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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时装画的起源与特征比较
杨秋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深圳 518055）
摘 要：[研究意义]对中西时装画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推进我国时装画在绘画风格、表现技法、传播媒介等方面获得突破
性、创新性的发展。[研究方法]文章以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相结合，探究了中西时装画发展的源流、特征、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中西方时装画的发展源流与历程由东、西方社会文化特征所决定，同时不同程度受到社会
变革与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时装画发展较晚，到 20 世纪初才真正形成；相异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也决定了中国
时装画早期的以模仿西方为主，而现代时装画则在表现内容、表现技法、时尚文化表达等方面突显了新一代设计师独特
个性魅力与鲜活艺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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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ashion Paintings
YANG Qiuhua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ShenZhen Polytechnic，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ashion painting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
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shion painting in painting styl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and media.This paper combines litera⁃
ture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ashion painting.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ashion painting is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changes and artis⁃
tic trends to varying degre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shion painting was relatively late, and it did not really take shape un⁃
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also decided that the early Chi⁃
nese fashion painting mainly imitated the West, while the modern fashion painting highlighted the unique personality and fresh
artistic creativ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esigners in the aspects of content, technique and fashion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fashion painting；origin；comparison

时装画一词，是由英文“Fashion Illustration”直

等融于一体，在绘画领域和服装设计领域都占据重

译而来，是一个涵盖范围较为宽泛的概念，其主要

要地位，同时也是研究社会文化发展史、服装史、插

表现的是人体着装后的整体效果、文化内涵以及时

画史的重要文献。在时装画研究领域，目前很多学

尚气息。时装与人体是时装画的两大主要表现要

者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其绘画技法、表现形式以及教

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艺术家的观念特征。时

学方法等方面的探讨，针对时装画发展源流、演变

装画自产生以来，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

以及中西服装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主要以

以及艺术思潮的影响，逐渐发展为艺术综合性与宽

中西时装画的起源与发展为切入点，对中西时装画

泛商业性为一体的一种传播服饰时尚的特殊载体，

的特征进行分析和阐述，通过对比和梳理为中国当

它将多种绘画表现、时尚文化、审美趣味、设计手段

代时装画的多元化创新、发展提供理念与方法的启
示。

1 中西方时装画的起源和发展
1.1 西方时装画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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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画最早起源于 16 世纪的欧洲，其雏形无

疑是时装版画。时装版画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称为时装样本(costume book)时期（16 世纪 30

年代至 17 世纪 10 年代），由于此时的时装画以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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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版画为了迎合上层社会的审
美趣味，主要以美化女性为主
要的艺术风向，画面色彩绮丽、
人物娇媚、服饰华贵。出生于
比利时的安东尼·华托(Antoine
Watteau，1684-1721 年)是此阶
段的主要代表画家，他的作品

中人物优雅曼妙、色彩艳丽华
贵，具有梦幻般的装饰风格。
图 1 夜礼服，
1795
Fig.1 Evening dress, 1795

图 2 舞会用女装，
1827
图 3 午后服，
1885
Fig.2 Prom Dress, 1827
Fig.3 Afternoon suit, 1885
图 1-3 18-19 世纪时装版画
Fig.1-3 18-19th century fashion painting

