face Apron took shap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became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 By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became a traditional dress with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modern Han folk
dress. This paper takes two modern horse-face apron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Costume Museum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g the shape classification of modern horse- face apron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combining with examples, analyzes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y skirt and pleated skirt in modern horse- face apr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decor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basic shapes of modern
horse-face aprons: Langan skirt and pleated skirt.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skirt from the same source are not the same in fabric
selecti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decoration techniqu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enrich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era char⁃
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horse-face apron and reflect the design wisdom of the working people.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integra⁃
tion of beauty and application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design.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Ming Dynasty；
pleated skirt；Langan skirt；
shape；craft

马面裙，又名“马面褶裙”，是明清时期经典的

提到：
“越纱裙染郁金香，薄罗依约见明妆”[1]，而后

女子下装之一，形似“围裙”，有前后对称的裙门，两

经过辽金元时期各地经济，各民族服饰文化不断相

侧由折裥组成，中间搭叠重合的部分称为“马面”，

互交流，旋裙逐渐在明代发展成为一种新形制——

马面裙由此而来。马面裙最早的雏形是宋代的旋

马面裙。明代马面裙吸收胡服精华并保留汉人服

裙，其形制简单，色彩精致，风格脱俗，在宋代是为

制，其形制简单，两侧打褶，此时的裙装设计以穿着

方便社会底层女性骑驴而设计的功能性裙装，后来

舒适为第一特性，
装饰风格清新淡雅。到了清代，
随

也在上流社会中蔓延开来，贺铸在《减字浣溪沙》中

着满汉服饰文化交流增多促使满汉女子服装渐趋融
合，马面裙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延伸出了百
褶裙、襕干裙、凤尾裙等新形式的马面裙，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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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婉约摇曳之美。传统马面裙作为一种民间典
型的裙装样式被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研究体系渐趋
完整，大多集中在梳理马面裙的发展脉络，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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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色制的辨析总结，或是研究某段时期马面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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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裙的形制特征及其相关工艺方面的内容有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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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但不够详尽，故具有一定的研究必要性和研究价

是折裥之间以丝线交叉串联，以免散乱[4]，在移步行

值。

动时，裙装展开裙面形似鳞甲，给人以灵动飘逸的

1

近代马面裙的形制分类

视觉感受，动感十足[5]，间接表达女性在活动时体现

纵观马面裙的发展过程，其在近代的变化尤为

出来的韵律之美。

突出,并根据其特征衍生出不同的形制分类。包铭
新先生也曾在《近代中国女装实录》中有所提及：
“最典型的马面裙流行于清代，前后各有两个重合
的裙门，其中外裙门有装饰，内裙门较少或无装
饰……侧面打裥，裙腰通常采用白色的棉布，一是
取白头偕老之意，二是棉布具有耐磨损的特性，把
棉布以绳或纽扣固结”[2]。由此可以推断出马面裙
在近代这一时期不仅有了其固定的形制分类，而且
是近代女裙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裙装式样。

1.1

襕干裙

襕干裙的外部形制依旧保留着马面结构，两侧
裙胁打大褶且褶裥之间以每胁中线为轴，左右向里
对褶并用深色襕干缎边装饰于褶间，面料与面料之
间的拼缝用条状襕干装饰形成立体效果；因为装饰
襕干具有一定宽度，所以裙身
的褶裥一般隐藏在襕干中，并
根据襕干之间距离的大小将
襕干裙分为了“等距襕干裙”
和“不 等 距 襕 干 裙”两 种 类
型。裙襕和裙门的镶边颜色
或深或浅且与裙身整体颜色
对比强烈，不仅突出襕干分割
图 1 襕干裙
裙面的装饰性也能体现其褶
Fig.1 Lan Gan Skirt
裥的内部结构。整体造型以
马面为轴左右对称，以侧缝为中心前后对称，体现
了严谨，
对称，平衡的视觉审美和穿着效果（图 1）。

1.2

百褶裙

2

近代马面裙的工艺分析
马面裙作为汉族民间服饰的经典，其形制种类

丰富，但主要结构仍由腰头，前后马面，马面裙两
肋，襕干装饰构成；面料使用上也无太大的变化；论
及工艺，因其形制不同，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也有
所变化，本文重点以近代马面裙中的襕干裙和鱼鳞
百褶裙为例。

