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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军戎服饰系统及文化意涵
郑宇婷，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院清代先祖以骑射武功统御天下，
故军戎服饰于清代而言意义重大，
然因清代军戎服饰属于非

主流服饰品类，
故鲜有系统完整的学术成果出现。文章主要基于对清代军戎服饰的标本考据，
运用文
献研究法进行系统梳理，
从中发现清代军戎服饰主要分为甲胄与行服两大体系，又通过对其形制、材
也融合了
质、功能性与历史演变等方面的分析，
发现清代军戎服饰在根植于满族骑射传统的基础上，
汉文化的思想与汉族服饰传统。它不仅是满族尚武精神的物质表达载体，也是中华服饰文化多元一
和而不同的真实写照。同时，对清代军戎服饰系统的解读也有助于研究清代军事史、
服饰史，继承
体、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促进民族文化的历史认同。
关键词院清代军戎服饰；
甲胄；
行服；
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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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Uniform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ZHENG Yu-ting, LIU Rui-pu

(School of Clothing Art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ancestors of the Qing Dynasty conquered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ir martial arts, so the
military uniform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the military uniform of

the Qing Dynasty fell into the non-mainstream clothing category, there were few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military uniform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use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ort out the uniform system and found that the
military uniform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systems—the armor system and hunting

costumes’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rmor and hunting costumes’structure, their materials,

func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also found that the Qing Dynasty military uniform was rooted in the
Manchu riding tradition, and combined the Han culture and the Han costume tradition. It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Manchu military spirit, but also embodies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military uniform system is also helpful for

us to study the military history and costum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an promote our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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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无
清朝以骑射开国，于马背上得天下，