画表现为主，所以也称为“木版画时期”，此时的时
装木版画为成衣服装样式的再现。其后（17 世纪

20 年代至 18 世纪 60 年代）木版时装画被更为细腻
和艺术性更强的时装（铜）版画(fashion plate)所取

代，亦被称之为“铜版画时期”。最初的时装版画作
为杂志的插图或扉页出现，且以独幅为主，这些刻
画精美、印刷精致的时装版画，在其商业性之外，也
具有独特的艺术鉴赏价值，所以也常被作为装饰画
悬挂在时装沙龙、商店以及美容院等场所，这极大
地促进了时装版画的发展和普及。18 世纪由于欧
洲服装业的兴盛，以及 1759 年出版的英国先锋周
刊《女士杂志》和 18 世纪末法国发行的《流行时报》
等定期发行的时装杂志从多个领域推动了时装画
的普及和发展（图 1-图 3），使欧洲时装画进入发展
的第三阶段（18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
“狭义上
的时装版画（Fashion Plate）就指以时装杂志中的插
页为主的这个阶段。
”①
16-17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时装版画代表人物
有：温斯劳斯·荷勒(Wenceslaus Hollar)和理查德·盖
伊伍德(Richard Gaywood)。温斯劳斯·荷勒 创作过
两千多幅时装版画，被誉为最早的时装版画家。17
世纪，第一份专门报道服装信息的报纸在法国诞
生。
“1672 年，法国创刊了世界上第一本表现贵族生
活和服饰时尚的杂志《麦尔克尤拉·嘎朗》，并公开
向社会发行，
起到了引导潮流的作用”②。
18 世纪的欧洲迎来了以女装为中心的服装史
上的“洛可可（Rococo）”时期，同期，
《时尚画廊》
(Galeries des Modes)、
《 时 尚 衣 橱 》(Cabinet des
modes)、
《服饰纪念碑》(Monument du costome)、
《奢靡
与摩登》(Journal der luxus und der moden)等时装刊
物大量发行，报刊、杂志的推广使得时装资讯得以
快速传播，也推动了服装产业的蓬勃发展，此时表
现服装款式的时装画开始大量出现。此时期的时

同时，随着雕刻技艺和铜版画
创作水平的进步，时装画开始
由单一服装款式的再现，逐渐
变成系列服装推广，其表现形

式也越来精彩和多样，背景及服装细节的处理也有
了长足的进步，如奇特的发式，相关的帽、鞋元素以
及精美的室内陈设、流行建筑等都会出现在时装画
中。与此同时，时装界的平民风日渐兴盛，贵族风
逐渐消隐，时装画开始在平民阶层广泛流传。
18 世纪末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的政治

和经济都产生了极大地影响，1804 年拿破仑执政

后，在服装上追求奢华和装饰，新古典主义和浪漫
主义风潮兴起，受其影响此时期的时装画色彩典雅
唯美，充满浪漫主义的气息。其时装画以表现女性
交流的生活片段为主要内容，偶有儿童形象出现在
画面中，但几乎不会出现男性形象，且不强调背景
的刻画。19 世纪下半叶，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再次
兴起，也带动了服装业以及从事时装绘画的画家的
崛起，此时的代表者主要是科林（Colin）家族，其作
品将绘画艺术和时装绘画紧密结合，对时装绘画领
域影响深远。19 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
的版画表现形式开始显得陈旧和落后，此时出现的
水彩时装画以其独有新颖的表现手法而受到青睐，
时装画开始脱离某种单一的绘画艺术形式，摆脱了
作为绘画附庸的属性，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表
现形式的一种绘画形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众多艺术流派的兴起对

时装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艺术运

动”
（Art Nouveau，1890-1914 年）以极具节奏感的装

饰性曲线为主要特征，此时期的时装画深受其艺术
风格的影响，虽然仍以写实为主要表现手法，但线
条变化丰富，色彩绚丽多彩且整体造型通常采用优
美的 S 型造型表现。
“迪考艺术”
（Art Deco，1910-

1939 年）也称之为装饰艺术风格，是新古典主义到

现代主义的过渡，它将传统元素和时尚元素相结
合，主张简洁明快，线条夸张简练，强调现代感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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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的“年轻风暴”，使全世界

能化的美。对时装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注重人物
形象的变形和提炼，追求几何线条、对称性的装饰

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时尚新气象，时装业蓬勃发展，

风格。

玛丽·奎特(Marry Quant)和芭巴拉·荷兰尼克(Bar⁃

20 世纪初画家伊瑞布（Paul Iribe）将法国服装

设计师彼埃丽特（Pierrette）的女装设计，以手绘的

barr Hulanicki)在伦敦开创款式多变、流行迅速的平

民化女装新天地。此时，时装摄影也因快而准确的

方式绘制成册并出版发行，时装画艺术出现了突破

特点越来越受到时装期刊杂志的青睐，时装画陷入

性的发展，打破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单一的版画艺

有史以来的低谷时期，但时装画仍然以其独特的时

术表现形式，以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自

尚性和艺术感染力在时装界占有一席之地。
20 世纪 70-90 年代，时装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力