2.1

襕干裙的工艺特征

2.1.1 制作工艺

1）襕干裙的制作流程与传统的马面裙相比有

所变化，其两侧裙胁的褶裥消失，襕干缎边的固定
方式由手工缝制
发展为机缝，这些
工艺细节上的简
化体现在其制作
流程。以北京服
装学院的粉绸饰
盘带绣瓜蝶福寿
纹襕干裙（图 4、图
5）为 例 进 行 简 要
分析。此裙长为

图3

粉绸饰盘带绣瓜蝶福寿纹襕干裙
正面
Fig.3 The front side of the Lan Gan Skirt
with the Pattern of Melon Butterfly
and Longevity

97cm，裙腰围度约
为 115cm，裙底摆
长约 240cm，马面
约 宽 30cm；腰 头

以白色棉布制成，图 4
裙身呈浅粉色，裙

粉绸饰盘带绣瓜蝶福寿纹襕干裙
反面
Fig.4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an Gan
Skirt with the Pattern of Melon
Butterfly and Longevity

百褶裙因褶裥细密繁复而得名，其褶裥对称分

里料为朱红色素

布在两侧裙胁，单侧以对褶向裙胁中心线对称倒

绸，给人以娴静淡

伏。褶裥排列整齐有序，其大小因地域差异各有讲

雅之感；裙胁两侧

究，细密程度也不尽相同，最多的可达上百个。清

被五条黑色襕干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九中

缎边等距分割，且

记载:“近则以整缎褶以细裥

与底边襕干垂直，

道，谓之百褶。其二十四褶

只有前后马面下

[3]

者为玉裙，恒服也。
” 由此可

部饰盘带绣瓜蝶

见，百褶裙在当时是民间较

绵绵圆寿纹。

为流行的一种裙式。

百褶裙在形制结构上同属于
马面裙，以数幅布帛为之，只

图 5 马面裙款式图
Design of Horse-face Apron

通过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对工艺流程作如下推
测：首先设定襕干裙的款式（图 6），色彩以及面料，

百褶裙中比较特别的是
鱼鳞百褶裙（图 2），其与普通

Fig.5

图 2 鱼鳞百褶裙
Fig.2 Fish Scale Pleated
Skirt

而后裁剪裙面料和里料，用黑色缎边镶饰在内外裙

门和底摆的边缘，再将裙胁和内外裙门缝合与里料
缝合，最后将裙面料，里料与腰头缝合并在腰头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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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不同部位的纹样呈现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也更
具适合性，符合人们的装饰审美需要[10]。
大部分襕干裙上的图案内容丰富，主要纹样多
采用花鸟鱼蝶，海水江崖，以此展现女子温柔婉约
之美；每个襕干与襕干之间的区域都是辅助纹样，
多采用一些折枝花等细碎的小纹样零散分布，在视
觉上给人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审美印象。不同地
域的襕干裙也有其独
特 的 装 饰 方 法 ，例 如
图 6 马面裙单联面料裁剪图
Fig.6 Single fabric cutting of Horse-face Apron

上纽扣以便穿用。

2）从裁剪方式来看，襕干裙的裙胁部分由数块

将 丝 带 ，流 苏 等 装 饰
形式镶饰在纹样上或
下摆处。
仍以粉绸饰盘带

完全相同的两个梯形裁片对向构成的矩形构成，面

绣瓜蝶福寿纹襕干裙

料整体仍然呈一矩形（图 7），

为例，
前后马面下部饰

这种裁剪排料的方式也使面

盘带绣瓜蝶绵绵圆寿

料的利用达到了最大化，符

纹（图 8），
盘带由蓝，
白

合中国传统服装制作过程中

在纹样上（图 9），纹样

裁剪和拼合相对自由，没有

外缘以海蓝地花卉纹

过多的复杂工序，只是将两
向纱线方向一致并缝合。在
缝合过程中，晚清民初的马

红色暗花绸堆绫盘金绣边饰
鱼鳞褶马裙正面图
Fig.8 The front of red Dark Silk
Skirt with Gold Embroidery
and Fish Scale Pleats

