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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装的结构意识
——
—东周楚服分片结构探究
文/张

玲
湖北江陵县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服饰，这为开启古代服装结构的研究提供了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以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女装为考察对象，就其中典型范例展开深入细致的结构研究，
从楚服分片的成因入手进而探究楚服结构中分片数量以及尺寸大小的设定原则及参考依据，揭示楚服结
构背后的精神要义。通过系列考证以期使中国古代服装的研究从“褒衣博带”的感性认知向“数理考据”的
理性判断积极迈进。
楚服；结构；
分片；
裁片；
尺寸

“褒衣博带”一直以来成为服装史学界对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 《江陵马山一号楚

中国古代服饰的普遍认知，但这种认知多半停

墓》挖掘报告为重要研究资源，深入开展对古

留在以精美刺绣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服装表面

代东周时期楚国女装结构的研究。本文侧重于

形式感的关注与体悟，而深入到服装内在结构

东周楚服分片结构的考证与探讨。

的探讨研究则少之又少。毋庸讳言，开展古代

1 马山一号楚墓服饰特征

服装结构的研究工作所需条件极为苛刻，无出

1982 年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场一号楚墓出

土实物及相关数据支撑可谓举步维艰。新中国

土了大批纺织衣物，墓主为楚国女性，身份为

成立以来考古学界在不同时期的文物挖掘中

战国中晚期
“士”
阶层地位较高的贵族妇女。出

先后收获大量精美的纺织服装实物，并从考古

土衣物保存完整、种类繁多、面料极尽奢华秀

学的角度给予严谨的形态考察及尺寸勘测，
这

其中有绵袍八件、
丽。衣物共计三十五件之多，

无疑为古代服装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

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两件、绵袴一件，其

一手资料。但遗憾的是，这些考古成果或封存

单衣、
夹
余为被衾及其他服饰用品。其中绵袍、

在地区文博馆内或散落在文物出版社发行的

衣均为交领右衽直裾，
具有褒衣博袖的结构特

考古报告中，并未引起服装学界足够的关注与

。服
征，
属于上衣下裳在腰部拼缝的“深衣制”

重视，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服装结构研究领域

装依据袖型的不同可分为 A 型小袖式、B 型宽

一直以来的荒芜局面。

袖式和 C 型大袖式三种结构类型。其中小袖式

本文以湖北省江陵县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两件，一件残损；宽袖式两件，保存较好；大袖

的大批纺织衣物为研究对象，依托荆州博物馆

式八件，
三件残损。在三种不同袖式的服装中，

珍藏的大量出土服饰原件、考古现场笔记以及

上衣和下裳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结构分片。A

张玲，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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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裳八片；B 型宽袖式上衣
型小袖式上衣八片，

及其珍贵性，
东周时期丝绸用以充当货币从事

均四片，下裳六片或九片不等；C 型大袖式上衣

贸易活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明

六片到八片不等，而下裳四片到六片不等。[1]

确规定了作为货币的布帛其形制宽度及质量

楚服中缘何出现如此丰富的结构分片？三
种不同袖式的服装在分片数量及大小上均存

要求。即便是民间单纯用于售卖的布帛，也应
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礼记·王制》 中记载：

在差异，即便是相同袖式的服装其结构分片也

“布帛精疏不中数、
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
，[2]

多有不同。在形制清晰的所有衣物中，没有任

明确规定了布帛的质量及幅宽不合要求不能

何两件尺寸完全相同。如何解读这些数目纷繁

售卖的事实。丝织品在国家制度的干预下，最

的结构分片？在裁片大小尺寸的背后潜藏着怎

大限度地避免了个体织造行为的随意性，
从而

样的玄机与规律性？

确保织物规格的严谨有序。

2 楚服“多片式”
结构探因
在现代语境下，服装结构的剪裁技巧与织

楚国的织物幅宽虽因品种不同略有差异，
但基本以 50 厘米为限，
按照楚国的度量制度，

物的特征密不可分，其中一个重要技术参数就

织物的幅宽最
一尺约合今 23 厘米，照此折算，

是织物的幅宽因素。由此，对于楚服“多片式”

