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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西汉时期戎装形制变迁研究
文 / 蒋丽萍
在“事死如事生”的殉葬思想指导下，秦、西汉军俑作为帝王或诸侯、名臣陵墓的陪葬品，真实客观
地反映了秦、
西汉时期的戎装。运用比较分析法，将秦始皇陵军俑、杨家湾汉墓军俑作为例证研究对象，基
于首服、上衣、甲衣、
下衣、足衣五个部分对此两陵军俑服饰形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性。
研究认为：西汉军戎装形制较秦军戎装趋于简化，便捷性、实用性更强，更符合作战需求。西汉军戎装在继
承秦军戎装的基础上，
吸收了楚服的形制特点。此外，两者均吸收了胡服形制。该研究对中国古代戎装研究
有借鉴价值，且为现代拍摄秦、
西汉时期战争影视剧的戎装服饰制作提供了切实参考。
秦、
西汉时期戎装；
变迁研究
秦始皇陵军俑；
杨家湾汉墓军俑；

秦汉军俑均在灵魂不灭、
“事死如事生”
的

文以秦始皇陵军俑（以下简称秦俑）、杨家湾汉

殉葬理念下制作而成，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真实

分别从
墓军俑（以下简称杨俑）作为研究对象，

地反映了秦汉时期戎装的变化。有关秦汉军俑

首服、上衣、甲衣、下衣、足衣五个部分对此两

服饰变迁问题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均有自己的

军俑的服饰形制进行比较，试图深入剖析秦至

见解。党项英在《秦汉军俑服饰之变化及服装

西汉时期戎装的变迁，这对研究古代戎装具有

的供给问题》一文中从发型与冠饰、服装与铠

一定的借鉴价值，同时为现代的秦、西汉戎装

甲、足衣三个方面探究了秦汉军俑服饰的变

制作提供一些参考。

化，认为
“从秦汉军俑服饰的外观看，它们在当

1 秦、西汉时期戎装首服形制的变迁

时虽式样差别不很大，且无统一的色彩，但从
头至脚的衣服，铠甲并不难让人看出其中均有

首服即为头上的冠戴服饰，冠、
巾、
幘均属
于首服。

的等级之别” 。李晶寰在《浅析杨家湾汉俑与

纵观秦俑首服有冠、幘两种。冠主要有长

秦俑服饰的差异》一文中对秦汉戎装的“汉承

冠、
鹖冠、
皮弁三式。长冠主要为秦始皇陵兵马

秦制”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秦汉戎装存在很大

俑坑出土的御手俑、部分车右俑以及中下级军

“汉
的差异。在服饰上，
西汉初期似乎更多的是

吏俑所戴。长冠又分为单板长冠和双板长冠

承楚制” 。另外，
亦有学者从秦汉军俑局部服

（图 1，
见下页）。单板长冠呈倒梯形，
前额至后

[1]

[2]

饰变化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譬如张卫星的《秦

一小段相对平直，
贴于头发，
后段则缓缓斜起，

与西汉甲的初步比较》，就秦与西汉甲胄的异

至尾部折下内勾，与平板构成三角形夹角，发

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汉初的甲有相当多的方

髻藏于此内。冠顶及冠尾各攀一条带，两带结

面与秦甲有一致性，并且有许多发展之处。[3]本

于左右颞部，
尾部条带则从两颞顺势而下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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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秦俑鹖冠

1～2：
单板长冠；3～5：
双板长冠
图 1：秦俑长冠

图 3：秦俑皮弁

下颌。板长为 15.5～23 厘米，前宽为 6.5～

组的梅花纹样散满全冠，在后脑中间部位绘一

10.5 厘米，后宽为 13.5～20.5 厘米。冠板硬

桃形纹样（图 3）。

直，似用合革或多层的漆布折叠作成。 双板长
[4]