此独立时装画家应运而生。此时英国的现代艺术
画家威廉姆·莫里斯(WilliamMorris) 和亚寒·拉森

与其兼具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特性重新开始被

比·里伯斯(Arthur Iasenby Liberth)，倡导前拉斐尔派

大众所青睐，
《Lamadeen Pinture》和《Vanity》杂志大

格，对当时的时装画向象征主义转变起到了引领作

尔·让唐(Pierre Le Tan)、纳雅(Nadja)、埃莱娜·特朗

女士服饰装扮，这种具有强烈的东方风情的装饰风
用。此时期时装画代表人物主要有查尔斯·沃斯
(Charles Frederick Worth)、保罗·波列(PaulPoiret)、奥

量刊登时装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时装画家，如：皮
(Helene Tran)、威拉芒特(Viramantes)等。此外，
“二

战”后，时装设计师与插画家开始互相渗透。一方

博瑞·比亚兹莱 (Aubery Beardsley)和阿尔丰斯·穆

面，服装设计师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设计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不断涌现的艺术流派和众

展；另一方面，有设计才华的时装画家加入了设计

时期，受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

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范思哲(Gian Ver⁃

夏(Alphonse Mucha)等。

师以其娴熟的表现技巧，进一步推动时装画的发

多时装杂志的推动下，时装画进入前所未有的辉煌

师的行列，如伊夫·圣·罗朗(Yves Saint Laurent)、卡

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的影响，时装画开始摆脱
新艺术运动的影响，作品中充满强烈个性风格，画

sace)、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以及日本的高
田贤三和矢島功等。

进入的 21 世纪，虽然多数服装品牌不再注重

作整体气质鲜明、品味独特、风格迥异。由于此时
摄影技术还不发达，
《Vogue》
《La Gazette du Bon

时装画的广告效应，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牌开始

Ton》
《Pochoir》和《Harper’s Bazaar》等时装杂志主要

使用时装插画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兼具纯绘画

依赖时装画来推广当时的时尚服饰流行趋势，时装

艺术、时装设计、商业性于一体的时装插画艺术，借

画家成为当时的热门职业，一批优秀的时装画家应

助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时而生，代表人物有艾尔特 (Erte)、艾里克（Eric）、威

新世纪时装画的代表人物有：克里斯托弗·凯恩

内·布歇尔（Rene Bouche）等。

霍恩(Cathy Horyn)、
阿托路·伊利娜(Arturo Elena)等。

廉姆兹(Rene Bouet-Willaumez)、本尼通（Benito）、勒
20 世纪 30 年代末，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与普

(Christopher Kane)、
大卫·当顿(David Downton)、
凯西·

1.2

中国时装画的缘起与发展

及，服装产业的营销与宣传大多都依托服装广告摄

由《易·系辞》中记载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

影画面的视觉冲击与影响而展开，随后时装摄影迅

下治”可知，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历

速取代了时装画的显赫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使
整个欧洲陷入动荡，巴黎许多时装杂志停刊，此时

经 24 朝代更迭的古代服饰更是绚丽多彩，中国古

美国创刊发行英文版《VOGUE》，大多欧洲时装画

出土的帛画到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萱的

家们逃亡至纽约维持生计，欧洲的时装画发展受到

《捣练图》再到明代唐寅的《孟蜀官伎图》以及仇英

严峻的考验。1958 年和 1963 年，艾里克（Eric）和勒

内·布歇尔（Rene Bouche）相继离世，欧洲的时装画
界进入青黄不接的断层时期。与此同时，美国的时

装绘画开始崭露头角，受到前卫现代艺术的影响，

代描绘人物的绘画作品众多，从战国、西汉墓葬中

的《汉宫春晓图》，虽然这些绘画中人物形象和服饰
都描绘的惟妙惟肖，然而这些绘画作品却只能称之
为人物画，与现代意义的时装画有着本质的区别。
目前，学术界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时装画应

姿态来诠释时装画，代表人物有：史蒂文·史迪波尔

该始于 19 世纪末上海出现的以仕女为题材的月份

曼 (Steven Stipelman)、肯 尼 思·保 尔·布 洛 克 (Ken⁃

在“西风东渐”的民国时期，时装绘画主要有两种，

时装画家用鲜艳的色彩、线形的轮廓和优美的人体

neth Paul Block)、
本·莫里斯(Ben Morris)等。

牌广告画之中，20 世纪 20-3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
一为“月份牌时装画”，二为“杂志时装插图”。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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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月份牌主要是以临摹既有服装款式为主，却
也极大推动了当时的时装流行趋势，为此有学者

