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25

清末民初传统裤装结构及中西裤装结构比较的研究
乔滢锦，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中国传统裤装在历史中由夷传汉、
由牧近农，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节用尚用的中华造

物美学，它是中国传统服饰形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清末民初的传统裤装样本为主要研究对
测绘、
结构图复原，并与现代西化裤
象，运用文献与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样本进行了数据采集、
装结构比较，归纳了其外在与内在的结构特征，以期阐释中国传统裤装在平面裁剪中的功用与节俭理
念，对探索传统裤装结构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意义的实证研究具有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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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trous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teen
China and the West
QIAO Yingjin，LIU Ruipu
(School of Fashion,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trousers embodie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virtue on thrift in China, which was introduced from ethnic minorities and evolved from nomadic
areas to farming areas, it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shap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s. This
paper took the traditional trous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trousers by data collec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toring,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western trousers,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specimen research to sum up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factors. The paper explained
the function and frug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ousers in plane cutting, its sigificance lied in that there
were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exploring the structue of the traditional trousers of China .
Key words: traditional trousers；structure；function；thrift

中国古代服饰形制系统的形成是物质文

期，
服装结构已显现出西化的趋势，
但仍然保持

化积淀的过程，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

着中华一脉相承的“十字型平面结构系统”［１］。

物。清末民初处于西风东渐的一个特殊历史时

关于传统裤装的研究，由于在汉俗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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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裤装始终被视为异族，特别是马上民族的

高，新疆洋海墓出土的距今约 ３，
３００ 年的裤装

服饰品类。因此，在包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为有裆裤，为合裆裤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物

《中国服装史》
《中国古代服饰
《中国服饰史》

证。在陪葬的物品中有马具和战时用的武器，

史》，这些“古代服饰通史”也只将其作为配服

其功用和形制多为配合骑乘的需要，由此可以

描述，对其结构只是简单的提及。传统裤装的

证明在西北的游牧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是最

专题研究，以时间、地域为划分依据在起源、分

早使用合裆裤的。中原汉族经过赵武灵王胡服

类和名称进行综合性整理。事实上清末民初，

骑射这一历史性的改革，
合裆裤才进入中原，
最

中西文化的博弈已经把裤装从后台推向了前

初适用于军队之中；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

台，其中就包含服装结构上的冲突。在考古方

“裤褶”［４］的流行和宋辽时期“吊敦”［５］的传入使

面，相关古墓的发掘报告提供了珍贵的裤装形

得裤装的品类丰富起来，直至清代满族入关开

制和图像文献，但并未对服装结构展开具体的

档长裤在成人的穿着中逐渐消失，作为童装开

—清末民初袍服
分析。《古典华服结构研究——

裆裤则是汉人的发明。经过历史的积淀从套裤

结构考据》中对清末民初这一时期袍服进行了

到大裆裤（合裆长裤），至清代亦被称为“缅裆

研究，阐释了袍服平面结构中的文化内涵，为

（宽腰头、宽腰围、宽裤口、裆部肥大）成为
裤”