秦俑所戴另一冠饰形似帽，此帽质地较

冠的形制、系结方法、颜色、质地与单板长冠基

软，
称之为幘。戴幘的秦俑均头束圆髻于右侧，

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双板长冠的板面并不是

故帽体在右侧发髻处鼓起呈圆锥形。在帽的后

平直的，而是从两侧呈弧形凹陷于板中线。从

边缘或左右一侧开一三角形的叉口，叉口的两

外观上看，
板面从中间分开，向两侧凸起。这说

侧下端各一条带，
二者系于结，这样将发髻、头

明双板长冠是由左右两片大小相同的长板并

发均罩于其内，
并将帽紧固于头（图 4）。另有一

列拼合而成。秦俑所戴为单板长冠或是双板长

部分戴幘的军俑，
在帽体圆髻耸起部位以发带

冠是其地位的象征。单板长冠是御手俑、
车右

束之，即将帽与圆髻固定在一起。这样使帽体

俑和下级军吏俑所戴，而双板长冠为中级军吏

不易脱落。秦俑所戴此幘似为单层布帛制成。

俑所戴。秦俑鹖冠主要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
土的高级军吏俑以及秦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
车马上的两个御官俑所戴。冠的形制较长冠富
有变化与韵律。此冠亦分前后两段。前段如长
冠相同，平直，贴与头发，而后段则以额中线分
开，两边各一卷曲折叠形，其下构成一凹槽，发
髻则藏于内。冠前顶部与冠脑后部各有一带，

图 4：秦俑幘

杨俑较秦俑而言，其首服式样相对单一

两带结于颞部，顶部带则从双侧脸颊顺下结于

简洁。纵观杨俑的首服分为戴冠和免胄两种

下颌。冠的质地硬直，似为合革或多层漆布叠

(图 5，
见下页)。杨俑不论骑兵、
步兵凡戴冠者，

合作成（图 2）。皮弁为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

冠的
均戴一种形制的冠，
即武弁。此冠呈箕形，

出土的骑兵俑所戴。冠顶平圆，冠体较小，
前

左右耳两侧均有带结于颌下。冠体稍向后倾，

额、两鬓及两耳后脑部分的头发均显露在外。

前额头发从中间分开同脑后颈上头发露于外。

形如覆杯，
冠体前沿左右两侧各一长耳，两长

冠上无褶皱痕迹，
冠面相对平滑，
似为皮制。冠

耳以一细带连接结于颌。此冠表面无折纹、
光

上绘有桃形图案，正面、脑后各一个，左右耳的

滑，
质地硬直，似为皮质。 冠上绘有三点为一

两侧帽上分布有一个或两个。此冠同秦俑所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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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穿长襦，
但亦发现少数军俑身着短襦。短
襦与长襦的形制基本相同，最大区别在于其衣
长仅至臀部，
较长襦短。腰间束带，
衣下摆向外
张开，
呈喇叭状（图 6~ 图 7）。

1～2：戴冠 3：
免胄
图 5：杨俑首服

的皮弁形状相似，亦“制如覆杯”。戴冠俑前额
绘有一带，
应为頍。頍作束发之用。正如《诗·小
雅·頍弁》中所言：
“有頍者弁，实维在首”
。而免
胄俑则将头发盘于后脑中间绾成圆髻，用额前

1～3：
长襦；4：
短襦 ；
5～6：
双重长襦
图 6：
秦俑长襦和短襦

頍绕至脑后成十字交叉状固定住发髻。
从基本形制上看，杨俑所戴武弁是沿袭了
秦骑兵俑所戴的皮弁改制而成的。此弁在前沿
部分基本与秦俑皮弁相似，而不同之处在于后
沿。杨俑武弁的后沿明显在秦俑皮弁后沿的基
础上有所延长，至项窝发际处，使之能把后脑
勺的整个发髻都罩于武弁内。在系结方式上，
此二弁亦存有微小的差别。秦俑皮弁是以子母
扣方法系结，而杨俑武弁则以小带系结，这样
更为便捷，易于掌握其松紧度，实用性更强。
秦、杨俑所戴弁上均绘有桃形图案装饰，由此
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可见一斑。

