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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表演静态造型研究
郭海燕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随着商业经济与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繁荣与读图时代的到来，随之服装表演静态展示得到了
快速发展，服装及平面广告对于参与摄影的模特也有着更高的要求，服装表演静态展示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服装及产品
所要表达的语言，模特的姿态造型是表达作品主题思想，丰富画面构图，提升摄影作品质量的重要保证，模特的表现力
影响拍摄效果，而作品的质量直接影响其广告的传播。[研究内容]文章通过对平面模特姿态造型为研究对象，分析平面
模特核心技能，探究模特整体造型、各部位造型及站姿、坐姿等造型的规律，总结了平面模特的拍摄技巧及审美规律，有
助于服装表演教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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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atic Modeling of Costume Performance
GUO Haiyan
(School of Fas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economy and the photography technology and with the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prosperity and internet picture reading, static display of fashion show has developed speedily, the clothing and print
advertising model has a higher request to participate in photography, static display of fashion show that fully reflects the clothing
and products to express language, modelling of models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theme, enriches picture composition and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hotograph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spread of its
advertising. By taking the pose modeling of plane mode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skills of plane
models, explores the rules of models' overall modeling, modeling of various parts and modeling of standing and sitting posture,
and summarizes the shooting skills and aesthetic rules of plane model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depth and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performance teaching research.
Key words: costume performance；model；static；modelling

1 引言
关于服装表演静态造型研究，国外资料较少，

进行了大致分类；袁英杰出版的《服装模特表演艺
术》中阐述了模特通过身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协

国内主要集中在服装表演的各种教材中，但均为大

调，取得良好的角度形象，进而获得最佳的造型效

致分类，没有进行详细的造型设计与研究，例如包

果；李俞靠、杨永庆合著的《服装表演与策划》中提

铭新 2005 年出版的《时装表演艺术》中提及服装模

及了模特如何进行局部姿态展示等；学术论文中研

具体的表现；尹敏 2008 年出版的《服装表演艺术》

态造型在服装展示中的应用研究”中对模特姿态造

特造型是通过模特的姿态表现，使得广告意图得以

中第三章的训练环节对站姿、坐姿造型以及表情等

究模特静态造型的有 2012 年沈晶在学位论文“姿
型进行了分类与分析；2016 年芮斐在学位论文“服

饰平面广告中模特姿态表现的研究”中较全面的分
析了平面广告中的造型以及案例。
收稿日期：20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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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平面广告从最开始仅在
报刊、杂志封面或广告页面出现到电视广告、商品
海报、挂历、户外灯箱再扩展到现代的网络购物、微
信推送以及各种 APP 媒介。静态广告表演成为服

装表演静态展示的一个种类，成功的平面广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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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并且引导消费达到宣传促销的
目的。正因为如此，本文选题服装表演静态展示研

停顿的节拍，比如用 4 拍静止造型拍摄，然后用 4 拍

的流动换下一个造型，如果两个造型变化幅度较
大，可用 8 拍的流动更换下一个造型，在保持 4 拍静

究具有实用性的价值和时代性的意义。

2 造型的原则要求

止，依次反复或微调，这样的节奏的变化就形成了

服装表演静态展示又叫做摆拍，是一种流动变
化的静态造型，英文称之为“pose”，是来源于生活

韵律，
从而创造出有规律变化的姿态造型。

3 整体造型设计

并加以艺术美化而成的姿势造型，完美协调的造型

模特在静态造型摆拍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

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时装摄影作品的重要

如何设计摆出好看又多变的造型，尤其是经验欠缺

组成部分。一部优秀的时装摄影作品的关键是模

的模特，此种情况下只能寄托于大量记忆图片并模

特的造型和感觉要具有感染力，而不仅仅是摄影技

仿的方式，这种方法优点是见效快，但是缺点也显

术上的完美，而是两者相辅相成。模特的姿态要根

而易见，首先就是记忆力不够、效率低、动作与动作

据主题来呈现，动作要协调自然，符合大众审美并

之间不连贯等造成模特很难进入状态，使成片效果

形神兼备。

不理想。

2.1 造型对称与均衡的原则

3.1 线条形状

重心平衡是指人体重量的均衡分配，左右对称

由于服装表演中模特对服装的表达是以人体

是最平衡的造型，对称使人有庄重严肃、安稳平静
的感觉，符合形式美法则，但一组动作不可能全部
遵循对称原则，那么就要遵循平衡的原则，在重心
稳定平衡基础上来活动变化头、颈、臂及自由腿的
位置与方向，
均衡富有变化，
生动活泼，
相互呼应。

