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速写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 , 了解速写的由来及发展、速写的基本特征 

与分类，学会区分速写与素描，注意对速写概念中关键词的 

分析，对照自己对速写的理解，思考速写的含义。 

重点难点 

1 . 速写的起源与发展 

2 . 速写的定义 

3 . 速写与素描的区别



1.1  速写的起源与发展 

速写与人类最原始的绘画同时诞生，但速写作为一种绘画术语而确立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18 世纪之后速写获得了新的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素描体系的萌芽始见端倪。意大利艺术大师达 • 芬奇在创作之外收集 

素材，研究人物的运动及局部细节勾勒草图 ( 如图 1-1 所示 )。他明确地指出：“由于形态与 

动作多不胜数，记忆无法容纳，所以要以速写为助手和老师。”达 • 芬奇还十分细致地传授了 

速写的方法。他说：“悄悄地观察旁人漫不经心的动作，用几根线条简要地勾下，别让他觉察， 

否则他会注意你，放下所做的工作，失去了全神贯注时表现出来的那股劲头……”文艺复兴初 

期的速写基本还是中世纪传下来的细密画手抄插图的画法，在羊皮纸上用银笔、钢笔、羽毛笔 

作线描。意大利素描、速写的风格流派不同，手法多样。佛罗伦萨画派精于表现结构的严谨和 

轮廓的准确，早期的曼坦纳、比沙内罗以及盛期的达 • 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是这一风 

格的主要代表（如图 1-2 所示）。长期理性思维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 

以阿尔卜列希特 • 丢勒和荷尔拜因父子为代表，艺术理念趋向古典，重视在事实生活中对物的 

写生，其速写表现风格为严谨、扎实、缜密。 

图 1-1   维特鲁威人   达 • 芬奇 图 1-2   米开朗基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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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伯尔尼尼、鲁本斯、凡 • 戴克、 

威拉斯贵支、伦勃朗等一些巨匠。鲁本斯是一个多才多艺而又高产的画家，他为我们后人留下 

了大量的素描和速写。他的速写人物动态生动、富有活力、造型健壮有力，并具有处理形体和 

装饰的高超技巧（如图 1-3 所示）。荷兰画家伦勃朗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画家之一，他为后人 

留下了 2000 多幅素描和速写。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他对当时底层的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所 

画的人物能深刻地揭示对象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他速写常采用红和黑粉笔，有时将钢笔、 

炭笔和墨水混合使用，用笔肯定、豪放、动态生动准确（如图 1-4 所示）。 

图 1-3   鲁本斯 图 1-4   伦勃朗 

18 世纪，一种装饰风格“罗可可”艺术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绘画大师主要有华托、布歇、 

达维特、安格尔、夏尔丹等。华托将光色的魅力带进了素描中，他是在威尼斯画派和鲁本斯作 

画的启发下开始这一风格的探索的。他有深刻的洞察力，所画速写动态自然优美，具有特殊的 

艺术魅力（如图 1-5 所示）。布歇是罗可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他的人物速写动态夸张且做作， 

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布歇的作品，全都是冷淡的银色调子，虽然高尚优雅，却不使人有亲 

切感，布歇所画的裸体，虽然圆润光滑，却令人以缺乏温暖的感觉为憾（如图 1-6 所示）。达 

维特毕生画了许多素描和速写，他的速写构思精妙，描绘严谨。达维特的学生安格尔是伟大的 

素描大师，他很重视造型的准确和严谨，重视线条的提炼和运用。他吸收了从希腊瓶画到 18 

世纪绘画中运用线条的造型经验，创造出自成一格、稳健、朴素而有变化的勾线风格（如图 1-7 

和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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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华托 图 1-6   布歇 

图 1-7   安格尔 图 1-8   安格尔 

19 世纪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造型艺术相应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大批的绘画大师，如席里柯（如图 1-9 和图 1-10 所示）、德拉克罗瓦、米勒、珂勒惠支、列宾、 

希施金、列维坦、德加等，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素描和速写作品。德加是 19 世纪伟大的素描 

大师，他的速写最突出的是能极敏锐准确地捕捉人物瞬间的动态，尤其是他的舞女形象，以 

柔和、清晰、真切的形体显示出画家控制形体的高超技巧。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舞女和下层 

妇女的速写杰作。德加严谨朴实、独具魅力的造型方法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速写语言（如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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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 梅杜萨之筏》   席里柯 图 1-10  《 筏上暴乱》 构图设计    席里柯 

图 1-11   德加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纪，自 1905 年法国出现“野兽派”之后，表现主义、 

