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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袍服制度的研究
文/赵 波
御寒的实用功能，
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
服饰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
它不仅具有蔽体、
—统治
者用以维护皇（王）权、
区分社会等级的一种手段。清代服饰制度在中国服饰史上最为庞杂、繁缛且等级森
严，因为清代服饰制度深受其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清代宫廷袍服在遵循满族文化的基础
上，
传承了汉、
蒙古等民族服饰的文化元素。清代宫廷服饰之所以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近 270 年，
在于它
不仅成为了当时满族特征之标识,更以一代衣冠制度影响了历史文化的发展。
清代宫廷；
袍服；
大清会典

清代是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朝代，据《清史

迫和民族压迫之上的，满族统治者强行实施满

新考》记载：在中国先秦时期书籍中记载的肃

人的服饰制度，
以达到泯灭中原农耕民族的民

慎人，
就是当今满族的最早先民。自汉代之后，

族意识之目的，
但是受到了中原农耕民族强烈

历代史书中记载的挹娄（后汉、三国）、勿吉（北

的抵抗，
使得清王朝为缓和剃发易服的民怨被

朝）、女真（辽、金、宋、元、明）均为肃慎之后裔，

迫采取
“十从十不从”
的对策。此对策虽不见于

所以也是满族之先民。[1]可见，
满族从历史上一

正史记载，但与清代初期所行政策基本一致。

直是以中国东北为聚居中心，以游牧渔猎为

随着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的影响日益显著，逐渐

生，入主中原后又深受中原农耕民族的影响，

形成了以满族便于骑射的传统服饰形式为外

所以清代宫廷袍服有着鲜明的游牧民族服饰

在元素，
将中原农耕民族的礼制思想、纹饰、色

文化特征，又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因此对于清

彩、
面料融入其中的独特的清代服饰文化。经

代宫廷袍服的研究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文

过初期不成文的
“十从十不从”的过渡，
满汉服

详细
化、
艺术的意义。本文以《大清会典》为例，

装终于在清代中晚期完全融合在一起。[2]服饰

分析清代宫廷（包括后宫和朝廷）袍服的种类

制度一直是历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点及所适人群，基本还原了清代宫廷人员所

《皇朝礼器图式·冠服》：
“礼之大者，
昭名分，辨

穿袍服的信息。

等威，莫备乎冠服”[3]，
由此可见服饰制度直接

1 清代宫廷袍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着服用者的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

清代宫廷袍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与满族
发展的历史和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密不可分

清代宫廷服饰的款式不仅是为了适应客
观环境，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政治意义。

的。中国自北朝以来，服饰文化就深受游牧文

《简明清史》 中记载：
“满清人的始祖从久远的

明的影响。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

古代开始就生活在我国的东北之内，世代生

朝统治时期，其从统治之始就是建立在政治压

息、
繁衍、
劳动在这片广阔富饶的沃土之上，用

赵波，硕士，
中国服装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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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辛勤的双手，披荆斩棘，为我国边疆的开拓、

帝要‘文采昭著’。火纹象征皇帝处理朝政光

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及文化的交融奉献了自

明磊落，
火焰向上也有率士群向上的寓意。藻

己的智慧及力量”[4]。其祖先世代生活在中国东

纹则象征帝王之品行冰清玉洁。黼纹是斧头

北高寒地带且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直接

的形状，
象征着帝王做事应干练果干。黻纹是

决定了满族服饰的独特性。清代服饰取代了历

两个己字相背的图形，代表皇帝能明辨是非，

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的中原农耕民

知错能改之美德。粉米纹是指白米，象征着帝

族传统服饰，转而以满族衣袖短窄的旗装为

[6]
王给养人民、重视农桑、安邦治国。”