线条为依据，因而可根据身体角度或形体线条的变

2.2 造型对比与协调的原则

的姿态，多以重心在一侧的前躬、后仰和侧倒姿态

造型美是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美是多样性的统
一。在姿态造型中，利用模特姿态与环境产生对比
与协调的关系，在复杂的场景中要表现其单纯、协
调；在简单的场景中要表现姿态的丰富多变化。对
比形成差异，突出重点，形成繁中有简，动中有静，
虚中有实，以及密疏、大小、浓淡等相互关系，使作
品更富有创意。

化分为五大类，用英文字母象形的代表为 A、I、C、
S、Z 型。A 型站立时上身直立对称，双腿打开，重心

在两腿中间（图 1，A 造型）；I 型是长线形，多以站立

舒展的姿态为主（图 2，I 造型）；C 型是有弧度弯曲
为主（图 3，C 造型）；S 型为波浪线造型，女模特运用

最多（图 4，S 造型）；Z 型是身体有明显折线的姿态，
或者蹲姿和坐姿造型（图 5，Z 造型）。不同的姿态
造型可以在不同的拍摄角度下完成，可以塑造出千
变万化的姿态。

3.2“两静一动”
与“两动一静”
规律
人体三大部分包括手臂、躯干、腿，通过三大部

2.3 造型节奏与韵律的原则

分动作的排列组合设计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变化的

节奏与韵律是服装动态表演必须的原则，没有
节奏韵律的表演就失去了服装表演的灵魂，在静态
造型中同样要遵循节奏与韵律，在每一个更换动作

方法是模特选定某一部分不变，其他两个部分或一

的时候，要注重肢体的节奏感和动作的连惯性以及

作品的整体质量。比如上肢和躯干造型不变，变化

图 1 A 造型

Fig.1

A modelling

图2

I 造型

Fig.2 I modelling

图3

个部分变化就能组合出连续变化不同的姿态造型，
这样不仅提高效率，
模特也能更快的进入状态，
提高

C 造型

Fig.3 C modelling

图 4 S 造型

Fig.4 S modelling

图 5 Z 造型

Fig.5

Z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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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前 脚 尖 内 侧 点
地，膝盖向内微弯，
顶 右 髋 ，重 心 放 在
后支撑腿的脚掌，
脚 尖 指 向 钟表盘 2

点，身体舒展，将身
体 曲 线 摆 出（图 7，
12 点 位 造 型）。 两

手臂不要夹住身体，
自然的保持一点空
图6
Fig.6

隙，头和肩要放正，

腿部及躯干造型不变，
变化上肢造型

Modelling by changing the upper limbs with the shape of legs and trunk unchanged

腿部造型，
或腿部及躯干造型不变，
变化上肢造型等
（图 6 腿部及躯干造型不变，
变化上肢造型）。

右跨的位置可以是

在 3 点位置，
这样的人是正平面，
还可以右跨向右侧
稍微转动到 4 点位，呈现小侧面状态。12 点位的自

4 局部造型设计
4.1 站姿腿部造型设计

由腿膝盖可根据不同的服装弯曲或伸直，靠步是自
由退与重心腿基本靠在一起，
自由腿膝盖弯曲略抬，

站姿是人体基本的姿势，是人们所采用的一种
静态的身体造型，同时又是其它动态身体造型的基
础和起点。站姿是服装表演的基础，支撑着动态展
示与静态展示过程。在腿部的基本造型中，把两腿
分成重心腿和自由腿，重心腿主要承担身体的重
量，自由腿起装饰、平衡、塑造线条的作用。自由腿

脚尖踮起，靠步给人优雅、舒展流畅之美，幅度和难
度较小（图 8，
靠步造型）。

在 12 点位基础上，重心脚不变，自由脚移动到

9 点方位，前脚掌内测点地，膝盖伸直为 9 点位造型

（图 9，9 点位造型），男模特 9 点位造型时两腿打开

重心在两腿之间，女模特在展示中性或休闲运动服

可灵活变化丰富设计，当重心腿固定好之后利用自

装时，也可以和男模特一样两腿承重。两腿平均承

由腿位置变化而形成不同的腿部线条和造型的步

重造型的 9 点位给人以开朗、自信、稳健、之美。在

法叫钟表盘造型（以右腿作为支撑腿，左腿作为自
由腿为例）重心腿和自由腿也可交替改变。

外八字造型，自由脚前脚掌内测着地，也可变化为

12 点位是模特最基本的造型方式。在丁字步

的基础上，右脚 向后一步，左脚的脚尖指向前方 12

图7
Fig.7

12 点位造型

Twelve o'clock modelling

右腿为重心腿时的 9 点位造型本身两腿呈现的是

图8

脚尖朝外或两脚脚尖朝内的内八字造型等。这种
站姿显得动感或俏皮可爱。

图9

靠步造型

Fig.8 By step modelling

Fig.9

9 点位造型

Nine o'clock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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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钟表盘的变化规律，能够设计出模特腿部
的姿态，原则上是一侧重心腿能变化 12 种造型，但