双色花带制作后缝制

遵循的节约原则[6-7]。里衬的

块矩形里衬裁片与外裙门经

图8

图7

盘带绣瓜蝶绵绵圆寿
纹
Fig.7 Ribbon Embroidered
Melon and Butterfly

细绦边，
纹饰盘绕线条 图 9
流畅，做工精致，寓意

爪 瓞 绵 绵 ，表 达 子 孙
昌 盛 ，兴 旺 发 达 的 祝

面裙为了防止边缘脱丝会把缝合之后的缝头留在

愿。

正面，再将襕干缎边手工缝纫，机缝，或是用浆糊粘

2.2

贴后缝合在裙边缘上进行包边处理，彰显其功能性

2.2.1 制作工艺

和美观性。到了 19 世纪末，缝纫机在我国兴起，襕

红色暗花绸堆绫盘金绣边饰
鱼鳞褶马裙反面图
Fig.9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Fish
Scale Pleated Horse- face
Apron with Gold Embroidery
on Red Dark Silk

百褶裙的工艺特征
1）百 褶 裙 可 分

干裙的缎边被机织花边取代[8]，不仅样式焕然一新，

为传统百褶裙和鱼

也简化了制作襕干缎边的工序，大大提升了人们的

鳞 百 褶 裙 两 类 ，本 文

生产效率。

重点以北京服装学

襕干裙因其制作工艺呈现扇形效果，两胁由数

院的红色暗花绸堆

片裁片构成使前后马面过渡自然，充分适应人体曲

绫盘金绣边饰鱼鳞

线，增大了下半身的活动空间，同时前后裙门的矩

褶 马 裙 为例（图 10）。

形马面也不易变形影响穿着时笔挺的视觉效果。
2.1.2 装饰工艺

马面裙的装饰纹样依据其款式要求装饰在特

定部位，装饰方式主要分为染、织，绣等，都是对面
料的二次加工；装饰手法多以褶裥，刺绣等工艺为

该 裙 长 约 96cm，裙 腰

围度约 120cm，底摆围

度165cm，
马面宽 34cm

图 10

红色暗花绸堆绫盘金绣边
饰鱼鳞褶马裙款式图
Fig.10 The design of Red Dark Silk
with Gold Embroidered
Edge and Fish Scale Pleat⁃
ed Horse-face Apron

左右，两侧裙胁打数十个鱼鳞细褶，以 1.5cm 针距用

丝线钉缝；鱼鳞百褶裙与百褶裙的制作工艺流程类

主。襕干裙的装饰大多集中在膝盖以下的位置。

似，都是先进行形、色，质的整体设计，然后计算两

裙摆和裙门仍旧镶有各种花边，但开始流行细窄条

侧裙胁中褶裥重叠部分和露出部分的量，使刺绣图

边装饰，圆的是“灯果边”，也称“线香滚”，扁的叫

案能完整的展现在裙表面上；只是在缝合和装饰裙

[9]

“韭菜边” 。由于襕干裙的襕干装饰将裙面分成了

片的面料时，普通马面裙要在两胁打细密繁复的褶

若干个区域，使每个区域成为一个单独的基底，再

裥，而鱼鳞百褶裙要将褶裥交错钉缝后再与内外裙

加上当时衣料能对特定位置的图案进行染织，使服

门缝合；
最后再与里料一起与腰头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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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一般在裙边缘用锁边绣牵边以防脱丝；半里衬
百褶裙主要把里衬缝制在裙门和裙摆缎边之后，既
使裙身挺括又增加了裙边缘的耐磨性；全里衬百褶
裙的里衬和面料一起打褶并且用线钉在反面交错
钉缝固定，当裙身受力张开时可以看见细密错落的
鱼鳞褶裥，视觉上具有鲜明的动静结合的韵律美感
（图 14）。