2 中西方早期时装画之比较
2.1 起源、背景之比较
西方早期的时装画是起源于 16 世纪的时装版

称，从月份牌中可以读出半部民国“更衣记”。月份
谢之光、徐咏青、胡伯翔、倪耕野、吴志厂等。 但杜

画，而中国的时装画最早却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两

宇是早期转向绘制时装画的画家。1920 年《时报》

者在产生时间上相差了 300 多年，但通过历史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产生的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

开辟“新妆图说”，增加发行图画周刊，就是由但杜

在当时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冲击

宇逐期编绘，反响甚好。此后各报刊纷纷效仿，

下产生的。

牌的主要作者有：杭稺英、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

1926 年创刊的《良友》
《三六九》等杂志都开设了时

西方的时装版画最初产生时只在欧洲贵族和

装专栏，邀请当时的画家为其绘制时装插画 。如

上流社会中流行，是一种贵族专属的小众时尚，直

当时上海滩极受追捧的《玲珑》杂志，是由大画家

到中后期才开始平民化盛行，其从产生到大众化普

叶浅予执笔，而天津《北洋画报》则邀请了李珊菲绘

及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民国时期的时装画受到

制。在创刊于 1928 年《上海漫画》中，叶浅予、丁

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其肇始面向就是大众群体

悚、张光宇、方雪鸪、王敦庆、黄文农等也刊发了大

的，表现内容贴近大众生活，突出大众传播性和商

批时装画，其中以叶浅予新装画为最。而后的《美

业艺术价值，具有浓厚的商业特征。当时时装画的

术杂志》专门为方雪鸪开设了以时装画为主的新装

出现和发展与纸质媒体的盛行、月份牌时装画、以

专栏。

及小说插图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20 世纪 40 年代抗战直到 50 年代末，
《 苏联画

报》
《妇女工作者》
《苏联妇女》等具有时装专栏杂
志的传入，再次唤醒了中国人们对时装美的追崇。
1956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同时开设服装研究
室，开启了中国服装设计的新纪元。但这一时期中

国艺术界相对封闭保守，服装画的发展受到了极大
的制约。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大
力扶持，以及服装行业的蓬勃发展，时装画也越来

2.2

表现内容之比较
就表现内容方面，首先如果从中西时装画起源

初期来讲，西方早期的时装版画和民国的月份牌在
表现内容上有相似之处，多数都是对当时社会流行
服装样本已有形象的记录和模仿，鲜有涉及款式创
造方面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对于传播当
时流行时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如果从相同
历史时期来看的话，20 世纪初，西方时装画受新艺

越成熟和多样化，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服装设计艺术

术运动的影响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开始出现针对

家，如刘元风、李克瑜、张肇达、吴海燕、王新元等

服装设计的时装画册，时装画以新的艺术形式得以

（图 4）；进入新世纪，一批批新锐设计师不断开拓创

呈现；而民国初期的时装画虽然题材丰富，部分作

新，如邹游、凌雅丽、邱昊、谢峰、刘蓬等，他们虽然

者的作品中有一定的设计与创意成分，但主要表现

不是专门的时装画家，但他们的时装画却充满着强

内容仍然以美女和流行服饰以及生活方式为主，侧

烈的个人风格特征和浓厚的时尚气息，为当今的时

重于对当时社会时尚的临摹和描述。

装画发展起到了引
领作用（图 5）。如

今，中国又涌现出
一批国内外知名的
年轻一代时装插画
师，如梁毅、徐喆、
温 馨 、袁 春 然 、丁
香、玄月等等，这些
年轻的时装插画师
们为中国时装画的
发展注入了鲜活动
力与艺术创造力
（图 6）。

图 4 刘元风时装画
Fig.4 Liu Yuanfeng fashion painting

图 5 刘蓬时装画
Fig.5 Liu Peng fashion painting

图 6 杨秋华时装画
Fig.6 Yang Qiuhua fashion pain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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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表现技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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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画受到新样式艺术和迪考艺术的影响趋向于