4.2.3 手放在腰腹部周围造型

手放在腹部动作幅度也较小，比较适合礼仪

是有些相似的造型可选择其一，比如 1 点位与 2 点

接待、小商品广高拍摄中使用。手在腰跨部动作

位造型、11 点位与 10 点位造型、7 点位与 8 点位造

较多，比较常见，比如叉腰的不同方式，扶跨的高

型等，可变化的是在每一个点位上还可以改变脚尖

低，单手叉腰时另一只手可离开身体或与其他部

脚跟的方位方向，膝盖可伸直弯曲或微蹲造型，这

位触碰形成新造型，手在腰线上位置高低会导致

样又形成了不同的造型画面，在身体大致方位朝向
上也要有规律的变化和调整为正面、两侧 45°、两侧
90°、侧后方、正后方。在摆拍流程设计中尽量将便
于转换的步法放在一起使用达到动作连贯，提高效
率的目的。

手臂的夹角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手

4.2 手臂造型设计

浅插兜，不要让衣兜变形（图 12，手放在腰腹部周

手臂在造型时可以是在站姿状态，也可以是坐
姿状态，手臂所形成的线条、夹角、形状主要是由
手，触碰身体的部位所决定的，手触碰身体的位置
大概有以下几种。
4.2.1 手放在头
手放在头、
、
面部周围造型
手放在头部周围，也就是人体最上部分，动作

抱怀动作分为双手抱怀、单手抱怀。单手抱怀时
另一只手大多在头部、脸颊部、锁骨部、腿部；手还
可以放在口袋位置，运用服装的衣兜造型，可以插
入四指露拇指和或插入拇指露四指，还可以五指
围造型）。

可以单手内侧触头、双手内侧触头、单手外侧触头、
双手外侧触头；手在脸和下巴的动作幅度比较小，
是在拍摄的一开始最常使用的动作，可单手或者双
手内外侧（图 10 手放在头、
面部周围造型）。

图 12

手放在腰腹部周围造型

Fig.12 Postures with hands around waists and abdomens

4.2.4 手放在腿部上下造型

手放在腿和膝盖部位就是放在人体中下的位

置，分为单手触碰和双手触碰，单手时另一只手多
与腰胯部和锁骨位置配合形成新造型（图 13，手放
在腿部造型）。
图 10
Fig.10

手放在头、
面部周围造型

Postures with hands around heads and faces

4.2.2 手放在胸
手放在胸、
、
肩部造型

手放在肩部、锁骨、胸部的高度位置也分为双

手和单手，大多为手内侧触碰，一只手在肩部、锁
骨、胸部时，另一只手也可以出现在头部脸颊位置、
腰跨部（图 11，
手放在胸、
肩部造型）。
图 13
Fig.13

手放在腿部造型

Postures with hands on legs

4.2.5 手离开身体造型

手离开身体的造型适合于前卫创意装的展示，

手离开身体造型能较好的展示服装的外轮廓，手臂
动作幅度可大可小，但是占比的画面要比放在身体
部位要大，一般配合腿部动态造型使用。另外还有
图 11

手放在胸、
肩部造型

Fig.11 Postures with hands around chests and shoulders

跳跃动作等瞬间抓拍动作造型（图 14，手离开身体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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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综合型，可以使腿部的线条产生不同的曲线与
直线的对比组合，
以表达不同的主题。
直角坐姿指躯干与臀、膝盖连线大致呈 90°角