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思路。因此，对

主流，基本成为清末民初的主要裤装形制，也

清末民初传统裤装的研究，是对传统中华服饰

成为传统华服的重要品类。

品类实证研究的补充。本文以文献和样本研究

由此可见，裤装由于其功能更加适应当时

相结合，通过横向对比传统裤装之间的结构差

的生产生活而在底层劳动人民中流行，相较于

异以及中西方不同理念下产生的服装结构异

袍、衫和裙等品类，其特殊的形制为劳动人民

同，阐释中国传统服饰在平面裁剪中“俭用合

在劳作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在统治阶层裤

一”的造物美学，探究传统裤装结构变化所承

装则更多的用来舒体护身装饰，常用上等面料

载的文化根源。

并饰以纹绣。另外，受各个历史时期的开放程

１ 传统裤装的演变

度、社会风尚、审美趣味以及纺织手工业发展

中国传统裤装的发展自商代为始，经历了

程度的影响，其裁剪方式、工艺手法以及装饰

由夷传汉、牧近农的发展演变和历史选择过

风格在各时期出土的裤装中也呈现出不同的

程。形制上分为开裆与合裆两种。开裆裤集中

形态。

在中原汉地，与其说是裤不如说是护腿。早在

２ 清末民初传统裤装样本分析

３，
０００ 年前的西北游牧民族地区就出现了合裆

处于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

裤，
对中原汉地裤装的形成起着主要的作用。据

裤装在受到西化的影响下并未脱离中国传统

文献记载，不同的历史时期，名称也不尽相同。

服饰平面结构的体系。外部形态上，按照其长

裤，早期无裆只有两个裤筒，类似套裤，用作袍

短，可分为长裤、中裤和套裤。按照裤腿宽度，

服之内的下装称
“绔”
，
《说文》释：
“绔，
胫衣也”
。

可分为宽腿裤和窄腿裤。按照厚度，可分为单

后至东汉时期逐步形成有裆裤称“裈” ，合裆

层、
双层和夹棉。从结构上来看，
中国传统合裆

而短者又称“犊鼻裈”［３］，并且这种服装多为劳

裤是基于布料的有效利用，由两个没有侧缝裤

动人民的服装。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促使裤

筒和腰头组成，几乎是两个整片布料，很小的

装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西北游牧民族和

裆片可以用边角余料来裁剪。通过清末民初时

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气候条

期的合裆裤样本的研究得到实证。其主结构均

件以及生活习惯，使其对服装的功能性要求较

由两个没有侧缝的裤腿、直腰头以及裆片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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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梯形拼裆”结构为清末民初典型的结构

种形式，大小梯形拼裆、梯形加三角形拼裆和

形制（图 １~ 图 ３）。

三角形拼裆。

２．２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

２．１ 大小梯形拼裆

从民间收藏家获取的两个样本同属于梯

样本为清末棉质红色合裆长裤。裤筒与腰

形加三角形拼裆结构。其一为清末缎面赭石色

头均为单层，主面料为红色棉质布料，腰头采

缅裆裤（图 ４~ 图 ６）。腰头与裤筒均为双层。主面

用材质相同的粉色面料。裤长为 ８７ｃｍ、裤口宽

料为赭石缎面材质，
内衬为条纹棉质布料，
腰头

３２ｃｍ、腰围 １０８ｃｍ、腰头宽为 １６ｃｍ、裆深为

为蓝色棉质布料，
裤口有彩色绣花图案装饰。裤

３３ｃｍ、
主面料的布幅为 ４６ｃｍ。主结构由 ７ 片组

长为 １０９ｃｍ、
裤口宽 ２５．５ｃｍ、
腰围 １１９ｃｍ、
腰头宽

成。２ 片以整幅面料为宽度的长方形布片，
分别

为 １８．５ｃｍ、
裆深为 ３０ｃｍ、
主面料布幅为 ６８ｃｍ。其

构成两个无外侧缝的裤筒。２ 片大梯形布片和

二为清末缎面月白缅裆长裤（图 ７~ 图 ９）。腰头

２ 片小梯形布片构成裤筒内侧和裆的部分。腰

与裤筒均为双层。主面料为月白色暗纹缎面材

头为一个长方形布片的直腰头。样本所呈现的

质，内衬为蓝色棉质布料，腰头为白色棉质布

Fig.1

大小梯形拼裆结构样本实物图（私人收藏）
Physical map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large and
small trapezium（personal collection）

Fig.3

图 3 大小梯形拼裆结构样本复原主结构图
Main structure map of the restoration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large and small trapezium

图1

Fig.2

Fig.4

图 2 大小梯形拼裆结构样本款式图
Styled pattern map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large
and small trapezium

图 4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样本 1（私人收藏）
Physical map of Sample 1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apezium and triangle（personal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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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样本 1 款式图
Fig.5 Styled pattern map ofSample 1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apezium and triangle（personal collection）