主，穿着便利且用料节省。旗装最大的特点则

由此可见，
清代宫廷袍服制度不是一成不

是“箭袖”——
—在袍服的袖口处接出一个半圆

变的，而是随着满族统治的日趋稳定，满汉文

形马蹄状的袖头，因其形似马蹄，故俗称“马蹄

化相互融合的日趋加深而随之发生着演变的。

袖”
。箭袖最初的功能是冬季狩猎时将袖头放

2 清代宫廷袍服制度的内容

下来覆盖手背，既方便弯弓射箭又能起到保暖

清代统治者认为“衣冠为一代昭度”
，格外

的作用。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其功能性逐渐减

重视清代服饰制度，较之前面各朝代的服饰

弱，象征性日益加深。

制度其更为繁缛，而宫廷服饰又是其中等级

清代宫廷服饰所具有的鲜明民族服饰纹

制度最为森严的。皇太极认为“国家服饰之

样和色彩，也是他们特殊文化背景下的相应

制，
所以辨等威之民志，朝野各有遵守”[7]。清

产物。满族先民世代活动于白雪皑皑、人烟稀

代服饰在颜色、纹样、质地上皆有严密的等级

少的东北高寒地带，这种具有典型的北方游

区分。帝后袍服（朝袍和龙袍）在宫廷服饰制

牧民族特色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独特的审

度中等级最高、礼仪制度最繁缛。譬如皇帝的

美。清代服饰多采用妆花、缂丝和刺绣技法且

龙袍制造，就照例由当时的如意馆第一流工

大量使用金线，色彩强烈且明亮、个性张扬。

师精密设计作出图样，经过皇帝亲自审定认

清代服饰纹样承袭历代装饰纹样，寓意吉祥。

可后才派专差急送南京或苏杭织造。[8]其它如

譬如海水江崖纹、祥云八宝纹、龙凤呈祥纹、

嫔妃、
皇子宗室等依次递减。根据《大清会典》

彩云金龙纹等。满族统治者继承中原农耕民

所记载，清代宫廷服饰自上而下有皇帝、皇子

族文化的传统君德思想，至乾隆时期袍服的

及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贝子、固伦额驸、镇

款式仍旧坚持传承满族原有服饰的特点。但

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等皇族的宗室及戚

是其在纹样装饰上却推行“润色章身，即取其

侯、伯、子、男、
属。此外为异姓封爵的有民公、

文”[5]，承袭明代汉族服饰“十二章”纹，用于服

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监

饰之上，代表君主的十二种才能与美德。“十

生、从耕农官，
一等、
二等侍卫等。他们的朝袍

二章纹是一种含有十二种不同意义的纹样。

和蟒袍都按级别等差穿用。

日、月、星、辰纹样分别指三光照耀，象征皇帝

清代宫廷袍服包括皇室宗族和相关官员

的皇恩浩荡，普照四方。龙纹是一种中国传统

的朝袍、宫廷祭祀人员所穿袍服、皇家的龙袍

的吉兽，有多种形象，象征皇帝善于审时度势

和蟒袍以及宫廷常服袍和行袍。

代表
地处理国家大事及对人民的教诲。山纹，

（1）清代宫廷朝袍

稳重的性格，象征皇帝能治理四方水土。宗彝

清代朝袍典制规定的朝袍分为冬、夏两

纹是中国古代祭祀时所使用的一种器物，一

种，其基本款式为上衣下裳相连的长袍、箭袖

般是一对，有虎纹及蹲纹，象征皇帝忠、孝之

和披领。

美德。华虫纹一般是一只雏鸡的外形，象征皇

1）皇帝冬朝袍的形式有两种：
十一月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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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用缘貂朝服，色用明黄，披
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
袍之左右肩前后分别有正龙各
一，
襞积之处有六条行龙，
袍之前
后有十二章纹，通身纹样有五色
云穿插其中（图 1）。另外还有一
种冬朝袍披领和袖都为石青
色，袍缘装饰以片金加海纹为
正面

背面
图 1：清代皇帝冬朝袍一

主，袍的双肩之处前后分别装
饰有一条正龙，腰帷之处装饰
有五条行龙，衽处有一条正龙，
襞积的前后有九个团龙纹作为
装饰，袍的下裳部有两条正龙、
四条行龙，袍上的披领有两条
行龙作为装饰，在袍的袖端之
处分别有一条正龙，袍身正反
面分别列有十二章纹，其中日、