达达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纷纷亮相，这就是艺术史中所说的“现代派” 

时期。这一时期共同的特点有：强调画家个人主体意识，始终追求艺术表现的主动性和创造精 

神，把研究对象和表现对象放在首位。野兽派画家马蒂斯主张“准确的描绘不等于真实”。在 

他的速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纯净的线的世界，形体随感觉不经意地变形，速写成了他抒写个 

人情感的工具（如图 1-12 所示）。表现主义的代表基尔非拉研究伦勃朗和丢勒的素描后指出： 

“我不想完全服从自然去画，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和不同尺度中去表现自然。”表现主义造型 

观的一大特点是夸张，变形，有意去追求粗鲁、狂乱，反映出战争后人们绝望的心理（如图 1-13 

所示）。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的素描与速写有着深厚的古典造型的理解和超凡功力，其速写无 

多余之笔，简约肯定中直抵形象的内在本质，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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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马蒂斯 图 1-13   四个女巫    丢勒 图 1-14   母与子   毕加索 

1.2  速写的定义、基本特征与分类 

1.2.1  速写的定义 

速写从传统上来说是指一种快速的临场习作。它要求在短时间内用简单的绘画工具，以简 

练的线条概括地画出对象的形体、动态和神情特征。其目的主要是记录形象、收集素材、培养 

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概括的造型能力。 

速写是造型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功训练，又是设计过程中最便捷的一种表达手段， 

因此速写历来受到艺术教学的高度重视。不管是纯绘画专业，还是设计专业，速写都是必修的 

专业基础课程。 

1.2.2  速写的基本特征 

（1）快。 

快在速写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时间地位。它是景物存在的时空状态，也指观者对于物体变 

化现象的捕捉及感悟的速度，并表现为纸面行为的状态。如图 1-15 所示，梵高运用有力而粗 

犷的线条在短时间内抓住当时的情境及人物的状态。 

速写中的快是运动速度的简称。当这种速度出现时，通常会带给人或激荡或压抑或喜悦或 

悲痛或恐惧甚或轻松的迥异感受。不论你是否接收，它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运动状态。艺术 

家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自己的笔迅速地写意对美的崇拜、迷恋与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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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梵高 

（2）写。 

写，孕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尤如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一般记载着历代文人墨客对 

于宇宙、人生的感悟。写是一种方式，用以表现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炼而成的情感。 

从写开始，每一笔之间都息息相关，气脉相通。从作者丰富的笔法中，可以窥见艺术境界之曼妙。 

而在速写中，“写”讲究行笔用线的抑扬顿挫、粗细交杂、强弱虚实、黑白大小部分相合等。（如 

图 1-16 所示） 

图 1-16    米芾行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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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 梅杜萨之筏》   席里柯 

初学者写生及临摹中通常有如何区别速写与白描的困惑。速写中的写带有随意性、概括性， 

自由删减性等性质，以客观事物为原型，运用疏与密、锐与钝、大与小等点、线、面形式做出 

主观创新并形成新的画面关系模式。而白描注重的是描，将事物结构走势的来龙去脉描画出来， 

并尽可能忠实地表现客观事物。初学者在慢写训练的同时穿插白描可以更快地掌握造型。（如 

图 1-17 和图 1-18 所示） 

图 1-18   德加 图 1-17   梵高 

（3）随意性。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随意性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创作本身就是要完成新旧交替的任 

务，创作就体现在不断打破旧秩序而建立新结构的过程之中。随意的思维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 

界限，创造出崭新而鲜活的生活。 

同样，随意性在速写的创作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家用随意而灵动的线条抒发内心 

对物象美的感受，赋予对象新的生命。也正因如此，每一幅作品都是不可重复的。如图 1-19 

所示梵高用随意而愉悦的笔法抒发了对景物的个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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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梵高 

（4）概括性。 

艺术家对客观物象在画面中的构成秩序的合理安排、组成元素的适当取舍是速写中概括性 

体现的重要方式。概括性的观察及表现方式是我们去除庞杂物象的阻碍，抓住自然物使我们心 

醉神迷的印象的捷径。 

在速写中，概括性主要以把握大体外形轮廓为主，以求得宏观的感受。同时，概括性是相 

较于复杂性而存在的，两者在一定层面上既相互排斥又彼此融合，从而丰富了画面效果。概括 

性的去繁就简、取舍有道为画者培养成熟的洞察力及表现能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途径。 

概括性越强，就越是能成就强烈而生动的作品。（如图 1-20 所示） 

图 1-20   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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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神似性。 