图7

Fig.7

Fig.6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样本 2

Physical map of Sample 2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apezium and triangle（personal collection）

Fig.8

图 6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样本 1 复原主结构图
Main structure map of Sample 1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apezium and triangle

图 8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样本 2 款式图
Styled pattern map ofSample 2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apezium and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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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长方形的布片分别构成无外侧缝的裤腿。
２ 片梯形布片和 ２ 片三角形布片构成裆的部
分。腰头为一个长方形布片对折而成的直腰
头。传统裤装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宽裤腿，但是
发展到后期，特别是受西方“人本思想”的影响
裤腿趋窄。
２．３ 三角形拼裆
从民间收藏家获取的另两个样本同属于
三角形布片拼裆结构。其一为民国时期月白缎
面暗花纹缅裆裤（图 １０~ 图 １２）。腰头与裤筒均
为双层。主面料为月白色暗花纹缎面材质，内
衬为水蓝色棉质布料，腰头为白底蓝条纹棉质
布料。裤长为 ９４ｃｍ、裤口宽 ２５ｃｍ、腰围 １１８ｃｍ、
腰头宽为 １５．５ｃｍ、裆深为 ３５．５ｃｍ、主面料布幅
为 ７４ｃｍ。主结构由 ７ 片组成。２ 片以整幅面料
作为宽度的近似长方形的布片分别构成两个
无外侧缝的裤筒。４ 片小三角形布片构成裆的
梯形加三角形拼裆样本 2 复原主结构图
Main structure map of Sample 2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apezium and triangle
图9

Fig.9

部分。腰头为一个长方形布片对折而成的直腰
头。其二为民国时期粉色缎面暗花纹缅裆裤

料，
裤口有三条黑色滚边装饰。裤长为 １０２ｃｍ、 （图 １３~ 图 １５）。腰头与裤筒均为双层。主面料
裤口宽 １９．５ｃｍ、腰围 １０８ｃｍ、腰头宽为 １７．５ｃｍ、 为月粉色暗花纹缎面材质，内衬为粉色棉质布
裆深为 ３４．５ｃｍ、
主面料布幅为 ４４ｃｍ。二者主结

料，
腰头与里衬面料相同。裤长为 ８１ｃｍ、
裤口宽

构均由 ７ 片组成。２ 片以整幅面料作为宽度的

１７ｃｍ、腰围 １１２ｃｍ、腰头宽为 １７ｃｍ、裆深为

图 10

Fig.10

三角形拼裆裤样本 1 实物图(私人收藏)

Physical map of Sample 1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iangle（personal collection）

Fig.11

图 11 三角形拼裆裤样本 1 款式图
Styled pattern map of Sample 1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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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三角形拼裆裤样本 1 复原主结构图
Main structure map ofSample 1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iangle

三角形拼裆裤样本 2 实物图（私人收藏）
Physical map of Sample 2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iangle（personal collection）

图 13

Fig.13

图 14 三角形拼裆裤样本 2 款式图
Styled pattern map of Sample 2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Fig.15
of triangle

图 15 三角形拼裆裤样本 2 复原主结构图
Main structure map ofSample 2 of crotch structure with
shape of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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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ｃｍ、
主面料布幅为 ６９ｃｍ。主结构由 ５ 片组

