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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藏清宫帝后服饰赏鉴
珠翠华服——
文 / 张正义

清代的满族服饰，经过长期的发展，品类

帝在大阅、行围及征战时要穿戎服。清入关

多样，色泽绚丽，制作精美，几乎达到了一个

后，皇帝戎服实战功能逐渐趋于消失，华丽精

服饰发展的巅峰时期。满族的服饰元素丰富

美，装饰性日强；便服是宫廷平时宴居所穿居

了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极具民族特色的旗

闲服饰，品类繁多，有便袍、马褂、氅衣、衬衣、

装、坎肩、马褂等在近现代已为国人普遍接

坎肩、
袄、
斗篷、
裤等。

受，成为中华民族典型服饰之一，是对汉族传

清代宫廷服饰的制作和管理由内务府负

统服饰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清宫帝后服饰

责，
内务府下设七司、
三院等机构。制作时由礼

是满族服饰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清宫帝后服

部拟定缎匹和服饰的式样、
质地、色样等，
奏请

饰用于祭祀、朝会、节庆、出巡、日常生活等不

皇帝钦准后，交宫廷画师依样绘图，之后内务

同场合，在形制、颜色、纹饰上都有严格规定，

府将图样发往江南三织造或京师织染局，
严格

不可滥服僭越。按《钦定大清会典》等典籍的

按图样画稿织成匹料，再经裁作、绣作、衣作，

规定，清 帝服饰可分 为礼服、吉 服、常服 、行

运至京师内务
制为成品、
半成品衣料、缎匹等，

服、雨服、戎服、便服等七类；后妃服饰可分为

府广储司收验，
有的半成品衣料再由内务府造

礼服、吉服、常服、便服等四类。礼服是帝后在

办处制为成衣供朝廷服御。江南三处织造各有

重大典礼或祭祀活动时配套穿用的服饰，包

所长，江宁以云锦及妆花织造取胜，苏州擅缂

括朝服、朝冠、端罩、衮服、补服、朝袍、朝裙、

丝、
宋式锦，
杭州则以刺绣见长。

龙褂等；吉服是帝后穿用于重大吉庆节日、筳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宫廷织绣类文

宴及祭祀活动之时。包括吉服冠、衮服、龙袍、

物包括成衣、冠帽、靴袜、佩饰、锦缎、绦带、被

龙褂、蟒袍等；常服是帝后穿于一般性较为重

面、陈设艺术品等种类约 2,000 余件，
规格高、

要之场合的服饰，包括常服袍、常服褂和与之

做工精细，是宫廷生活和历史的见证，也是清

相配的常服冠和常服带；行服为皇帝出巡、狩

代发达的织锦、缂丝、刺绣等工艺水平的集中

猎时穿用，由行褂、行袍、行裳和与之相配的

体现，
对研究清代宫廷服饰制度、宫廷生活、艺

行服冠和行服带组成，样式同常服；雨服为皇

术审美情趣、
织造技术及工艺等方面有着重要

帝在雨雪等天气穿用，包括雨冠、雨衣和雨裳

的研究价值。在此撷取其中 20 件清宫帝后服

三部分，均为明黄色，有冬夏之分；戎服是皇

饰，
以飨读者。

张正义，沈阳故宫博物院展览陈列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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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太极） 黄色团龙纹常服袍
荨 图 1：
身长 140 厘米，
袖长 67 厘米，
腰围 61.5 厘米，下
摆 110.4 厘米。此袍右衽大襟（捻襟）式，圆领，箭袖
（马蹄袖），
大襟下部四开裾。其袍面的质料为香黄
色暗卍字锦地、团龙、云纹缎，
里子为月白色暗花丝
绫，其中间絮有一层薄棉缝制而成。领、袖、襟为石
青色地织金云龙纹。领口与袖口皆以蓝地云龙纺缎
镶边，袖端用蓝素缎作熨褶。有四枚小圆铜扣。清
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 年）病逝于清宁宫，
包括这件常服袍在内的部分遗物恭贮于盛京（今沈
阳）长宁寺佛殿供奉。它与入关后的宫廷服制差异
较大，
极其珍贵。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一级文物。