如此狭窄的布幅
宽不过楚制二尺二寸。无疑，

结构的探讨势必离不开对所用织物的相关考

对楚服的剪裁方式势必产生直接的影响，楚国

察，
楚国织物成为释解该问题的核心所在。

贵族宽袍大袖的服装式样只能以“多片拼接”

在中国古代社会，
“男耕女织”勾画出农耕

的方式加以呈现。在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衣物

文明下劳动生活的真实图景，
《墨子·非命下》

中，
即使是袖长最短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

中有这样的记述：
“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

绵袍（N10），其上衣部分也至少需用四片裁片

……妇女夙兴夜寐，纺绩织絍”，
女性成为服装

拼缝完成。
“服装的宽博”
与
“织物的窄狭”
成为

衣料生产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据史料记载楚国

一对鲜明的矛盾体，
催生出楚服“多片式”结构

官营手工业中有专门的“织室”负责纺织生产，

的诞生。

管理制度极其严格，定期为权阶层提供精美的

3 楚服分片的尺寸控制

东
丝织品以供挥霍享用。由于生产条件所限，

基于楚服“多片式”结构成因的考释，对

周时期的织机主要为脚踏斜织机，须织工手脚

楚服分片的尺寸控制及应用原则的考察由此

并用方可完成织造。由于坐姿端正，双手左右

展开。马山一号楚墓出土袍服中，
保存完好、形

自由操作的可控范围大致在 50 厘米左右，故

制清晰、具有研究价值的共计九件，其中 A 型

织物的幅宽基本以此为限，不能超越。过大的

小袖式绵袍一件；
B 型宽袖式绵袍两件；
C 型长

幅宽会带来以人力做动力无法克服的困难，
不

袖式绵袍四件、
单衣两件。本文将选取三种结

但织造质量无法保证，还会大大降低织造的效

构式样中的典型范例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期对

率。在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大量陪葬衣料中，

楚服分片的尺寸控制规律获得较为客观清晰

除了纱类幅宽格外窄小外，约 32.2 厘米，
其他

的认知。

如绢类 49-50.5 厘米、罗类 43.5-46.5 厘米、

3.1 对 A 型小袖式服装分片的考察

锦类 45-50.5 厘米之间。可见，楚国织物的幅

研究范例：
A 型小袖式素纱绵袍（N1），
它是

宽基本控制在 50 厘米左右，以最大限度地适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服装中尺寸规格较为窄小

应人力织造的生产条件。由于丝绸织造的艰难

的类型，
属于内穿衣物范畴。款式特征为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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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衽，后领下凹，两袖斜向外收杀，袖筒最宽处

正裁八片，
其中正身两片，两袖各三片；下裳正

上
在腋下，小袖口。上衣和下裳在中腰处拼缝，

裁，
共五片。绵袍（N15）具体裁片尺寸经作者分

衣八片，下裳七片。素纱绵袍（N1）具体裁片尺

详见表 2。[3]
析整理后，

寸数据经笔者分析整理、推导，详见表 1。[3]

表 2：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5）各裁片尺寸数据 （单位：厘米）

N1

厘米）
表 1:素纱绵袍（N1）各裁片尺寸数据 （单位：

N15 上衣裁片 *2（由袖口至衣身）

上衣裁片 *2（由袖口至衣身） 下裳裁片（由外襟至内襟）

裁片
宽度

42

43

45

32

45

41

41

41

45

裁片
长度

124

130

130

137

143

130

123

130

145

裁片
23
宽度
裁片
50
长度

26

26

30

70 110 123

20

22

28

20

20

28

30

90

通过将素纱绵袍(N1)不同部位的裁片数

下裳裁片（由外襟至内襟）

通过对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5）不同部位
的裁片数据进行比照并结合所用织锦幅宽综