则以保持面料的完整性（这样可以达到最俭用

成。２ 片以整幅面料作为宽度的长方形布片分

料）为原则使用平面结构与直线裁剪的方式来

别构成无外侧缝的裤腿。２ 片三角形布片构成

达到满足功能的需要。二者采用的裁剪方式不

裆的部分。腰头为一个长方形布片对折而成的

同，但在服装基本的功能性与实用性方面达到

直腰头。

了相同的效果，
可谓殊途同归。

传统裤装采用加裆片的方式，最主要的动

现代裤装是基于西方立体概念的架构适

因是节俭。古时惜物如金，
尽量少剪裁，
减少对

应人体的需求，主体结构由前后两个裤片和腰

面料的破坏，尽量充分利用整幅布料，因而出

头组成；传统合裆裤则是基于布料的有效利

现了裤腿外侧缝不裁开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

用，
由两个没有侧缝裤筒和腰头组成。

最大程度提高布料的利用率，几乎能达到零浪

３．１ 侧缝结构

费。这里所指的零浪费是将边角余料降低到最

现代裤装的内侧缝线受到横裆线的影响

小。小的裆片可以用边角余料进行再次裁剪。

在曲度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在长度上始终

其次是为了舒适合体，加裆片解决了传统

保持一致。裤子的前后片的维度大小受到腹围

裤装因受限于布幅的宽度而影响功用的问题。

和臀围的影响，因此为了更适合人体，现代裤

传统裤装的裤腰均为直筒型，为了能穿进去其

装将外侧侧缝分开，与内侧缝线处理方法相

尺寸必须大于臀围，在穿着时用系带来固定在

同，在曲度上不相同但在长度上保持一致，长

腰部。在利用整幅布料达到所需的腰围尺寸，

度一致是为了保证能够将前后片缝合在一起。

并为了同时符合裆部的机能型，一种方式是直

传统裤装则是在长度与曲度上都保持一致。中

接利用布幅的宽度在裆部加入需要的量。但当

国传统物尽其用的思想，使得服装在裁剪时尽

布幅不足以满足所需要的量时，拼裆这一结构

量以布幅为界，裤筒主体一定要保持完整，外

就应运而生。当布幅宽度足以满足腰围尺寸

侧侧缝不裁开，因而侧缝线是直线且为一个完

时，裆片仅需要增加其功用性。而当布幅不能

整布幅的宽度，形状为长方形或倒梯形。插入

满足腰围所需的尺寸时，通过改变裆片的大小

梯形裆片和三角裆片使得在曲度和长度都保

和形状就能够同时增加腰围的尺寸和裤装的

持一致（图 １~ 图 １５）。传统裤装其围度是以满

功用性。

清末民初典型缅裆裤样本结构主要数据
（私人收藏）
（单位：
cm）
Tab.1 Main data of samples structure of typical crotch pant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personal collection）
（unit:cm）

３ 中西裤装结构与功能的比较
中西方服饰文化在中世纪的哥特时期分

表1

道扬镳，表现为中国的一贯性和西方的革命
性，这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有关，欧洲 １４ 世

样本编号
项目

４９ 号

５０ 号

５７ 号

５９ 号

６０ 号

纪文艺复兴的人本思想让表现人体成为“美的

裤长（总长）

８７

１０９

１０２

９４

８１

。与西方“物以人为尺度”
，
即用服装
最高法律”

腰围

１０８

１１９

１０８

１１８

１１２

表现人体、强调人体结构的理念不同，东方更

裤口宽

３２

２５．５

１９．５

２５

１７

强调“人以物为尺度”
，讲求舒适和谐，由此培

腰头长

１０８

１１９

１０８

１１８

１１２

养了自古以来“节用”“尚用”的“俭以养德”理

腰头宽

１６

１８．５

１７．５

１５．５

１７

念。因此，
在技术层面，
西方从立体的角度看问

裆深

３３

３０

３４．５

３５．５

３４．５

题，通过立体裁剪将多余的量或裁掉或隐藏于

加腰头裆深

４９

４８．４

５２

５１

５１．５

断缝中以“省”的形式保留，从而强化人体曲

布幅

４６

６８

４４

７４

６９

线，塑造人体并满足人体活动的机能性；东方

样本总片数

７

７

７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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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臀围为准进行对称裁剪，为了实现整幅使