清(康熙) 石青缎彩绣平金团龙衮服
荩 图 2：
身长 106 厘米，胸围 80.5 厘米，下摆 114 厘米，袖长 73
厘米，袖口 30.5 厘米。此衮服石青色缎料制成，无领，对襟，
身长至膝，
平袖，
袖与肘齐。其上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
前胸、
后背、
两肩各一条，团花为彩绣云、蝠、
卍字，
桃、海水图案。左
右肩团补中分绣皇帝专用的日、月二章。前后团花上绣团寿
字篆纹，间以五色云。里子为月白色缠枝暗花软缎。有铜扣五
枚。此衮服为康熙朝内务府制作，康熙皇帝玄烨御用，
现为沈
阳故宫博物院国家一级文物。

荨 图 3：清（乾隆） 黄缎织锦八团云龙夹袍
身长 146 厘米，腰宽 56.5 厘米，袖长 92 厘米，下
摆 126 厘米。此袍右衽大襟，
圆领，箭袖，裾左右开，
有接袖，袍料为皇后专用的明黄缎。袍面以彩线绣八
团云龙织锦纹，领、襟、袖为石青缎平金云龙纹。其上
龙纹为两肩前后正龙各 1 团，
襟行龙 4 团，前后各 2
团；两袖袖端及领前后正龙各 1 条；接袖行龙各 2 条，
领左右及大襟边行龙各 1 条，
间饰五色云蝠等纹饰。
袍边沿镶石青地片金杂宝织锦缎，袖下部为石青缎护
腕。袍上有铜鎏金錾花扣四枚。八团无水龙袍为清
代后妃龙袍样式之一，此袍为乾隆朝后妃穿用。此袍
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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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石青缎彩绣平金龙女朝褂
荩 图 4：
身长 137 厘米，腰宽 58 厘米，下摆 112 厘米。皇太后、
皇后的朝服由朝褂、朝袍、
朝裙、
朝冠及朝珠等组成。朝褂为
长背心式，
凡宫廷中重大典礼、祭祀时穿于朝袍之外。此朝
褂对襟，
圆领，无袖，左右开裾至腋下。衣长过膝，边缘缝以
金龙周边绣以彩云。下
片金，
前后均为金线绣二龙戏珠纹，
幅为八宝寿山江崖、立水纹饰。边缘镶边两道为三色金边和
石青色织金缎边。里子为大红色暗团龙四合如意云寿字织
金缎。五枚圆铜鎏金錾花扣仅余一枚。
《大清会典》规定，
皇
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贵妃的朝褂均为石青色，以金镶
边。此朝褂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清（乾隆） 熏貂皮盘龙结秋帽
荨 图 5：
高 12 厘米，口径 18 厘米，
圆形，
帽顶为平顶。上缀朱
纬，朱纬加捻均匀而整齐，有丝结。帽檐为熏貂皮边。皇帝
的冠有朝冠、
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帽檐为貂鼠皮、海
獭皮、
狐皮等名贵皮料。此冠是乾隆帝所用常服冠，为保
暖便帽。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三级文物。