速写以瞬间把握物象的神韵为目标。神似即再创造出源自物象内在精神关系的表达，凭借 

自身的素质捕捉物象内在的气韵，表现出富有艺术家个人情怀的精神。 

神似性是在已具备娴熟的造型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极高目标。我们常看到许多作品只 

是形似而非神似。他们可以准确表达对象的形体结构、比例、透视，但画面却呈僵硬、死板的 

概念化状态。这是由于对所画对象认识肤浅，而导致最终对物象及画面判断失误。神即精神， 

灵魂的存在本身。如此，创作者从观察对象开始直至绘制结束都要体会对象内在的精神状态， 

升华出具有深刻内涵的美感。如图 1-21 所示，马蒂斯用寥寥数笔抓其神，已超越仅仅形似的 

初级阶段。 

图 1-21   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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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速写的分类 

根据速写使用领域与用途的不同，速写主要分为绘画速写和设计速写两大类。 

1．绘画速写 

所谓绘画速写，主要是指为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绘画领域艺术创作搜集创作素材的 

绘画形式，是艺术家感受生活、记录生活的方式，也是艺术家提高艺术造型能力的重要训练手段。 

2．设计速写 

设计速写是指设计艺术家用于收集设计资料和记录设计理念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设计艺术 

家寻找设计灵感、培养设计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设计艺术家也可以用速写来记录思维 

过程。 

3．绘画速写与设计速写的异同 

从严格意义上说，绘画速写与设计速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两者 

都是用于各自领域的创作或设计素材的搜集、艺术或设计造型能力的培养等。绘画速写与设计 

速写的表现题材非常广泛。从日常用品、花草树木等静止的物体到飞鸟走兽，从男女老少等简 

单的个体到热闹复杂的场面，都是他们描绘的对象。 

绘画速写与设计速写的区别在于：绘画速写侧重表达作者对描绘对象的感受，在把握对象 

主要形体特征的基础上，可以适度地夸张、变形，以突出个性特点，同时绘画速写比较注重线 

条本身的美感与整个画面的艺术效果；设计速写则注重实用性，为设计服务，在描绘时非常重 

视对象的形体结构、比例关系，讲究造型的科学合理性和线条的严谨性等。 

另外，根据速写描绘表现对象的不同，可以将速写分为静物速写、动物速写、人物速写、 

建筑速写、风景速写、产品速写等。 

1.3  速写训练的目的与原则 

速写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将对象描绘下来的一种绘画形式，它具有收集绘画素材、训练造 

型能力两大方面的功能。速写最能表现出绘画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物质世界的新鲜感受，画面 

生动是速写的一个显著特征。速写的作画工具简便且易于携带，可以随时描绘我们周围生活中 

的所有物象，尤其是描绘运动中的对象和转瞬即逝的动态。速写所描绘的题材非常广泛，因此 

常画速写能培养认真观察周围生活的良好习惯。长期坚持速写练习，不仅可以保有绘画的感觉， 

提高绘画的技巧，还可以为日后的美术创作和美术设计积累丰富的艺术素材。 

速写训练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教学内容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在训练中要结合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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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课程内容的编排。速写训练可以从一些简单的造型开始，首先 

要力求把对物象的感觉准确且流畅地表达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较复杂的造型过渡，逐 

渐缩短写生的时间，以达到提高迅速捕捉对象的能力。 

速写由于受到时间与各种写生条件的制约，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去进行表现。因此，速写 

必须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具体来说，在这张速写作品中，究竟要表达什么、以哪些内容为主、 

以哪些内容为辅。根据画面的需要，怎样进行取舍。这些都应该在写生之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构思。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总结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绘画意识，丰富表现语言， 

进而将速写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同时，速写也是一种锻炼动手能力的良好训练方法。我们提倡从学画阶段开始就养成画速 

写的良好习惯。有些内容的速写训练又可以理解为素描的短期作业形式，在进行相对长时间的 

素描训练的同时，多画速写，做到长短期作业穿插结合进行，是绘画基础训练的良好方法，因此， 

速写又是一种素描训练的辅助练习形式。（如图 1-22 和图 1-23 所示） 

图 1-22   谢青春 图 1-23   谢青春 

1.4  速写的工具材料、技法特点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画好速写的第一步就是亲身体验和实践不同的工 

具与材料，并熟悉其性能特点，做到胸有成竹。 

速写所需的工具材料种类繁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及速写对象的特点自主选择，从而表 

现出符合切身感受的各种风格迥异的速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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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笔的分类与特性 