2 秦、
西汉时期戎装上衣形制的变迁
上衣即上身所穿的衣服。除骑兵和少数军

1～3：双重长襦；4～6：外重短襦内重长襦
图 7：秦俑双重衣

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着

吏俑外，秦俑大多数军俑服长齐膝的一重长

褶服，
与一般步兵俑及车兵俑的服饰有所不同。

襦，而高级军吏俑服双重长襦，两者的形制基

与长襦区别在于两处：①双襟交输掩于胸前右

交领右祍；
衣
本相同。秦俑所服长襦的特征为：

故衣襟不如长襦
侧；
②袖口窄小。因骑马缘故，

襟宽大，左右两襟大小相同，左压右，围绕身体

宽大，
双襟围绕严实。衣开口在前且衣襟围绕圈

两周交输掩于身后。衣襟从领口绕至身后呈斜

数少，
更便于骑兵抬腿跨马（图 8，
见下页）。

直状，从身后处再垂直向下呈直线状；袖长至

中、
外三层。[6]秦俑大部
秦俑上衣分为内、

手腕，
袖管窄小，
整体衣长至膝部。秦俑绝大部

分只穿一重长襦，
未见中衣、
内衣。但高级军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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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短衣，
此三重衣中第二层即为此衣。衣内部
被外衣所盖，仅领部露于外。领高而厚实，交
领。亦有穿四重衣者，此衣有衣长至膝下者亦
有膝上者。
杨俑中亦有部分军俑着襌衣罩于外衣之
外。杨俑所服襌衣为直
裾， 左襟 压 于 右 襟 之
上， 从领 口 处 顺 势 斜
下，双襟交互掩于右胸
前。下摆一般与第二重
图 8：
秦俑褶服

衣平行。领口、
袖口、
衣

俑穿双重长襦。双重衣的第二重即为中衣。衣

襟、下摆均绘有彩色缘

长一般至于膝下，但与足仍有一段距离。衣领

饰，边饰上亦绘有彩色

高而厚实。秦始皇陵一号坑出土的一部分步兵

衣角
纹样饰之（图 11）。有一舞蹈俑外服此衣，

俑身穿贴身内衣。因内衣被外衣掩盖，仅衣领

可知此衣为单层，
无里
外翻，里外颜色均一致，

现于外，故不知其衣身及袖的形制。衣领为圆

衬。质地轻薄。

形，紧贴与颈部。质地单薄。

图 11：杨俑襌衣

上身
杨俑的骑马俑同秦俑的骑兵俑一样，

杨俑大多数身穿三重衣，亦有少数指挥
俑、步卒俑与舞蹈俑服四重衣，故同秦俑一样
有中衣、
内衣。

穿褶服，
衣长较短，
至膝部以上。因骑于马上的
原因，
下摆呈圆弧形。
内衣
由此可见，
秦俑、杨俑中均有服中衣、

曲
杨俑大部分身穿襦衣，其特点是：右祍，

者。秦俑、
杨俑所服中衣均有衣长至膝下或膝

裾，
双襟交互掩于腋下，左襟压于右襟之上。袖

上的，内衣的领口均为圆形，
紧贴身体，
质地单

口窄小，长至手腕。下摆衣角呈燕尾形。衣长至

左襟压
薄。秦俑、
杨俑所穿襦衣均为交领右衽，

膝部(图 9)。杨俑中级指挥俑则较其他军俑不

于右襟之上。杨俑襦衣曲裾，
衣长大多长至膝盖

同：
身穿袍服，交领右祍，与襦衣最大的区别在

处，
下摆衣角呈燕尾形，
而秦俑襦衣下摆相对比

于衣长至膝下，下摆平直，袖绾于手臂（图 10）。

较平直，
绕襟少。杨俑中有外衣罩襌衣的现象，
而秦俑则无着襌衣者。杨俑襦衣曲裾，短衣为
主，
且外罩襌衣等主要是吸收了楚服的特点。

3 秦、
西汉时期戎装甲衣形制的变迁
甲衣即铠甲。秦甲俑身上外披的铠甲雕刻
清晰明确，
大体可将其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铠甲为整体一片皮革制成，甲片
联缀在皮革上，[7]甲衣上绘有图案纹样，
这类甲
图 9：杨俑襦衣