展的物证史料。

论是精明之主还是愚庸之君都十分重视军戎

1 清代甲胄系统

服饰的制造与配给。清代军戎服饰主要分为实

1.1 清代甲胄品类与形制

战与仪典用的甲胄与围猎骑射时所穿着的行

在清代甲胄系统中，数量最多，形制最为

服两大类。甲有棉甲、明甲、
暗甲、
藤甲、
锁子甲

典型的当属棉甲。皇帝大阅甲及八旗兵丁大阅

之分；盔（胄）有皮盔、
铁盔之别。依使用者的身

分甲衣与甲
甲均为棉甲。棉甲为上衣下裳制，

份地位，将甲胄分为皇帝、亲王、贝勒、文武官

裳，甲衣肩上装有左右护肩，肩的下部装有护

员、将军、侍卫及兵丁甲胄等，区别繁琐且等级

腋，
前中有一块梯形护腹称为前挡，
左有左挡，

行袍、
行裳、
行带五
严密。行服则由行冠、行褂、

右侧有箭囊遮挡故无此装置，除兵丁棉甲外，

部分共同组成，依皇帝、亲王、都统、侍卫、兵丁

其余高等级棉甲均配有甲袖；甲裳则分为左右

而规制有别。但清代军戎服饰因介于服饰体系

两幅，穿时用布带系于腰间。棉甲配套的盔帽

与武备体系之间，历来被服装史界、文博界所

于盔前后中处各有一梁，
额前正中有一尖突形

忽视，而鲜有系统完整的学术成果出现。在目

铁质遮眉，盔上有午擎及覆碗，碗上有一形似

前已产生的学术成果中，通常将行服单纯视作

酒盅的盔盘[1]，
其中部竖一根管用以承接缨枪，

骑射时穿着的便服，而未将其与甲胄结合，视

盔帽后垂护项、左右垂护耳，颌下有护颈。明

为武备服饰体系的一支，也不乏有对个别甲胄

甲、暗甲的形制均与棉甲相似，铁叶镶缀于其

品类进行形制介绍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均未对

上即为明甲，
缀于其里则为暗甲（表 1）。

清代军戎服饰体系进行全面完整的系统梳理

锁子甲又称锁铠，
一副上好的锁子甲需 20

与服饰文化的进一步解读，故本文的研究可填

万枚小圆环，
防护效果绝佳。相传努尔哈赤在

补对清代军戎服饰体系建构与文化意涵研究

攻打一座城池时，曾两次中箭，但因锁子甲和

的空白。通过研究发现两大军戎服饰系统共融

头盔的保护，
没有形成致命伤，得以保全性命。

共生，除却使用价值外，还赋予了很高的审美

“锁子甲，谨按乾隆二
据《皇朝礼器图式》记载：

价值与特殊的民族文化意涵，是清代尚武精神

上命皆藏紫光
十四年平定西域俘获军器无算，

的物化表达载体，也是满汉文化大融合、大发

阁，
以纪武成。锁子甲炼铁为之，
上衫下袴皆为

Tab.1
品类

表1

清代甲胄品类归纳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s Armor
图像资料

图版说明

棉甲

图为镶白旗兵丁大阅棉甲正反平面展开图
及镶黄旗盔帽三视图，是在乾隆朝由杭州
织造局所制，依八旗编制共有八种颜色搭
配。标本来源于八一电影制片厂

明甲

图为乾隆皇帝依据先祖遗物所复制的努尔
哈赤（左）、皇太极（右）铠甲 [2]，皇太极甲胄
的甲袖、甲裙表面缀有铁叶，为明甲。努尔
哈赤甲胄面里均缀有铁叶，属于明甲、暗甲
的综合体，上下连体延续明代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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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暗甲

图为清早期职官甲的正反平面展开图。在
甲衣、甲裳的内侧均缀有等距铁叶，具有实
战功能，属于暗甲。标本来源于收藏家李雨
来先生藏品

锁铠

图为铁锁子甲实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锁子甲上衫下裤，皆为铁连环相属，衫
不开襟，黑皮领。此套锁子甲为乾隆二十四
年（1759 年）平定西域所获[3]

虎衣藤牌兵

图为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中国
虎兵 [4]，图中人物身着虎衣，手拿藤盾与弯
刀，造型奇异

铁链环相属。衫不开襟，白布缘领，贯首被之。

藤牌兵亦被之”
，而藤牌兵虎帽则有“制革为

殊方共制，
克
西师深入，
屡得兹甲，
即被以击贼，

之，形如虎头，后垂护项下为护耳，皆黄布为

以附甲胄之末。” 乾隆皇帝
底肤功，
敬登于册，

[5]49-50
之，
通绘斑文。”
藤牌兵服造型性极强，相

曾在平定西域战争中缴获一件锁子甲作为战利

较于其他甲胄虽便捷性提高，但防护功能减

或许是想提醒自己
品，
他命人陈列在紫光阁内，

弱，
实战价值大大下降。

勿忘满族先辈浴血奋战的艰难。

1.2 清代甲胄系统的文化意涵

[5]

藤甲虽历史悠久，但发展至清代则演化为

清代甲胄是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的最后

汉军虎衣藤牌兵手中的藤牌护盾。藤牌兵这一

一个高峰，它在融入了满族的游猎习惯与尚武

兵种兴起于明代中期的抗倭战争，此后一直为

文化的基础上，
也承袭了来自汉文化的影响。

清军特种部队。藤牌为清军的常用之盾，
大都

首先，从形制上来看，清代甲胄均采用上

圆形，牌用坚藤制，外加油漆，体向外突出，正

衣下裳分体制，此种形制十分利于马上骑射。

中尤突，略如突蛤或反荷叶形，中心有一小孔，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使军队强大，效仿北方游

牌之内面有索，以便着手把握，
或以套腕。藤质

牧民族着上下分体式窄袖短衣骑射征战，使赵

坚牢又有伸缩性，体轻易举，价廉易制，圆滑且

国很快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可见这种上下分

不易砍射破入，故用来抵御刀剑枪斧及矢镞弹

体式的作战服装有着极高的实战便利性与浓

丸，美中不足的是藤盾不能经久耐腐，且畏火

郁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故清代统治者十分注

攻[6]。除手中的藤盾外，藤牌兵头戴虎帽，
后垂

重对这种衣冠传统的保护。皇太极曾向臣下做

护领，穿黄布虎纹衣。关于虎纹衣，据《皇朝礼

过明确表示，他说：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

器图式》 记载：
“谨按本朝定制藤牌营兵虎衣，

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

黄布为之，其长半身，下袴如其色，通绘斑纹，

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
如我等

袖端白布，
以象虎掌，靴亦以黄布绘斑文，
绿营

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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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