时的坐姿。在社交礼仪中的坐姿基本都是 90°直角

坐姿。钝角坐姿指躯干与臀、膝盖连线所成角大于
90°，身体较为舒展。锐角坐姿指躯干与臀、膝盖连

线所成角小于 90°，注意身体腰腹部的褶皱以及上
图 14

手离开身体造型

Fig.14 Postures with hands away from bodies

这些手臂造型的变化是常见规律，因为手臂造
型变化多，同样的造型配合不同的表情和体态会有
完全不同的感受，在熟记人体各部位的基本造型

身的姿态（图 15，不同角度坐姿造型）。除了单纯的
角度还有一些造型时两种角度组合而成，即每条腿

与身体躯干呈现不同的角度（图 16，组合角度坐姿

造型），比如锐角与钝角组合、锐角与直角组合等，
这种情况比单一的角度视觉变化更丰富。

后，在人体三大部分基本造型不变的情况下仍然可
以进行造型的变化，比如让肩部发生高低变化，同
等高度旋转肩部，旋转胯部，通过胯部的摆动改变
重心等。利用这些基本规律，模特结合不同的面部
表情表达需要的意境，摆拍出有个性、有特色的造
型。在造型、神态、思想、灵魂和环境的完美结合形
神兼备，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4.3 头部的姿态造型
模特在造型中出现的头部不同姿态，可以能向

a.直角坐姿

b.锐角坐姿
图 15

Fig.15

观众传达不同的情绪信息，如朝上的脸表示希望和

c.钝角坐姿

不同角度坐姿造型

Sitting postures with different angles

自信，朝下的脸表示忧伤和悲痛，倾斜的脸表示思
考等。脸部的角度大体可分为正面脸、侧面脸和四
分之三侧脸。正面脸即头部的正面方向，也称之为
正面角度；侧面脸是指脸的正侧方，也叫做正侧转；
四分之三侧脸是指正面脸和侧面脸中间的姿态，也
称之为 45°侧脸。不同角度的脸部可以呈现不同的
身体姿态和情绪，角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会考虑模
特的面部五官和轮廓。配合颈部的灵活运用，头部
的基本动作可分为 3 种：水平旋转、垂直上下、斜线

倾斜。水平旋转是头部能够从一侧肩部转向另一
侧肩部，并可以停留在任意角度从而展示不同的姿
态；垂直上下是指头部以鼻尖为中心垂直最大角度
的向上或向下移动，同样根据姿态需要可以停留在
任意角度；斜线倾斜是将头部倾斜，头顶带动整个
头部向任意一个角度倾斜。这几头部动作可以同
时做，任意组合都可以，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不同角
度表现出的画面感和性格特征。

5 坐姿造型设计
5.1 躯干与腿的角度变化
两条腿之间的角度变化可以产生不同角度的
线条组合，总体来说可以概括为直角，钝角，锐角等
几种形式。还有时候是两腿和身体呈现不同的角

图 16

组合角度坐姿造型

Fig.16 Sitting posture with multiple angles

5.2 身体各部位的方向、
位置变化

坐姿造型时，大腿与小腿之间的夹角也分为锐
角、钝角和直角。钝角和直角比锐角有拉长腿部线
条的视觉感受，但两腿完全对称会显得呆板，因此，
坐姿时至少有一条腿的大腿与小腿夹角为直角以
上或接近伸直状态，另一条腿可以更换角度或交替
进行变化。腿的变化可以使两条腿的线条交错，产
生折线与直线的对比变化，对表达腿部的长度线条
最为关键。
同样的动作，不同的朝向，也会产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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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效果，腿的方位决定着腿部线条的透视，在
镜头前不同方向的变化会使坐姿时的肢体产生延
长或缩短的效果，侧面坐姿比正面有腿部的拉长
感，在方位朝向上，以镜头为目标，左右两边在 30°
到 120°之间较合适。

坐姿时除了展示在腿部之外，其他部分也是重

注意避免胳膊肘，膝盖正对着镜头。尽量保持脊柱
挺直状态，某些特殊要求可以除外。大多数坐姿容
易使腹部敖肉暴露，注意遮挡或者保持收腹；在静
态设计时还可以利用道具来配合表现，更加灵活多
变。