图 10：杨俑袍服

高级指挥俑所服最里层衣即为内衣。因被

衣主要为高级军吏俑及中级军吏俑所服。此类
甲衣又分三型：①IA 型甲衣（图 12，见下页），

外衣掩盖，故最为明确的仅有其领部形制，为

它主要为高级军吏俑所服，由前后两部分组

圆领，质地相对单薄。中衣用于外衣之内，
内衣

长约至膝盖
成。前身甲衣下摆呈等腰三角形，

之外穿着。杨家湾出土的步卒俑多数服三重齐

以上大腿处，
后身下摆平直，
长约至臀部。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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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秦俑甲衣 IA 型

图 13：
秦俑甲衣 IB 型

甲衣在胸部及胸部以上均未嵌缀甲片，仅在腹
部及腹部以下缀有甲片。后身背甲衣在后背及
双肩位置亦未缀甲片，仅在后背以下缀之，
前
后身甲衣在腰间的连接部分缀以甲片。在缀有
甲片部分均留有宽大的边饰，未缀甲部分则有
彩带束扎成结予以装饰。IA 型甲衣在双肩处有
披膊上未缀
披膊亦有无披膊者。双肩有披膊者，
甲片，
四周留有边饰，
绘彩色图案纹样。因甲片

图 14：秦俑甲衣 IC 型

第二类：甲衣并不是在皮革上嵌缀甲片，

较小，有长方形、方形及少数不规则形，联缀组

而是由甲片直接联缀而成，甲片较大，四周不

合起来形似鱼鳞，
故称鱼鳞甲。在前后身甲衣上

留宽边。此类甲衣无彩色图案装饰，
分为五型：

旅的每个甲片上都有“V”形联甲带及组带针脚

①IIA 型甲衣(图 15 中 1 图)，
它为下级军吏俑

痕迹，
下旅的上下排甲片以双行组带联缀。前后

后身下摆
所服。前身甲衣下摆呈圆弧尖角形，

身甲片联缀方式均是上旅上排压下排，下旅则

则平直，
因而甲衣前长后短。在甲衣左右侧腰，

下旅则为
下排压上排。上旅的甲片为固定联缀，

即前后身下摆相连处呈三角形叉口。甲衣前后

活动联缀。②IB 型甲衣(图 13)，
它为中级军吏

身上旅的每片甲片上均留有组带针脚痕迹，下

俑所服。仅前身甲衣上嵌缀甲片，四周留有宽
边，下摆呈圆弧形，后身则无护甲以背带披于
身，
双肩无披膊。后身两肩背带交叉各引一条带
将
穿于腰际左右两侧的带结而围后身绾成结，
甲衣固定于身。甲片联缀方式同 A 型。③IC 型
甲衣(图 14)，
它仅有三个中级军吏俑外披。IC
型甲衣与 IA 型甲衣最大区别在于前后身下摆
齐平，
即前后身甲衣的长度一样。前身甲衣在胸
部以上未缀甲片，
胸下则嵌缀甲片。在右肩下方
有一开口，
开口上用纽扣固定。后身甲衣在后背
以下缀甲片，
以上则未嵌缀。甲衣主体四周留宽
边饰，
其上绘有彩色几何纹样。双肩有披膊，
披
膊上缀有甲片，四周留有边缘。IC 型甲衣的甲
片亦较小，
呈鱼鳞状。甲片联缀方式同 A 型。

1：IIA 型 2：
IIB 型 3：IIC 型
图 15：秦俑甲衣 IIA 型、IIB 型、II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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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上下甲片用双形组带联缀。甲片联缀方式亦