为这种思想是满族统治者入关后为强调其政

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

权的正统性而强加附会的，但这种将八旗之色

左手之人何异耶……”[7]可见，皇太极之所以保

的由来根植于汉文化思想的做法，也证明了中

留满族服饰传统，是因为它与骑射密不可分，

原传统文化对于清代霸权文化的深远影响，间

骑射退化，军队弛钝，
则国之将亡矣。

接使清代八旗甲胄具有集满汉文化于一体的

其次，从材质上看，清代甲胄不似唐代明

特殊象征意义。

光铠与元代“铁浮屠”采用大面积重装铁叶而

2 清代行服系统

制，却多用丝绸、丝绵、金线等柔性材料制造。

2.1 清代行服品类与规制

这是由于清代火器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使作战

对于行服系统而言，
除作为围猎骑射时的

方式逐渐由冷兵器时期的近身肉搏转换为使

戎装外，也是满族男子的日常着装，故常被划

用火器远距离投射。作战方式的改变，
使清代

入便服一类。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编撰

甲胄上的铁叶逐渐失去实用性，直至乾隆二十

完成的《皇朝礼器图式》中，将行服组配列入武

一年（1756 年）将三分之一的八旗兵丁大阅甲

备卷之中。此套《皇朝礼器图式》被很多学者视

中的铁叶拆除 ，
改造为棉甲，
并命江南三织造

为清代服饰制度成熟和稳固的分割点[10]，
故可

局按照最新规范的八旗兵丁甲胄规制新生产

说明在清代服饰制度完备之时，
行服被官方视

一批棉甲。改造后的棉甲选用上好的丝绸与丝

为武备服饰的一支。在穿着时，
头戴行冠，
内穿

绵制作，
威武美观，礼仪性高于功能性。除八旗

行袍，腰系行带，行褂罩于行袍之外，下系行

兵丁棉甲外，乾隆皇帝的大阅棉甲两袖及甲裳

裳，
此为标准的行服组配穿着方式。

[8]

处也不再采用金属甲片缝缀，而是以金丝线编

其形制
行袍在行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织成条，即可减轻重量也可模拟出镀金铁叶的