３０ｃｍ 之间。现代结构裤装前裆弯线由于腹突靠

用，又能够满足人体基本活动的同时留有许多

上而不明显所以弯度小而平缓，称为小裆，后

松量提供其他不确定的大幅度运动不受限制，

裆弯线由于臀部靠下而挺起，所以弯度急而深

便使静态不余而过多。这种以保全物性生态为

称为大裆。而传统裤装的裆弯线前后是相同的

原则满足功用的方式和“敬物尚俭”的传统观

曲度与深度，程度相当于现代裤装的大裆尺

念，
让现代掠夺式的设计产生深刻的思考。

寸，这样就保证了臀部足够的活动量，也给立

３．２ 裆部结构

裆加深提供了条件，这是马上民族创造的一种

现代裤装结构，为了使服装符合人体，满

独特的文化符号，只是汉人接受了它，因为它

足从腹部转向腹股沟以及从臀部转向股低的

是持俭很好的表达方式。根据服装人体工学理

这一结构，
在纸样上便有了横裆的概念 。传统

论，立裆不变的情况下两腿之间结构的夹角越

裤装采用平面裁剪的方式，相应立裆的作用隐

大，人体活动时所受的限制越小。传统裤装采

藏在裆片中。传统裤装的立裆大多是低于现代

用平面裁剪的方式与加入裆片或者拼档结构，

裤装，即传统裤装的“大裤裆”特征。这种以游

可加大了两裤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裤装的功能

牧生活催生的文化符号，不能套用现代的美学

性增强，现代裤装结构则恰恰相反。这样看来

标准。正因如此，它所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今天

传统裤装结构远比从西方文化演变过来的现

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生动的文化和历史内涵。据

代裤装结构有更加充分的运动功能，现代“哈

样本进行数据采集分析，裆深集中在３０~３５ｃｍ

伦裤”的设计理念正是源于这个古老的东方理

左右之间，加腰头达到近 ５０ｃｍ，几乎是今天的

念（图 １６）。

一倍，更多的样本的信息采集为我们呈现了清

３．３ 腰部结构

［６］

末民初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面貌和传统裤装

传统裤装的腰围宽于正常腰围并不合体，

的时代符号（表 １）。新疆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

尺寸一般大于臀围的尺寸，这是为了保证裤装

中国最古老的合裆裤裆深达 ７７ｃｍ

。现代裤

穿脱的基本功能，在穿着时会采用折叠再系带

装立裆为女装在 ２５—２９ｃｍ 之间，男装在 ２３—

的方式。现出土腰身合体的古代裤装，都会在

［７－８］

图 16

Fig.16

现代裤装与传统裤装裆部结构的比较

Structur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traditional trousers and modern western tro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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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黄昇幕出土的烟色牡丹花罗开裆裤[10]
Open crotch pants unearthed in Huang Sheng Tomb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图 17

Fig.17

裆部安腰头的位置开口以使穿脱方便，同时又

节俭意识，功能性是传统裤装结构设计的重要

使腰部收身平整（图 １７）。然而从清末民初裤装

因素之一。通过中西方裤装结构的比较发现并

样本的信息采集看，均未在裆部以上开口，这

“东方重礼教”
。
不能简单的认为“西方主功用”

说明后世明清并没有接受前朝的紧腰裤，而是

传统裤装从开裆裤到缅裆裤发展至清末民初，

盛行缅裆裤，
这很值得专题研究。

其功用和形制是历史的选择，从标本研究的实

在整个中国服装历史中，传统裤装是以平

证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服装在传统“礼教”中

面裁剪为主。但宋代的开裆裤的信息采集看出

不能忽视其所体现出“俭用合一”的造物美学，

的结构 。南宋黄昇墓
传统裤装有过类似“省”

这一注重功用与节俭相结合的观念对当今掠

出土的烟色牡丹花罗开裆裤，腰围为 ７３ｃｍ，裤

夺式的设计倾向产生指引和思考。

［９］

腰有褶，
类似现代的腰省（图 １７）。出土辽金时
期的背带绢直筒裤，裤筒平直，腿内部插有长
方形拼片，
塑造了腿部的立体结构（图 １８）。这
可以看做是古人对于服装立体完全不同于西
方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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