与 IIA 型一致。⑤IIE 型甲衣(图 16 中 2 图)，

同中、高级军吏俑。在甲衣的右腋侧上方留一

它为骑兵俑所服，
其甲衣形制有别于步兵俑甲

开口，开口以纽扣开结。双肩有披膊，披膊的上

衣形制，主要表现在其甲衣较短，仅长至腰带

下排甲片用双形组带联缀，下片甲片压上片甲

处。前身甲衣长为 55 厘米，后身甲衣长为 49

片联缀。后领部稍稍立起，用组带围绕领口固

厘米，前长后短。如此以来，
更利于骑兵作战。

定其甲片。②IIB 型甲衣(图 15 中 2 图)，
它为

IIE 型甲衣双肩无披膊。前身甲衣的下摆呈圆

御手俑所服。双肩无披膊，由前后身甲两部分

弧尖角形，
后身下摆则大致平直。在前身甲衣

构成。前后身甲下摆呈圆弧桃形。甲衣前长后

的右胸处有一较长的开口，
以纽扣开结。甲片

短。领口较宽，用双行组带围绕领口一圈固定

的联缀方法与其他型甲衣似同。

甲片。甲片的组合方式及联缀方法同 IIA 型。

杨俑甲衣根据长短的不同，
可分为长甲和

③IIC 型甲衣(图 15 中 3 图)，它为秦始皇陵二

短甲。长甲有披膊，前长至下腹部，可遮挡裆

号俑坑御手俑所服，形制相对特别。其特殊之

胯，
后长至臀下，
可掩盖臀部。前后甲衣在胯的

处主要有三处：a.领部立起为盆领，在颈前部

两侧呈八字形分开，腰间束带。有的甲衣四周

左右两边形侧递减，从侧面看，领部边角处呈

有彩色宽边者，亦没有者。甲衣有此宽边表明

圆弧形。b.双肩披膊长至手腕，将整个双臂覆

西汉铁甲的制作是将一块块甲片用皮条、丝、

盖其内。c.披膊连接有护手甲。前身甲衣下摆

或麻等绳索编缀固定在事先裁制好的革或布

双侧大致呈弧形状，前边缘平直。后身甲衣下

绢等织物做好的衬垫上的。[8]宽边可能是内衬

摆则平直，构成前长后短之形。甲片的联缀方

的局部，
即庄子《说剑篇》中说的短后衣。短后衣

法亦同于上述方法。④IID 型甲衣(图 16 中 1

往往与铠甲相连系在一起。[9]因甲片形状的不

图)数量最多，它为一般步卒俑所服。甲衣形制

同，
可将长甲大致分为两型：
A 型为高级指挥俑

同 IIA 型大体相同，领部为圆领，不似 IIA 型

所服的鱼鳞甲。甲衣从腰带分为上下两段。上段

稍立起，另外，甲片较 IIA 型大，故其甲片的数

甲片为鱼鳞形交错并置，下段甲片为长方形与

量较少。甲衣双肩有披膊。此类甲衣的前后身

不规则形。甲片上绘有红色联甲带。甲衣边缘处

下摆略有不同。譬如，前后身下摆近似平直；
前

绘有彩色宽边。双肩披膊呈覆瓦状，
披膊由长方

后身下摆呈圆弧形；前身下摆呈三角尖角弧形

形甲片并置而成（图 17 中 1 图，
见下页）。较其他

状，后身下摆呈弧形；前身下摆呈等腰三角形，

防护能力强，
反映了
甲衣而言，
鱼鳞甲工密质坚，

后身下摆呈弧形等。由于前后身下摆的形状长

当时军队中等级区分。[10]B 型甲衣为一般士卒所

短不一，故而甲衣底边侧视的形状也不尽相

方形
服。与 A 型甲衣主要区别在甲衣以长方形、

同。甲衣的联缀方法及甲片之间的组合方式均

及不规则形联缀而成（图 17 中 2～4 图）。
短甲则无披膊，
长至腰间，在左右肩、
腹部
系带绾成结，
从而将甲衣固定于身。前后身甲
衣相连，并无叉口，仰看似为圆筒状。腰间系
带。短甲亦有二型。A 型甲衣四周绘有彩色宽
边。在甲衣中间位置亦有彩色宽边将甲衣分为
长下两段。上段由两排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甲片
组成，
下段由一排长方形甲片联缀而成。B 型甲

1：IID 型 2：IIE 型
图 16：
秦俑甲衣 IID 型、IIE 型

衣仅发现一例，甲衣上绘有云气纹，似为整块
皮革所制(图 17 中 5～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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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粗大，下端则窄小，似用带收束。从外观
看，
粗大且厚重，似包裹绵絮，
以防护下体。秦
俑所套护腿有整体为一片者，亦有分为两节
者。两节者，
上下各一颜色（图 18）。