正面

背面

月、星辰、华虫、山龙、黼、黻在
袍之上衣，宗彝、藻、粉米、火在

图 2：
清代皇帝冬朝袍二

袍之下裳，其中用五色云贯穿
其中作为装饰，下幅有八宝平
水纹（图 2）。[9]皇帝夏朝袍。色
用明黄，惟常雩用蓝，夕月用月
白，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缘，
缎纱单袷惟其时，余制如冬朝
袍二（图 3）。
2） 皇子朝袍用金黄色。冬
正面

背面
图 3：清代皇帝夏朝袍

朝袍之制二，其一，披领及裳，
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两肩前
后正龙各一，襞积行龙六，间以
披领及袖
五色云（图 4）。其二，
俱石青，
片金加海龙缘，两肩前
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
襞积，袍之下裳有八条行龙，袍
上的披领之处有两条行龙，左
右袖端之处分别有一条正龙，
下幅八宝平水纹（图 5）。皇子夏

图 4：
清代皇子冬朝袍一

图 5：清代皇子冬朝袍二

朝袍，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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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穿插装饰，中无襞积，下幅
八宝平水纹。披领之处有两条
行龙，左右袖端分别有一条正
龙，袖相接的地方有两条行龙。
领的后面要垂明黄绦。其饰珠
宝惟宜（图 10）。皇贵妃冬朝袍，
制同。
妃冬朝袍，
用金黄色。嫔冬
朝袍用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
图 6：清代皇子夏朝袍

图 7：
清代贝勒冬朝袍一

色，
余同。②二式是片金加海龙
为缘，袍身前后分别有一条正
龙，
双肩分别为一条行龙，腰帷
有四条行龙，
中有襞积，
下幅行
龙八纹。余制如冬朝袍一 （图
制同。妃冬
11）。皇贵妃冬朝袍，
朝袍，
用金黄色。嫔冬朝袍，用
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色，余

图 8：清代贝勒冬朝袍二

图 9：清代贝勒夏朝袍

同。③三式为片金加海龙缘，裾

缘，余制如冬朝袍二（图 6）。亲王、郡王则用蓝

后开，
余制如冬朝袍一（图 12，
见下页）。皇贵妃

色及石青色，
如曾赐许用金黄色者也得用之。

用金黄色。嫔冬朝袍，
冬朝袍，
制同。妃冬朝袍，

3）贝勒朝袍则不得用金黄色，冬朝袍之

用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色，
余同。

制二，其一，通绣蟒文四爪，余
制如皇子冬朝袍一，贝子、固伦
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
驸冬朝袍，制同（图 7）。其二，
余制如皇子冬朝袍服二，贝子、
固伦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
硕额驸冬朝袍，制同（图 8）。贝
勒夏朝袍，通绣蟒文四爪，余制
如皇子夏朝袍，贝子、固伦额

正面

背面
图 10：清代皇太后、皇后冬朝袍一

驸、
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夏
朝服，制同（图 9）。
4）皇太后、皇后的朝袍冬有
三式，夏有二式，皆明黄色。
皇太后、
皇后的冬朝袍之式：
①一式是袍的披领和袖的部分都
为石青色，
以片金加貂为缘，袍之
肩上下袭朝褂之处也加缘，以九
条金龙作为装饰，其中以五色云

正面

背面
皇后冬朝袍二
图 11：
清代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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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皇后的夏朝袍式：①
一式片金缘，缎纱单袷惟其时。余
制如冬朝袍二（图 13）。皇贵妃夏朝
袍，
制同。妃夏朝袍，
用金黄色。嫔
夏朝袍，
用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
缎纱单
色，
余同。②二式为片金缘，
袷惟其时，余制如冬朝袍三 （图
正面

背面

14）。妃夏朝袍，
用金黄色。嫔夏朝
袍，
用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色，
余

图 12：清代皇太后、皇后冬朝袍三

同。
5）民 公冬 朝 袍：① 一 式为 蓝
及石青诸色随所用，披领及裳俱
表以紫貂，袖端薰貂，两肩前后正
蟒各一，襞积行蟒四，侯伯下至文
三品、武二品官、有职掌 大臣、辅
国将军、县主额驸、一等侍卫冬朝
袍 ，制 同（图 15）；② 二 式 为 蓝 及
正面