清（乾隆） 黄缎彩绣皮里马蹄底鞋
荩 图 6：
高 15 厘米，鞋长 24 厘米，鞋高 6 厘米，底高 9 厘米。
清代妇女的木底鞋，是满族古老的“削木为履”习俗的体
现，有隔凉、增高的作用。按高底形状可分“花盆底鞋”和
“马蹄底鞋”
，木制鞋跟以细白布裱蒙或用白漆涂白，鞋面
皮毛为里，鞋口出
以刺绣、穿珠等工艺修饰。此鞋黑缎面，
锋毛并以黑缎彩绣菊花。鞋面彩绣如意、
蝠、元宝、花卉图
案。此鞋为清乾隆朝宫廷后妃穿用。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三
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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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 石青绸绣金龙女褂
荨 图 7：
全长 140 厘米，腰 47 厘米，下摆 78 厘
米，
袖口 22 厘米，
袖长 76.5 厘米。石青色绸
料制成，对襟，前后开衽，褂身彩绣金龙八
团，
以各色彩线绣海水江崖、朵云图案。下摆
绣五彩海水江崖和立水图案，袖口为平袖，
袖端为织金花卉镶边。其上有北京故宫原签
“清室善后委员会绪字 220 号”，是清光绪皇
后的吉服褂，用于宫廷筵宴、庆典等吉礼场
合。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清 黄绸暗团寿字彩绣百蝶镶边单袍
荩 图 8：
全长 137 厘米，腰宽 78 厘米，下摆宽 120 厘米，袖长 70 厘
米，
袖口宽 35 厘米。绸料制成，镶边三道，分别为蓝地斜卍字片
金缎，
藕荷地云鹤绦，蓝地荷花绦。袖镶边也为三道。清中、后
期，妇女衣装镶边十分盛行, 从三镶三滚发展到所谓“十八镶
滚”，
繁杂之至，
甚至几乎遮盖了原有质地。袍身为黄绸满织暗
团寿字，其上满绣蓝黑白色百蝶，无领，缎袖镶边二层，有铜圆
扣六枚。绣工精，色彩雅致，为清宫后妃于内宫、园苑所穿之春
秋袍服。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清 红缎平银卍字地金团寿夹袍
荨 图 9：
身长 145 厘米，袖长 60 厘米，腰宽 76 厘米，下摆 117 厘
间以团寿字。领、袖边三道镶
米。红缎制成，
其上平银卍字地，
边，分别为蓝缎、织金缎及月白缎，其上为卍字间以团寿字图
案。此袍织金边较宽，富丽堂皇。清代的织金缎也称“库金”，
是在五枚、七枚、八枚暗花缎或素缎地上，以片金线或捻金线
作地纬或花纬织造而成，装饰效果雍容华贵。里子为黄绸。袍
上有扁圆铜扣四枚，圆扣一枚。此袍为清代宫廷后妃穿用。现
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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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浅驼色直径纱彩纳牡丹单袍
荩 图 10：
身长 137 厘米，腰宽 69 厘米，袖长 63.5 厘米，下
摆 102 厘米。浅驼色直径纱地，其上以彩线纳牡丹花。
领和袖均镶三层边，分别为梅寿纹织金缎，黑地彩纳回
纹牡丹，蓝色盘叶绦。有白玉镂空团寿字扣五枚，铜圆
扣五枚。此袍为清代宫廷女眷穿用。现为沈阳故宫国家
二级文物。

荨 图 11：清 大红宁绸百蝶花女夹氅衣
身长 147 厘米，腰宽 78 厘米，下摆 122 厘米，袖长
93 厘米，
袖口 45 厘米。氅衣为清代后妃燕居穿用的便
服之一，套于衬衣或便袍之外穿用，装饰性强。此袍圆
领、大襟，领、袖、襟边缘饰有蓝色宽花边，黑缎绣蓝色
花蝠镶领，里子为蓝绸。清代女袍边饰的镶滚纹样种类
繁多，此袍满绣百余只蓝色蝴蝶。此氅衣为大挽袖，袖
里彩绣各式花卉，与袍身所绣之百蝶相映成趣。满族贵
族妇女旗袍的袖子常制成大挽袖式，袖筒宽松，阔有尺
余，穿着时袖端挽起，长过指尖半尺多，袖里与袖面颜
色反差很大，对比鲜明，别致美观。现为沈阳故宫国家
二级文物。

清 杏黄江绸彩绣兰桂齐芬女夹袍
荩 图 12：
身长 126 厘米，袖长 70 厘米，
腰宽 74 厘米，下摆
104 厘米。袍身彩绣兰花、桂花、蝴蝶。领和袖镶三道
蝴蝶图案，
边，分别为青色织金缎，青缎绣兰花、桂花、
蓝地小碎花边。里子为青绸。有铜扣五枚。此夹袍为
清代宫廷后妃穿用。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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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绸彩绣竹梅镶边夹袍
荨 图 13：
全长 137.8 厘米 ，中腰 65.5 厘米，下宽
116.6 厘米，
袖长 52.6 厘米，
袖口 30 厘米。黄绸
料制成，挽袖，无领。表面以蓝色、藕荷色丝线彩
绣梅花，以绿、
白色丝线彩绣竹子。镶三道边，分
别为蓝地卍字织金缎，蓝织镶花绦，黑缎彩绣竹
梅。此夹袍为清宫后妃穿的常服外衣。现为沈阳
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清 品月刻水墨菊花夹大坎肩
荩 图 14：
身长 142 厘米，腰宽 73 厘米，
下摆 120 厘米。坎肩为便服的一种，
古称裲裆，又称紧身、背心、
马甲等。一般为圆领，晚清也有立领的，无
袖，
左右开裾，
身长及胯。有对襟、
琵琶襟、
大襟、
一字襟和人字襟之分。
对襟、琵琶襟与马褂形式相仿而无袖。穿着方便，既保暖又有装饰性，
在宫中及民间颇为流行,男女皆可穿用。此坎肩衣料为品月色地缂丝
墨色菊花，
对襟，胸、腋部为如意头纹样。镶三道边，
分别为绛色正卍字
织金缎，藕荷地刻水墨色菊花，藕荷寿字缎绦。胸腋处为垂云形绦。里
子为月白绸。有金属圆扣一枚，金属扁圆蝙蝠纹扣四枚。此坎肩为清宫
后妃穿用。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三级文物。