1：长甲 A 型 2～4：
长甲 B 型
5：
短甲 A 型 6：短甲 B 型
图 17：杨俑甲衣

从上述可知，
秦始皇陵军俑甲衣因兵种、
地
位不同，
所穿甲衣的形制也不同。其甲衣形制相
对比较复杂，
样式繁多。而杨俑甲衣较秦俑甲衣

1-2：行滕 3～6：
护腿
图 18：秦俑行滕和护腿

而言，形制式样相对简略，甲片较大，甲片形状

杨俑下衣包括裤、
护腿设施及护膝。杨俑

多呈长条形，
排数较少。图案装饰性也并无秦俑

所着裤有两种形制。一种为着襦衣步卒俑所

杨俑甲衣更为
一类铠甲精细繁复。由此可发现，

下部连接至
服。此为连脚裤，
上部隐于襦衣内，

实用便捷，
活动性强，
更有利于作战。

脚。裤管宽大，
小腿处有圆筒状护腿设施以带

4 秦、
西汉时期戎装下衣形制的变迁

束扎，
因而在膝关节处形成堆积。另一种为骑

下衣即下体所穿的衣服。包括裙裳、
裤以
及下肢所附着的附属服饰。
秦俑下衣分裤与护腿设施。①裤有长裤与

兵俑所着裤，
裤管相对窄小，贴于腿部。可知，
杨俑所着裤与秦俑下体所穿的裤并无明显区
别。襦衣步卒俑下体小腿处均缚胫衣（图 19），

短裤。长裤上隐外衣内，
下至足腕，可将两腿套

胫衣亦是护腿设施的一

于内，
在足腕处收紧，
似有带将其紧束。上部联

“袴，胫衣
种。《说文》：

裆。质地厚实。短裤，长仅及膝部，即仅将膝盖

也”
。段玉裁注：
“今所谓

部位套住，而小腿部分则露于外。裤脚敞脱，
呈

套袴也。左右各一，
分衣

多种外形，有圆筒形、折波形、六角形、四方形、

两胫”
。 胫衣，
为套裤，

②护腿设施以保护小腿之用，分

保护小腿之用。此护腿

护腿和行滕两种。行滕用布帛从足腕处由里向

设施上至膝盖下方，下

外缠至膝下，在布帛起、止处用组带束扎绾成

至脚踝上方，
呈圆筒状套于胫部，
以带束之。条

结。由于缠绕后仍可看到腿部肌肉的变化，可

带在上端与下端各绕一圈绑扎，两带之间以一

知行滕质地单薄。护腿形似圆筒状，
套于胫部，

斜带连接。外观上看，着胫衣后仍能够凸显腿

上端
上达膝下，下至足腕，将小腿全部套于内，

部结构肌肉，
说明该胫衣应为薄布所制。在骑

八角形等。

[11]

图 19：杨俑胫衣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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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俑的左右膝盖处各绘有

口齐头翘尖履，鞋头前端齐平，鞋头两角呈直

一护膝（图 20），
防护膝盖之

角，
鞋头向上翘，
有的甚至连至鞋底一并翘起。

用，形状为呈椭圆形。上面

秦俑的骑兵俑及秦始皇陵一号坑出土的部分

绘有彩色圆点状纹样进行

军俑足上则穿靴。靴的形制为单底、单梁、圆

了装饰。骑兵俑的护膝质地

头，
前高后低。鞋高至足腕之上。通筒高约 15

柔软，穿着舒服，其材料应
是布帛之类织物。

图 20：杨俑护膝

由此可以发现，秦俑下衣中裤与杨俑下体
杨俑
所着的裤形制大体相似。在护腿设施上，

厘米。[12]鞋面正中有一锯齿条带，
似为今日之
“缝合线”
。在鞋后跟、
足腕左右两侧各制一纽
鼻，用组带贯穿绕足腕两周系于足上绾成结
（图 22）。

胫衣类似于秦俑的护腿，主要区别在于二者的
束扎方法不同。杨俑小腿所套胫衣用条带在上
端与下端各绕一圈绑扎，两带之间以一斜带连
接。而秦俑护腿则在下端收口处用带收束。另
外，杨俑中的骑马俑膝盖处缚有护膝，而在秦
俑中的骑兵俑中还未发现护膝。