右衣
为立领、
马蹄袖、
上下连体式的右衽袍服，

效果。

裾下短一尺，
以便乘骑之需，又称“缺襟袍”
，在

最后，从颜色上看，清代甲胄除锁子甲与

不乘骑的时候即把这短一尺的一幅用纽扣拴

装饰华美的皇帝大阅甲外，数量最多的八旗兵

住，
同普通袍服一样[11]。除搭配行褂穿着外，行

丁甲胄颜色各随旗色。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袍还可在穿着甲胄时，
衬于其内。

于 1615 年创立，分为正红、正黄、正蓝、正白和

行褂分有袖与无袖两种形制，因品级不同

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八种旗色编制，是兼具

式同马褂，
无袖
而制式有别。有袖者袖长及肘，

军事、
政治与生产功能的社会制度。在《八旗通

者式同坎肩，
两式均为对襟短褂，
衣长与坐齐，

志》的兵制卷中将满洲八旗之制与汉文化中的

胸前以纽扣或带子系结，有明黄、金黄、石青、

乾坤八卦思想相结合，说明八旗之色与驻兵方

白、红、蓝等色，或以别色镶缘，以别等级与部

位及五行五色说有着深刻的渊源。具体解释为

属。

“自昔帝王之兴，五德递运，或取相生，或取相

行裳左右各一片，前直、后上敛，中丰，下

胜……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

削，
上用一横幅相联，
两端剃削为带，
用以系扎

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

腰间，
夹、
毡适时更换，
冬以裘为表，贵者鹿皮、

而旗以指麾六
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

臣工随从，
下至
黑狐皮为质[12]。上到皇帝亲王、

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五行虚

行围人员、下级庶官皆穿行裳，是具有鲜明满

木，盖国家创业东方，木德先旺。比统一四海，

族游猎文化色彩的男子服装。清晚期由于政治

满汉一家，乃令汉兵全用绿旗，以备木色。于是

上逐渐背离“肄武绥藩”
的国策，使八旗子弟的

五德兼全，五行并用。”[9]在清史学界中，
多半认

骑射技艺逐渐荒废，
行裳便从历史淡出。

服饰与文化：
文化内涵

行冠分冬、夏两式，冬冠以狐、羊皮、青绒、

05

2.2 清代行服系统的文化意涵

毡为质，周檐卷起，上缀朱纬，冠顶饰有各类珠

清代行服系统在保留满族传统骑射习惯

宝或孔雀翎，
以辨爵秩。夏冠织玉草或藤、
竹丝

的基础上也结合了汉族的服饰元素。由于满族

为之，
檐敞，
上缀朱牦，
顶饰如冬冠。

先祖是生活在东北山林一带的女真人，为适应

行带宗室用黄，觉罗用红，余者石青或蓝

寒冷的气候，迫使他们的服装要既能御寒便

色。带上左右各有一环，佩系帉、
荷包、
刀、
削等

行，又要易于清洗，故在服装上衍生出诸多适

类。佩帉微阔而短，
绦皆圆结[12]637，多在骑射等

应于生产劳作的元素。

军事活动中佩戴（表 2）。

首先，从行袍的形制来看，其衣领有立领
表2
Tab.1

名称

清代行服组配集合

The Hunting costumes of the Qing Dynasty
图像资料

图版说明

行袍

左图为乾隆年制灰色江绸两则团龙夹行袍[13]；
右图为康熙年制香色夔龙凤暗花绸皮行服
袍，身长 126cm，两袖通长 180cm，现藏于北
京故宫博物院

行褂

左图为清康熙帝石青缎银鼠皮行服褂，身
长 76cm，两袖通长 104cm，为康熙御用之
物；右图为清嘉庆帝明黄色暗葫芦花春绸
草上霜皮行褂，
可两面穿用

行裳

图为雍正时期梅花鹿皮行裳正背面，穿着
时系于腰间，用里侧的带子分别系于两腿
固定，有利于活动及保暖

行冠

左图为清初期皇帝行服冠，玉草编成，顶缀
朱纬，为皇帝春秋出行所带行冠；右图为乾
隆时期皇帝夏行冠，现均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

行带

图 为 清 康 熙 帝 行 带 ， 带 长 224cm， 帉 长
65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注：
表中信息来源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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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圆领两种形式，
其中立领为可拆卸式。冬季服

续，在穿着行服时腰系行带，行带上缀着的荷

饰厚重，
不易清洗，
可拆卸的衣领不但便于清洗

包虽早已不具贮备干粮的功能性，但却示意要

而且也可大大减少洗涤次数，
延长衣袍寿命，
天

居安思危，
不要忘其根本。

气寒冷时加入立领还可防寒保暖。这种设计充

3 结语

分体现出满族先民
“敬物尚俭”的优良传统[15]，

清代军戎服饰是满汉民族文化融合与历

暗含满族统治者勤俭治国的安邦理想。除此之

史变迁的产物，是王朝更替与社会进步的产

外，马蹄袖乃满族服饰独有的一大特色。最初

物，
也是实用需求与统治需求的产物。甲胄与

在满族男子所着袍、褂的袖口上，多半带有这

行服两大分支和谐共存，在摸索中演变发展，

种袖，就是在狭窄的袖口边，再接出一个半圆

共同组成清代军戎服饰系统，
充分体现了中华

形的“袖头”
，一般最长径为半尺，因形似马蹄

民族服饰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特色，凝

故称作“马蹄袖”
。这一袖形是在长期的狩猎生

聚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民族记忆。

活中形成的，尤其在冬日里骑射，将它覆盖在
手背上，无论是挽缰驰骋，还是盘弓搭箭，都可
保护手背不致冻坏，是北方民族抗拒严寒的一
种创造[16]。满族入关后将其作为骑射征战的象
征保留下来，用以传达英勇善战，崇尚武功的
民族精神。
其次，满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关于行褂
的形制，据学者考证，最早来自于汉魏时期的
“半袖”
，即“半臂”，近则很有可能是效仿明代
的对襟衣[17]。行褂虽来自汉族服饰，但却在清
代备受尊崇，
这说明满族虽具有游猎民族的特
性，但他的发展并未脱离中华大家庭，与汉族
服饰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断绝。满族先祖发现
汉族的这种对襟衣十分便于骑射，即可避免偏
襟结构在运动时造成的衣襟牵拉不均，半袖的
设计又可在运动时排除衣袖的干扰，便于控驭
马匹，拉弓射箭，故在自己本民族的服饰基础
上加以调整并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在腰间系扎行带也可避免寒风
灌入身体，行带上的佩挂也来自于满族的传统
文化。在满族的习俗里很讲究佩饰，最常见的
为荷包和香囊。相传当初女真族还野处山林
时，骑马寻猎经常朝不保夕，故腰间要常挂一
个皮质的“囊”用来装食物充饥，再用皮条子抽
紧，此即为“荷包”最早的样式。后来逐渐演变
为用丝绸，锦缎加以刺绣技法精心缝制而成的
腰间佩饰。直至入关后挂荷包的传统依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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