就表现技法而言，西方早期的时装版画在长达

装饰风格，表现手法多以版画和水彩为主；民国的

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主要运用木板或铜板雕刻的

月份牌时装画则以将中国画的白描法、水墨画法

传统的版画技法，用黑白素描或者淡彩技法来表

与西方的线描法、水彩画法以及色粉画法等相融

现服饰和整体画面，直到 19 世纪才出现了用水彩

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式、西式以及中西式结合

绘制的时装画，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单一的时装版

的三种表现风格并行不悖的局面，也出现了由郑

画形式，20 世纪受众多艺术流派的影响，时装画家

曼陀独创，杭稚英发扬光大的擦笔水彩技法，此种

们开始尝试采用多种表现技法来创作时装画。如

技法在此后的月份牌时装画中广泛应用。在以线

果与西方早期的时装版画比较来说，民国时期的

描为主的时装画中，叶浅予、丁悚、张光宇、方雪

时装画或者说“月份牌”的表现技法更为多样性，

鸪、黄文农等也借鉴了漫画的特点，线条简洁、形

但放到相同时间背景下进行比较，不难看出月份

象夸张，各具个性，为后期的时装画发展奠定了很

牌时装画的多种技法表现也正是因为借鉴了当时

好的基础。
具体比较见表 1：

西方素描和水彩表现技法才形成的。此时西方的

表 1 中西方时装画嬗变及特征之比较
Fig.1 A comparison of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ashion paintings
西

时期

表现内容

表现技法

主要为此时期
1530s-

流行的成衣服

1610s

装样式的再现

方

中 国

时
主要特征

代表人物

期

表现内容

表现技法

木板雕刻

期长，大多是已有服装样 荷 勒 、理 查

宫廷纪实及生活

式的复制（有证可靠的西 德·盖 伊 伍

记载

方时装画的开始）

绢本设色，
人物白描

性服装设计作

品 ，由 单 一 服 铜 板 雕 刻 、 女性为主要的艺术风向， 安东尼·华

16 世纪-

1760s

装 款 式 的 再 蚀刻法等

画面色彩绮丽、人物娇媚、 托

20 世纪初

现 ，逐 渐 变 成

服饰华贵

皇家人物肖像，
装 饰 画 ，历 史 绘
画，
纪实绘画

绢 纸 设 色 ，工 笔 国
画、
油画等

和流行预测设 蚀 刻 法 、水
计兼具

彩表现等

以表现女性交流的生活片
段为主要内容，色彩典雅
唯美，充满浪漫主义的气

20 世 纪 时尚服饰流行
初

趋势的推广

开始出现多 艺术”的影响，以极具节奏
种技法表现 感的装饰性曲线以及追求
形式

几何线条、对称性的装饰
风格为主要特征

20 世 纪
30 年代

首次出现服装 多种技法并
设计的时装画 行 ，但 仍 以
册

水彩为主导

皇家人物或者大
科林家族

众生活的纪实性
绘画为主

息
受“新艺术运动”和“迪考

在众多艺术流派的推动
下，时装画充满强烈个性
风格，画作整体气质鲜明、
品味独特、
风格迥异

查 尔 斯·沃

以中国传统仕女

斯、保罗·波
列、奥博瑞·
比 亚 兹 莱

为 题 材 ，主 要 为
20 世纪初 此时期流行的生

和 阿 尔 丰
斯·穆夏等

20 世 纪
40-50 年
代

及着装效果推
广

多种技法并
行 ，但 仍 以
水彩为主导

活方式及服装款
式的再现

之为人物画，不

里 克 、威 廉
姆 兹 、本 尼
通 、勒 内. 布

场萎缩，美国时装画发展， 史 蒂 文·史
受 到 前 卫 现 代 艺 术 的 影 迪 波 尔 曼 、 20 世纪
响，时装画表现出鲜艳的 本·莫里斯、
色彩、线形的轮廓和优美 迪奥等

工 笔 国 画 ，纸 本 水

广 州“ 外 销

彩、
水粉、油画等

画”

借鉴西方写实
多 种 技 法 表 现 形 式 的“理性”表达，
(学术界认为真正意 细 致 刻 画 服 饰
义 上 的 中 国 时 装 画 的写实形态，主
的开始)