5 秦、西汉时期戎装足衣形制的变迁
足衣为足上所穿着的服饰。
秦俑足上穿的主要为履和靴两种。秦俑大
部分足上登履。履的形制为单底、浅帮、方口，
后高前低，
仅盖住脚趾和脚底，
脚面露于外。鞋
口处镶缘。大部分以綦带绑束。根据鞋头的变
化，履又可分为三型（图 21）：
①方口齐头履，
鞋
头前端齐平，
鞋头不向上翘。②方口圆头履，
鞋
头的两角微微呈圆弧形，鞋头稍向上翘。③方

图 22：
秦俑靴

杨俑足上所登鞋履有芒鞋、絇屦、圆口浅
帮鞋、
高靿靴 (图 23)。[13]芒鞋为一般士兵俑所
穿。芒鞋似为今日草鞋，
由草编织的带子构成
整个鞋面，
足腕处以一带围绕足腕一周与鞋面
连接收起束之。杨俑中穿袍服的中级指挥俑足
下则着絇屦。絇屦为方口，
鞋头似勾状，
向上翘
起内弯。在鞋头面上有两条雕刻线将其分为三

图 21：
秦俑履

1：
芒鞋 2：
高靿靴
3：絇屦 4：圆口浅帮鞋
图 23：杨俑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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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骑兵足上登圆口浅帮鞋，其主要特点是鞋

杨俑多穿芒鞋。而
现。足衣上，
秦俑多穿靴履，

口呈圆形，浅帮，鞋面上有圆形点状纹样进行

这主要因为秦人过着游牧生活，长期与戎狄作

装饰。高级指挥俑足上则登华丽的彩色高靿

战、相处，加之地处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故多

靴，此高靿靴为圆头，鞋高不明，被袍服所盖

穿靴履，
而杨俑多穿芒鞋则是因为楚地雨水偏

掩，至腿部小腿以下均可穿其内。鞋上绘有彩

多的缘故。杨俑中的中级指挥俑所穿的絇屦与

色图案装饰。为胡服之制。

秦俑的方口齐头翘尖履形似，此两鞋均为军俑

由上可见，大部分杨俑足上穿芒鞋，而秦

中地位较高的俑穿着，说明两者均是地位身份

俑多穿靴履，未见着芒鞋者。这与秦人长期过

的象征。杨俑高级指挥俑所穿高靿靴较秦俑的

着游牧生活，长期与戎、狄作战、相处有极大关

靴形制简洁。靴为胡服制，可见胡服已影响中

系；加之西北的地域环境雨少水小，所以多靴

原戎装之制。总体而言，杨俑服饰形制较秦俑

履而少芒鞋。[14]而南楚故地多雨水，故杨俑足

而言，趋于简化，
实用性更强，更符合实际作战

上多蹬芒鞋。杨俑中的中级指挥俑所穿的絇屦

需求。杨俑服饰是在继承秦俑服饰的基础上吸

与秦俑的方口齐头翘尖履形似，均为军俑中地

收了楚服的形制，
两者均吸收了胡服制。而这

位较高的俑穿着，它们均是地位身份的象征。

两点也是导致两者服饰异同性的主要缘由。从

单就靴而言，杨俑高级指挥俑所穿高靿靴较秦

秦、
杨俑服饰形制的异同中我们大体可了解到

俑的靴形制简洁，绘有精细的装饰图案。靴为

秦、
西汉时期戎装的变迁发展。西汉初期在政

胡服制，
说明胡服已融入中原戎装。

，具体在戎装
治、经济体制方面均“汉承秦制”

6 结语

方面虽也继承了秦戎装的部分形制，
但为适应

秦、杨俑服饰样式差别不大，但仍存有一
定的不同。首服上，杨俑头上仅戴武弁一种冠

实际战争的需求，而进行了改进变化，较秦戎
装而言实用性更强，
并吸收了楚服之制。

饰，此冠与秦俑中骑兵俑头戴的皮弁形制相
似。但杨俑武弁在继承秦俑皮弁形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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