清 草绿缎万代福寿夹套裤
荨 图 15：
长 77 厘米，腰 35 厘米，裤管 24 厘米。沈阳故宫院藏
清代的裤，一种是有腰的裤子，男女皆可穿用。另一种为
套裤，
为宫廷后妃所穿。此裤为草绿色缎子制成，其上暗
花为蝙蝠、团寿字、盘肠、卍字，除蝙蝠外均绣有飘带纹。
镶边三道，分别为黑地菊花织金缎、黑缎彩绣花蝶、黑缎
织花蝶绦。套裤开叉处镶边为云头形。里子为粉红绸。上
端分别有缀带两条，其中一条为环状，穿着时系于腰带。
裤脚开叉，下端钉缀带两条以系紧裤腿。现为沈阳故宫
国家三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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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黑缎点翠串珠花女帽
荩 图 16：
称为钿
高 21 厘米，口径 17 厘米。后妃、
命妇的常用头饰，
子，因形状似覆箕，又称“覆箕子”
。可花可素，帽框以竹、藤等
编制，以黑绸网罩于帽框之外，表面镶嵌各式钿花，其上再镶
嵌翠鸟羽毛，称“点翠”
。此帽顶饰双凤牡丹云蝶及八宝中之
轮、螺、伞、盖，帽身有凤凰串珠花，帽前有串珍珠及各色玉宝
石流苏。清晚期后妃穿吉服时可替代吉服冠戴用，用于宫廷筵
宴、节日大婚等礼仪场合。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三级文物。

荨 图 17：清 女冬便帽
高 14 厘米，口径 16 厘米。满族妇女日常所
戴暖帽，
又称“坤秋”，帽檐上仰，皮边，皮毛朝外，
帽顶为六瓣缝合，以金银彩线绣菊、海棠，牡丹，
梅花、
葡萄等，
饰红蓝料珠并钉绫。帽顶中央系做
丝结，帽里子为黑缎。有蓝缎平金花蝶飘带。此帽
为清宫廷后妃所用。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三级文
物。

清 黄皮钉云头尖底靴
荩 图 18：
全高 56 厘米，底长 27 厘米。清代靴沿袭明制，
有尖头和
庆典、祭礼时身着礼
方头之分。依清朝定制，
皇帝在宫廷朝会、
服、吉服，脚下要配套穿着朝靴。朝靴多以羊皮、牛皮、锦缎等
制成。皇帝、贵族之靴制作讲究，靴口镶边做工细致。此靴黄皮
面，其上以香色、绿色皮条为栏隔，黑皮边，钉以红云头纹绿沿
条。下部为白厚底，靴里为绿缎。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三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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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布湘色边高腰棉袜
荨 图 19：
底长 22.5 厘米。与朝靴配穿，袜
高 43.5 厘米，
靿装饰华丽，香色织金云龙纹缎制成。袜口前高后
低，石青织金云龙缎边。底部袜脚为白缎制成。此
袜为清代庆典时帝后所穿用。现为沈阳故宫国家
三级文物。

清 紫缎大兰花白狐皮马褂
荩 图 20：
身长 65 厘米，下摆 74 厘米，腰 62 厘米，袖长 70
厘米。马褂平袖，
袖长及肘，长与坐齐，便于骑马射箭，
因此得名。从皇帝、
王公大臣到扈行都可穿用，
有对襟、
大襟和缺襟(琵琶襟)三种样式。此马褂琵琶襟式，蓝花
紫缎制成，里子为白狐皮，灰鼠皮领子，青色织金寿字
缎边，丝扣袢。清代帝、
后服饰的除使用丝绸、锦缎外，
水獭皮等名贵皮料作衣
也以貂皮、
狐皮、灰鼠皮、鹿皮、
料或缘饰，
以彰显尊贵。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收稿日期：2014 年 1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