据进行比照分析并结合素纱织物幅宽因素综

合考量，上衣裁片的宽度在 32-45 厘米不等，

合 考量，可 以 看出 上 衣裁 片 的宽 度 取 值在

下裳裁片的宽度在 41-45 厘米不等，
而所用楚

23-30 厘 米 不 等 ， 下 裳 裁 片 的 宽 度 取 值 在

锦的幅宽一般在 45—50.5 厘米之间，服装裁

20-30 厘米不等，而素纱织物的最大幅宽不超

片对整幅面料的使用效率较高，削减不大，以

过 32 厘米，可见，素纱绵袍(N1)的裁片宽度在

适应 C 型大袖式服装尺寸宽大的风格特征。基

素纱幅宽的基础上多有削减，最大削减量达 10

于对称性的审美考虑，上衣分片八片，呈左右

厘米，
最小削减量为 2 厘米。从挖掘报告所提

四片对称分布；下裳分片五片，恰好在视觉上

供的素纱绵袍（N1）平面款式图可以看出，
服装

形成了服装前后以中心线为基准的对称关系。

分片在横向上强调一种以人体中心线为基准

上衣、
下裳裁片宽度比例均较为均衡。在宽度

的左右对称、比例均衡的审美法则。绵袍（N1）

的精确取值上，
则分别以袖展和腰宽规格为限

上衣裁片八片，呈左右对称式分布，各四片。同

定，
加以筹划。下裳裁片长度的取值则完全出

理，下裳七片式分片的设定在视觉上亦形成了

于实际的需要，
绵袍（N15）为宽博的外服之衣，

服装在前后以中心线为基准的对称关系。上衣

决定了其裁片长度尺寸均较大的事实。此外，

各裁片之间虽宽度不同，但在分配比例上保持

经向长 1.3
本款所用织锦，
其花纹为小菱形纹，

了很好的视觉均衡性，这种均衡也体现在下裳

厘米，
纬向宽 0.85 厘米，细密的花纹铺满整个

裁片之间。楚服在裁片宽度上的差异化，缘于

织物，因此，服装在剪裁时无须考虑纹样的干

为了满足服装宽度规格的预先设定，上衣受制

扰因素，
视同素色面料对待即可。

于袖展规格，
而下裳则受制于腰宽大小。再来

3.3 对 B 型宽袖式服装分片的考察

考察裁片的长度参数，裁片长度的设定则完全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 B 型宽袖式服装中，

出于服装功能性的考虑，博袖长裳型则裁片长

绝大多数由绣绢面料制成。绢料上绣有栩栩如

度取值趋大，
反之，
亦小。身长和袖宽成为裁片

生、
姿态各异的龙凤花卉纹样。这些纹样都严

长度取值的参量。

格遵循对称的构成原则，构图规律，大多作方

3.2 对 C 型大袖式服装分片的考察

形、
长方形或菱形分布。绢料上刺绣花纹的宽

研究范例：C 型大袖式小菱形纹锦面绵袍

度一般在 10—44 厘米不等，
大多不超过 26 厘

（N15），其主要结构特征为交领右衽，长袖，袖

米，
相当于半幅织物的宽度。用于服装的刺绣

下部呈弧状。上衣与下裳在中腰部拼缝，上衣

花纹的长度约为 50 厘米，
个别的要更长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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衾面上的刺绣花纹都比较大，长度一般超过 50
厘米，最长的达 181 厘米，这说明刺绣花纹的
大小是和实际使用的需要紧密联系的。精美秀
丽的花纹在粉饰衣装的同时也为服装剪裁带
图 2：出土报告提供的对凤对龙纹绣图案（八个单位纹样长度）

来了更大的难度和挑战。
研究范例：B 型宽袖式对凤对龙纹绣浅黄

纹样的宽度为基准，纹样的中心居于裁片的中

绢面绵袍（N14），主要结构特征交领右衽，两袖

心，只是根据袖展和腰宽实际尺寸的需要，纹

平直，
宽袖口，短袖筒。上衣和下裳在中腰处拼

样边缘略有减损。裁片长度的设定以单位纹样

缝，上衣正裁四片，其中正身两片，两袖各一

的高度为参考，
力求取单位纹样的整数倍。例

片；下裳正裁六片。绵袍具体裁片尺寸及刺绣

如，下裳裁片长 105 厘米，则包含 5 个单位纹

花纹大小详见表 3。

样的长度；
衣袖裁片长 94 厘米，则包含 4 个单
位纹样的长度。可见楚人在裁剪服装衣片时尽

表 3：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裁片尺寸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N14） （单位：
厘米）