要是对已有形
象的再现

国画的白描法、水墨 中式、西式以及

与流行推广

法、水彩画法以及色 三 种 表 现 风 格 予、
方雪鸪等
粉画法等相融合，开 并行的特征
创擦笔水彩技法

40 年代初以月份
牌 内 容 为 主 ，画
面取消了日历，
全然以时装和美
女为主

中国画的白描法、水
墨画法与西方的线 具 有 时 装 插 画
描法、水彩画法以及 的表现特征
色粉画法等相融合

时装画以写实
20 世 纪
60 年代

广、
广告时装
插画

以水彩为主
导

未来主义风格特征（时装
画陷入有史以来的低谷时
期）

安 东 尼 奥·
鲁佩兹

郑曼陀

时尚服饰的传播 画 法 与 西 方 的 线 描 中 西 式 结 合 的 杭稺英、
叶浅

歇尔等

的人体姿态得特征

时装设计推

郎世宁等

是真正意义的

多种技法并行，将中

艾 尔 特 、艾

受二战影响欧洲时装画市
服装设计款式

实写照，只能称

时装画

系列服装推广
已有服装样式 铜 板 雕 刻 、

仇英等

实景、实物的真

铜版画表现为主，以美化

1620s-

1900s

代表人物

德

开始出现预测

1770s-

主要特征

木版画表现为主，流行周 温 斯 劳 斯·

50- 60 年 代 服 装
款式受苏联影响
较大

线条勾勒形体，塑造
人物形象

为主，人物比例
适度，具有职业
化、平民化的特
点

张碧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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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20 世 纪
70-90 年
代

艺术、时装插

多种技法并

画、
时装设计

行，水粉、水

并重，表现内

彩、丙烯、马

容丰富

克笔等

兼具纯绘画艺术、时装设
计、
商业性于一体

皮尔·让唐、

主要以表现时装

威拉芒特、

设 计 为 主 ，开 始

伊夫·圣·罗

尝试时装插画的

朗、
等

个性表达

主要以表现时
多 种 技 法 并 行 ，水 装 款 式 设 计 为
粉、水彩、丙烯、马克 主，绘画风格受
笔等

西方影响较重

刘元风、张肇
达、
吴海燕等

克 里 斯 托
时装插画、
时
21 世纪

装效果图以及
装饰性时装画

多种传统技

弗·凯恩、大

法的突破和 兼具艺术表现力、审美价 卫·当顿、凯
尝 试 ，电 脑 值与商业价值的特性

西·霍恩、阿

数字化技术

托 路·伊 利

时 装 插 画 、时 装 多 种 传 统 技 法 的 突
21 世纪

效果图以及装饰 破和尝试，电脑数字
性时装画

化技术

兼具艺术表现
力、审美价值与 邹 游 、刘 蓬 、
商 业 价 值 的 特 袁春然等
性

娜等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时装画起源及变迁的梳理

和探讨，可以看出时装画从最初绘画的附庸经过漫
长的历史演变，以及社会变革和艺术思潮的影响，
逐渐从单一传播服饰时尚流行的载体，转变为一门
相对独立的时尚艺术形式。作者认为中西方时装
画的发展源流与历程，不同程度受到社会变革与艺
术思潮的影响，决定了时装画在不同发展时期表现
内容、
表现技法、
时尚文化的特殊性。西方时装画经
历了以上层精英社会阶层为对象的装饰性时装样
本、
商业性插画阶段，
再过渡到以平民阶层为对象的
大众流行插画阶段。而中国时装画起源于大众文化
盛行的 20 世纪初，
早期的时装画大众化商业性色彩
浓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其风格

的保守与封闭性，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时装画才表现
出强烈的个人风格特征和浓厚的时尚气息。当下我
们处于数字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时装画必然
会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的各种软件以
及网络媒介的快速传播，
使得时装画从平面的商业、
插画领域向三维、甚至是四维的数字沉浸式体验领
域转变，
也将更多传递出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大众化
与个性化共存的时尚观念与个性表达。

注释：

①李当岐.欧洲时装版画[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0 ：
2.
②Cally Blackman .100 Years of Fashion Illustration Blackman[M].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201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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