背面

石青诸色随所用，披领及袖，片金
加海龙缘，两肩前后正莽各一，腰

图 13：清代皇太后、皇后夏朝袍一

帷行莽四，中有襞积，裳行 蟒八，
披领行蟒二，袖端正蟒各一。下幅
八宝平水，侯伯下至文武四品官、
奉恩将军、县君额驸冬朝袍，制同
（图 16）。
民公夏朝袍，蓝及石青诸色随
所用，片金缘，
制如冬朝袍二，
侯伯
下至文武四品官、奉恩将军、县君
正面

背面
图 14：清代皇太后、皇后夏朝袍二

额驸夏朝袍，
制同（图 17，
见下页）。
6）清代宫廷一等侍卫朝袍见
民公冬、夏朝袍部分。二等侍卫朝
袍，色用石青，翦绒缘，通身云缎，
前后方襕，行莽各一，腰帷行蟒
四，中有襞积，领袖俱石青 妆缎，
冬夏用之（图 18，见下页）。三等
侍卫朝袍，色用石青，翦绒 缘，余
制如文五品官朝袍，蓝翎侍卫朝
袍，制同（图 19，见下页）。清代宫

图 15：清代民公冬朝袍一

图 16：清代民公冬朝袍二

廷銮仪卫护军袍，石青缎为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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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清代民公夏朝袍

图 18：
清代宫廷二等侍卫朝袍

图 20：清代宫廷銮仪卫护军袍

图 21：清代宫廷文五品官朝袍

图 22：清代宫廷文八品官朝袍

图 24：
清代从耕农官袍

图 25：
清代神乐署文舞生袍

图 23：
清代举人公服袍

图 19：
清代宫廷三等侍卫朝袍

织金寿字、片金缘，领及袖端，俱织金葵花
（图 20）。
7）自文五品官至文武六、
七品朝袍用石青色
文
加片金缘，
云缎前后用方襕，
行蟒各一（图 21），
八品至文武九品朝袍为石青云缎（图 22）。
8）举人、
贡生、监生、生员等公服袍青绸及
蓝绸为之，从耕农官袍则青绢无缘，上加披领，
腰为襞积，
月白绢里（图 23~ 图 24）。
9）清宫廷祭祀人员袍服：①神乐署文舞生

图 26：清代神乐署武舞生袍

天神坛用
袍。材质据所祭祀地点各不同。天坛、

农坛、
太岁坛用红云缎。月坛用月白绸。形制各

石青绸。地坛、地祗坛用黑屯绢。祈谷坛、
社稷

相同，
前后方襕，
销金葵花（图 25）。②神乐署武

先
坛、日坛、历代帝王庙用红罗。太庙、
先师庙、

生袍，
通销金葵花，
余制如文舞生袍（图 26）。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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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清代神乐署执事生袍一

图 28：清代神乐署执事生袍二

图 30：清代和声署乐生袍一

图 31：
清代和声署乐生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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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清代神乐署童子舞衣

图 32：清代皇子福晋冬朝袍

神乐署执事生袍之制有二。其
一，天坛用石青绸，地坛用黑屯
绢，皆不加缘（图 27）。其二，太
庙、天神坛、地祗坛、太岁坛、先
师庙用青云缎。社稷坛、
日坛、历
代帝王庙用青罗，
皆蓝缘。祈谷
坛用石青罗，
红青缘。先农坛用
青绢，蓝缘。月坛用青绸，白缘
（图 28）。④神乐署童子舞衣，黑
正面

背面
图 33：
清代皇子福晋夏朝袍

绸为之，
齐袖，
绘金云气，
大雩用
（图 29）。⑤和声署乐生袍，
红缎
为之，
前后方襕，
绣黄鹂，
中和韶
乐部乐生执戏竹人服之（图 30~
图 31）。
10） 清代宫廷女眷的朝袍
分为三大类：①皇子的福晋所
穿朝袍也有冬夏两种。冬朝袍
以香色为底色，披领和袖都是
石青色，片金加海龙为缘，袍

正面

背面
图 34：
清代贝勒夫人冬朝袍

身正、反分别有一条正龙，双
肩分别有一条行龙，袍之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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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 条行龙，披 领之处 有两条 行龙，左 右袖