量做到保持面料上刺绣花纹的完整性，不轻易

尺寸 身长 169 领缘 9 上衣长 55 下裳长 105 袖宽 47

裁断破损。此外，
在考虑到布幅、
纹样以及服装

名称

纹样

对凤对龙纹绣

单位纹样长 181 厘米，
宽 44 厘米

下裳

裁片
编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宽度

38

32

22

39

39

16

长度

规格尺寸的同时，
上衣与下裳在分片上仍力求

上衣

105

做到左右对称、比例均衡的原则，从而最大限

左身 右身 左袖 右袖
50
110

50

37

37
94

度地达到衣片分割在视觉上的协调性。
通过以上系列考察，
可以看出楚服虽形态
结构有所差异，但在分片剪裁上都遵循着“左

笔者根据《马山一号楚墓》挖掘报告中提

形成一种平衡
右对称、
比例均衡”
的应用原则，

供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绵袍 （N14） 实物照

稳重的视觉美感。《礼记·深衣》篇中特别强调

片，还原出服装的款式图及上面分布的织物花

了古人对深衣造型曲直变化的审美要求，
“古

纹图案，见图 1。从《马山一号楚墓》挖掘报告中

制深衣，
盖有制度，
以应规、
矩、
绳、
权、
衡”
。[2]楚

可以得知该纹样在织物

服本属深衣形制，虽经继承

上表现为 8 个单位纹样

发展有所变化，但古人在服

首尾相连的二方连续造

装上所追求的谨严的秩序美

型，全长 181 厘米，每个

感却从未改变，楚服分片的

纹样的平均高度为 22.5

事实构成最好的明证。此外，

厘米，宽度为 44 厘米，见

从出土的单裙、绵袴的分片

图 2。

情况来看，也不谋而合地遵

将表 3 中服装各部

循着对称均衡的审美原则。

位裁片的长宽尺寸与织

楚服在剪裁过程中结构分片

物纹样的尺寸特征相比

以视觉平衡为前提，在筹划

照，可以看出，在应用刺

裁片的具体数量以及长宽尺

绣织物时，裁片宽度的尺
寸设定以所用织物刺绣

寸时还须考虑所选织物的种
图 1：笔者还原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绵袍
（N14）款式图及纹饰

类、服装的结构风格类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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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尺寸规格等变化因素。裁片宽度的取值上，

组合成为楚服结构
而创造发展而来，
“多片式”

物幅宽（或刺绣图案宽度）、服装的袖展、腰宽

最为显著的风格特征。楚服用料各异，在尺寸

作为直接的参考依据，参与计算定值。而在裁

规格上也是悬殊有别，
体现了楚服式样的丰富

片长度的取值上，服装的袖宽、身长、下裳长可

性特征，
这为楚服分片数量及尺寸大小的多变

作为参考数据，若是以刺绣图案为主的织物，

性提供了条件。楚服分片的数量及尺寸设定以

则长度的取值以纹样单元长度的整数倍为参

“中心对称”为审美原则，具体分配时须考虑织

考，力求最大限度的不破损纹样的完整性。此

物幅宽、纹样大小、服装的风格类型以及规格

外，楚服在剪裁上多不耗尽织物全幅而是多有

尺寸的限定等变化因素，力求在视觉上形成

削减，或因如下缘故，
《论语·阳货》 篇中提到

“比例均衡”的稳重效果。楚服虽品类丰富，但

“非帷裳，必杀之”，
孔子认为如果“不是上朝和

这一结构设计思想却贯穿始终，
体现了古代劳

祭祀穿的用整幅布做的裙子，一定要裁去一些

动人民独特的结构意识、
综合筹划的思维能力

布”，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马山

以及物尽其用的朴素的自然观念。透过对楚服

一号楚服，作为有别于“朝服”和“祭服”的生活

结构的深入探究，可以折射出农耕文明下中国

用“常服”
，其服装裁剪时不用尽全幅布料，而

古代服饰在结构分片问题上的普适意义，
从而

是渐次收杀，以示对高级礼用服装的尊崇和退

为中国古代服装结构的相关研究提供有意义

让。

的参考和借鉴。

4 结语
马山一号楚墓丰富衣物的出土为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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