5.4 其他低姿创意造型

要的构成元素，如头部，胸部，背部、手臂等。这些

在平面广告中能够运用的造型还有半蹲、深

部分完整协调地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协调的坐姿

蹲、躺、趴等创意动作。躺时胳膊可以单肘支撑、双

造型。头部要配合其他部位，大多是左右转动的情

肘支撑、不支撑或支撑头部，躺的姿态重点是腿的

况，也可以有上下抬高降低来调节整个重心平衡；

摆放位置与姿势；趴的姿态有平趴、侧趴，角度比较

坐姿的胸肩部变化较小，一般是身体左右转动产生

少，体现一定的表现力，还常表现得轻松、随意。

不同方向和角度的变化而带动胸肩部变化，或手臂

6 舞姿造型运用

的造型带动肩部的高低；手臂造型可以丰富坐姿的

服装表演不像舞蹈那样着重表现人物的情感

变化，
同时也会起到整体坐姿的支撑平衡作用。

过程，一般不具有情节的变化，但都是通过肢体语

5.3 坐姿高低变化

言来传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寓意。服装表演的姿

一般而言，有高度的坐姿是普通常用坐姿，就
是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其他有高度的物体上的姿
态，一般臀坐与脚底之间高度在 20～60cm，常见高
度为 40～50cm；另外还有一些坐姿造型是席地而
坐或坐楼梯上，臀坐与脚底之间高度在 20cm 以下
或 0 高度，这种坐姿叫做无高度坐姿即席地而坐
（图 17，席地而坐），表现为休闲，放松状态下的姿
势，具有随意性，但要注意腿的角度与方向，双腿与
膝盖的朝向等画面效果。

态造型来源于生活，舞蹈造型是经过提炼、组织、美
化了的人体动作，表现情感与思想，反映社会生活
的一种艺术。服装模特以及平面模特大都有舞蹈
及形体的基础训练，但在协调性及柔韧性方面具有
较大的悬殊，尽量选用有舞蹈基础的模特发挥所
长，可以择优选择具有标志性特点的舞姿动作定格
进行展示。在运用舞姿造型时可以纯舞蹈造型，也
可以局部舞蹈动作造型，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将舞蹈
美感运用在服装静态展示中，可表现出模特多方面
的风格，比如用芭蕾的手位、脚位动作来展示优雅，
用民族舞的手位动作展示婉约或刚毅等不同的异
域风情，用现代舞的动作造型来展示时尚个性。通
过通过肢体语言和舞姿中的神韵表情，柔韧及力度
等夸张线条可提高静态展示的技巧，增强艺术表现
力，把静态展示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7 选择模特并与摄影师配合
一个成功的服装静态展示或时装摄影、时装广
告，需要摄影师与模特的相互配合，摄影师提供创
席地而坐

意或者是起主导作用，而模特需要在摄影师的构思

Sitting on the floor

框架下进行二次创作赋予服装静态展示新的生

图 17
Fig.17

整体而言，坐姿造型要从镜头中寻找最恰当的
身体比例，线条的流畅完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坐
姿适合表现上身躯体的造型优势，加上四肢的协调

命。在选择模特时一般采用有经验的的平面模特，

配合，形成完整流畅的身体曲线，在坐姿的表现中

部分品牌也会选择专业服装模特或演员等客串平

腿部的线条呈折线，较站姿而言，会容易造成视觉

面模特拍摄。平面模特在身高方面不需要达到 T

上的缩短，为了能将模特修长的双腿充分的在画面
中展示出来，建议双腿在摆放时要有一定的错落，
一般一条腿弯曲，另一条腿较之稍稍伸直，两腿形
成对比，脚尖尽量崩直，这样腿部线条一直延长到
脚尖，使得腿看上去更加的修长。坐姿造型时还要

因为平面模特除了形象与形体较好外，能流畅的变
化不同造型，能达到一个较好的拍摄效果，但有一

台模特指定高度，但更看重形象、皮肤、身材比例以
及表现力。一般情况下，T 台模特能够兼任平面模
特，而平面模特很少兼任 T 台模特，平面广告模特
需要具备在镜头前的表现力、感染力和亲和力。随

着关注度的提高，中国平面广告模特从业人员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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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对平面广告模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

随人物、环境、主题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掌握规

平面广告模特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与核心技能以

律，随机应变，融会贯通，灵活创造是模特姿态造型

及对时尚的敏感度，造型的设计也需要遵循审美原

设计的根本要求。

则和要求，平面广告模特的静态是静止与流动两种
状态的结合，是有节奏的流动造型与有节奏的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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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和摄影师的沟通与配合，是成功作品的基
础和前提。在拍摄之前模特需要了解所要展示的
产品功能、性能、特点、所要表现的主题，以及客户
的需求。模特应按约定的时间赶到指定地点，进行
拍摄前的化妆发型及服装试装，在拍摄中要能够准
确传达意图，尽量贴切自然的去表演，并充分发挥
自己的才艺特长，了解自身最佳的角度和姿势，从
而扬长避短，根据服装、化妆、环境、音乐，主动表
演，并能不断带给摄影师以新的灵感和启发，从而
配合摄影师进行共同创作。服装表演静态摆姿是
一种互动的过程，是摄影师和模特对画面艺术性的
共同营造。模特姿态造型设计没有固定的模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