文四爪，领后垂石 青绦，余制 同皇 子 福晋 冬

端分别有一条正龙，袖相接处有两条行龙，

朝袍（图 34，见上页）。贝子夫人、郡君下至三

袍裾 后开衩，领 后之处 垂金 黄绦，杂 饰惟 宜

品命妇、奉国将军淑人冬朝袍，制同。贝勒夫

（图 32，见上页）。亲王福晋、郡王福晋、固伦

人夏朝袍，片金缘，余制如冬朝袍（图 35）。贝

公主、和硕公主及郡主、县主所穿之冬朝袍，

子夫人、郡君下 至三品 命妇 、奉国 将 军淑 人

制同。皇子福晋夏朝袍，用香色，片金缘，余

夏朝袍，制同。③四品命妇朝袍，蓝及石青诸

制如冬朝袍（图 33，见上页）。亲王福晋、郡王

色随所用，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缘，前后行

福晋、固 伦公主 、和硕公 主、郡主 、县主所服

蟒各二，领后垂石青绦，杂饰惟宜，冬夏用之

夏 朝袍，制 同。②贝勒夫 人朝袍 有冬 、夏 之

（图 36）。奉恩将军恭人、五六七品命妇朝袍，

分，皆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冬朝袍，通绣蟒

制同。
（2）清代宫廷的龙袍和蟒袍
清代宫廷龙 袍只有皇 帝、皇
后、
贵妃、
妃、
嫔、
皇太后服同。龙袍
和蟒袍分别是皇家特定人群和大
臣在一般性的吉庆宴 会朝见时
所穿的常见礼服，略低于朝袍。
①皇帝所穿龙袍（图 37），袍身为
明黄色，领和袖均为石青色，片

正面

背面
图 35：清代贝勒夫人夏朝袍图

金缘，以九条金龙纹为装饰，列
十二章纹，袍身纹样贯穿五色云
纹，袍领的前后分别有一条正
龙，左右和交襟之处分别有一条
行龙，左右袖端分别有一条正
龙 ，下 幅 八 宝 立 水 纹 ，袍 身 前 后
左右四开衩，绵袷纱裘惟其时。
② 皇 后 龙 袍 ，色 用 明 黄 ，领 袖 俱
石 青 ，纹 有 九 条 金 龙 ，以 五 色 云

正面

背面

穿插装饰，福寿文采惟 宜，下幅
八宝立水纹，领的前后分别有一

图 36：
清代四品命妇朝袍

条正龙，左右和交襟之处分别有
一 条 行 龙，袖 同 朝 袍 ，袍 左 右 开
裾，绵袷纱裘惟其时。③皇贵妃
所穿龙袍，制同。贵妃及妃所穿
龙袍，袍身为金黄色。嫔所穿龙
袍为香色。④皇太后所穿龙袍的
服制有两种，袍身均为明黄色。
正面

背面
图 37：
清代皇帝龙袍

第一种是八条五爪金龙团纹。双
肩前后分别一条正龙。袍的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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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图 39：
清代皇太后龙袍二

图 38：清代皇太后龙袍一

图 40：清代皇子蟒袍

图 41：清代贝勒蟒袍

图 42：
清代文四品官蟒袍

图 43：清代文七品官蟒袍

图 44：清代皇子福晋蟒袍

图 45：
清代贝勒夫人蟒袍

有四条行龙。下幅八宝立水纹。余制同皇后

伦额驸下至文武三品官及奉国将军、额驸、郡

龙袍（图 38）。第二种龙袍的下幅不施采章。

君和一等侍卫均服蟒袍，
制同。贝勒以下，民公

余制如皇太后龙袍一(图 39)。

以上，
曾赐五爪蟒缎者，
亦得用之。③文四品官

清代蟒袍是皇子、贝勒等贵族、大臣、女眷

蟒袍，
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片金缘，通绣八蟒

在一般吉庆、朝见时所穿的常见礼服。①皇子

四爪（图 42）。武四品官、
奉恩将军、
县君、
额驸、

蟒袍，用金黄色，片金 缘，通绣 九蟒，裾 四开

二等侍卫下至文武六品官蓝翎侍卫蟒袍，制

（图 40）。亲王郡王蟒袍，
制同。惟色用蓝及石

同。④文七品官蟒袍，
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片

青，曾赐用金黄色者，亦得用之。裾四开之制，

金缘，
通绣五蟒四爪（图 43）。武七品文武八九

凡宗室皆如之。②贝勒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

品未入流官蟒袍，
制同。⑤皇子福晋蟒袍，
用香

所用，片金缘，通绣九蟒四爪（图 41），贝子、固

色，
通绣九蟒（图 44）。亲王福晋、
郡王福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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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清代四品命妇蟒袍