百褶裙的褶裥分布的对称性完美体现了中国

传统的审美原则，这也是其内部结构特征之一。从
人体正面来看，前后裙门左右的褶裥呈对称分布，
Fig.11

图 11 鱼鳞百褶裙面料裁剪图
The cutting drawing of Fish Scale Pleated Skirt

从侧面来看又以侧缝为轴前后对称，均体现出裙装

2）鱼鳞百褶裙的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就

的结构平衡；同时百褶裙裙胁打密褶后，裙胁长度

13），其在裁剪上更接近明代女裙，裙面面料均为长

然散开，穿着时活动方便，褶裥在女子行走过程中

为正常所需裙幅的 2 倍；马面裙的里衬制作主要有

所说：
“裙制之精细，惟视折纹之多寡。折多则行走

是面料的裁剪（图 11），打褶（图 12）和固定褶裥（图

方形，因其裙片要打褶叠合所以一联裙幅长度通常
无里衬，半里衬和全里衬三种形式，对于百褶裙来

说无里衬的应用情况较多，因百褶裙通常使用易于
定型的轻薄面料制作细密的褶裥，添加里衬不便于
制作且影响其美观性，无里衬的百褶裙大多没有镶

减短，裙腰弧度能与人体腰围贴合，裙身呈扇形自
呈现光影变化，灵动十足。正如李渔在《闲情寄偶》
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折少则胶柱难移，有态亦同
木强……近日吴门所尚
‘百裥裙’
可谓尽美。
”
2.2.2 装饰工艺

褶裥一直是裙装传统装饰工艺中最典型的表

现手法之一，褶裥的造型与分布会产生不同层次的
美感。百褶裙的褶裥细密规律，常与镶、嵌或滚等
其他装饰工艺组合使用，其中一种是纯色镶边和彩
色机织花边与褶裥的组合，另外一种是刺绣镶边和
编织花边与褶裥的组合。
百褶裙繁复华丽，甚至每一个细褶或襕干上都

Fig.12

图 12 鱼鳞百褶裙裙胁部分打褶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pleating at the hem of Fish Scale
Pleated Skirt

有精致的花纹装饰，多用打籽绣、盘金绣、贴布绣、
绘画等工艺，并且在裙门和裙背刺绣各种吉祥纹
饰，在清末以花鸟鱼蝶，龙凤，八宝纹等最为盛行。
仍以北京服装学院的红色暗花绸堆绫盘金绣
边饰鱼鳞褶马裙为例（图 10），其前后裙门及下摆镶
宝蓝花蝶纹缎边，缎边外边缘为葱绿缎狭绲边，内

边缘为蓝绿底蝶蝠长寿纹绦边，前后马面的正中位
置绣蝴蝶花卉及宝瓶纹；从装饰工艺来看，其边饰
图 13 固定褶裥
Fig.13 Fixed pleats

Fig.14

结合了堆绫与盘金绣等装饰手法，堆绫边饰纹样中
的蝴蝶花卉等纹样分别用形状、颜色不一的单层绫

图 14 红色暗花绸堆绫盘金绣边饰鱼鳞褶马裙装饰工艺细节图
Process Details of Red Dark Flower Silk with Gold Embroidered Edge and Fish Scale Pleated Horse-face Ap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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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堆积黏贴成图案，再以盘金线勾勒外边缘形成层
次感，同时掩盖了绫片的毛边，也起到固定绫片的
作用；下摆中牡丹的花瓣绫片还运用了淡彩手绘技
法，以清新透薄的粉色颜料将其进行渐变晕染，绫
片纹理若隐若现，
极具写实感和装饰意味。

3

结语
马面裙是中国汉族女子服装中极具代表性和

独特符号语言的一种裙装样式，其承载了丰富的民
间服饰文化内涵。随着近代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
与服饰材料的不断丰富，马面裙逐渐分成襕干裙和
百褶裙两种基本形制。襕干裙在制作工艺上，其裁
剪排料方式巧妙，是当时人们惜物思想的体现，里、
面料的衔接则没有过多复杂工序，另外，襕干缎边
的使用既具有防止脱丝的功能性又具有整合图案
的装饰性；百褶裙中的传统百褶裙与鱼鳞百褶裙，
两者制作工艺基本与襕干裙一致，裙面装饰多用刺
绣、绦边等工艺手法，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百褶裙仅
在裙面打细密褶裥，鱼鳞百褶裙的褶裥需用丝线串
联。作为近代传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马面裙以
其独具匠心的形制特点及工艺技巧不断适应时代
的发展，是博采众长的传承体现。针对近代马面裙
的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有利
于近代传统裙装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对现代服装
设计中的手工艺创新应用具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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