图 47：
清代七品命妇蟒袍

图 48：皇帝常服袍图

制同。⑥贝
伦公主及和硕公主、
郡主、
县主蟒袍，

黄色、紫色、
秋香色、玄
爪、
三爪蟒苏缎圆补子，

勒夫人所穿蟒袍，
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
通绣九

色、
米色及狐皮俱不许穿，
如上赐者许穿。嘉庆

郡君下至三
蟒四爪（图 45，
见上页）。贝子夫人、

后庶民亦有用秋香色为衣者，其后玄色、米色

品命妇、
奉国将军淑人蟒袍，
制同。⑦四品命妇

亦不禁。

所穿蟒袍，
蓝色和石青诸色随所用，
通身绣八蟒

关于纹样禁例有：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

六品命妇蟒袍，
四爪（图 46）。奉恩将军恭人五、

八团补缎纱，
官民不许
服、
四爪暗蟒之四团补、

制同。⑧七品命妇蟒袍，
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

穿用。凡大臣官员有特赐五爪龙衣服及缎匹，

通绣五蟒四爪（图 47）。

无论色样俱许穿用；
若颁五爪龙缎、
立龙缎者，

（3）清代宫廷常服袍、行袍

挑去一爪穿用。蟒袍不是特赐的不能用金黄

皇帝常服袍，色及花文随所御，裾四开，绵

色，
黄马褂须特赏者才能穿。若僭用违禁纹者，
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违禁物入
官员各杖一百，

袷纱裘惟其时（图 48）。
皇帝行袍，制如常服袍，长减十之一，右裾
短一尺，色及花文随所御，绵袷纱裘惟其时

官；
货卖者杖一百，
机户亦同。
上述的使用和禁例，由于日久而致玩忽，
尤其在清代后期，捐纳开而法网疏，如四开衩

（图 49）。

之袍，
亦有人穿服者 ，如
果被人发觉，
即诡称是某
王所赐的，由于难于稽
查，
或听之任之。[10]

3 结语
清代宫廷袍服虽然
在形制上拼弃了众多中
图 49：
皇帝行袍图

图 50：亲王行袍图

原民族传统的基本形

亲王行袍，制如常服袍，长减十之一，右

制，
但其内在寓意却始终

裾短一尺，色及花文随所御，绵袷纱裘惟其时

没有改变，
尤其清乾隆时期及之后民族融合尤

（图 50）。郡王以下文武品官行袍，制同。
此外，清代宫廷袍服除了森严的等级要求
之外还有严格的服饰禁例。
关于颜色禁例早在顺治年间就有其规定：
公、侯、伯、一品、二品、三品、四品等官，凡五

其文化实质与整个
其是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
中华民族服装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清代宫廷服
饰在历代传承下来的的服装服饰等级制度的
基础上通过服装服饰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统治，
其庞杂的条文要求、繁缛规章制度，远远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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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历代对服装服饰的要求。从服装制度的等

[4]戴 逸 .简 明 清 史·第 一 册［M］.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级为历代森严之最也可反映出君主专制制度

1980：14.

达到顶峰。清代宫廷袍服是中国古代袍服发展

[5]（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联合出版社，1942：

的最终阶段，其发展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告

364.

终。中国宫廷服饰虽然结束了它的历程，
但是
其所体现的意义却远超过了其本身。

[6]王云 英.再 添秀 色——
—满 族官 民 服 饰［M］.辽宁 ：辽
海出版社，1997：8.
[7]（清）顾 栋高 .大 清太 宗文皇 帝实录·卷十 二［M］.北
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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