速写用笔大致可分为硬质类笔和软质类笔。 

硬质类笔：铅笔、炭笔、炭精棒、钢笔、圆珠笔、针管笔、签字笔等。 

软质类笔：毛笔、尼龙软类笔。 

1．铅笔 

铅笔是画速写用笔中最方便、最普遍使用的工具。铅笔滑润流畅，易于掌握。铅笔的主要 

成分是石墨粉、天然粉墨与陶土。陶土比例决定软硬、浓淡。陶土越多，画出的线条越硬越淡， 

反之越软越浓。不同硬度和形式的铅笔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效果。 

硬铅：H 代表硬度，H 数越高就越硬，如 6H 铅笔，线条发光，色调淡，一般在表现灰层 

次时用得比较多。 

软铅：B 代表软的程度， B 数越高就越软，画出的色调越浓厚。还可以通过把握用笔的力 

度控制色调。( 如图 1-24 和图 1-25 所示 ) 

图 1-24   铅笔速写举例   霍建国 图 1-25   安格尔 

木工用铅笔：扁平的形状使线条有锋利感，有力度。长方笔形尖部扁平，可画出颇具特色 

的线条。重粗笔形能形成很尖锐的方线条，若变换压力和方向能画出柔软的线条，不同方向交叉， 

又是另一种视觉效果。 

彩色铅笔：彩色铅笔分水溶性和油性两种。速写用彩色铅笔一般选用水溶性的。彩色铅笔 

是速写中比较常用的工具，用水溶性彩色铅笔画好后，再使用水彩笔着色后可产生富于变化的 

色彩效果。彩色铅笔颜色可混合使用，产生像水彩一样的效果，优点是易于掌握。表面粗糙的 

纸张是画彩色铅笔画的最好选择。( 如图 1-26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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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笔 

钢笔的种类除了传统的笔尖外，还有管状的绘图笔及美工钢笔。用硬笔书法钢笔速写可粗 

可细，而且可以随意平涂暗面，增加了传统钢笔的表现能力。用钢笔同样可以画出物体的远近 

虚实、光彩、雨、水、雾等效果。钢笔速写的线条要肯定，不能擦和改动，因而开始练习时要 

细心观察、反复练习才能下笔果断、准确生动。美术用品店有速写专用钢笔，笔尖都是经过特 

殊处理的，可以画出富有粗细变化的线条，产生特殊的画面效果。由于具备携带方便、用纸尺 

寸大小不限、画面耐久醒目、不易损伤等特点，钢笔是外出写生较为理想的工具。 

美工钢笔，绘画时笔头可粗可细。使用它作画，把笔尖立起来用，画出的线条细密；把笔 

尖卧下来用，画出的线条则宽厚。（如图 1-27 和图 1-28 所示） 

图 1-26   布歇 

图 1-27 《池塘和翠鸟》  梵高 

第 1 章   速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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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7 所示，梵高在这幅画面上直接使用了墨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用铅笔起稿，这 

张令人钦佩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整张纸都被各种钢笔的线条所覆盖，在艺术语言的表达 

上显得更加极端。 

图 1-28   黄胄 

3．马克笔 

马克笔笔芯有粗、细、尖、圆、方、斜方等，可分为油性和水性两种，颜色种类也比较多。 

其特点是线条流利、色艳、快干、具有透明感。马克笔由于可粗可细，粗线条画出来的效果是 

粗犷，细线条画出来的效果是深厚圆润。马克笔表现的作品色彩鲜艳，笔触肯定，易于产生较 

强的对比。要丰富画面层次，一方面要靠丰富的色彩及明暗重叠，另一方面要靠线条粗细黑白 

的对比。（如图 1-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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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蜡笔 / 油画棒 

蜡笔 / 油画棒没有渗透性，是靠附着力固定在画面上，所以不适宜用过于光滑的纸板，亦 

不能叠色。但通过轻擦或厚涂以及色彩之间的色相对比，用蜡笔／油画棒画速写也能收到浓丽 

鲜艳、沉着厚实的艺术效果。（如图 1-30 所示） 

图 1-29   提香 

图 1-30   门采尔 

5．炭笔、炭条、炭精条 

炭笔富有柔韧性以及具有厚重浓烈、视觉冲击力强的特点，同时也具有震撼力，易产生柔 

顺黑亮的笔迹。 炭条具有线条粗、调子匀整等优点，适合表现较大场景的速写。但因其质地松软、 

画面光泽度弱、附着力差等缺点，整体画感轻盈。 

炭精条集合了炭笔和炭条两者的优点，画面容易表达强烈的层次感及质感。 炭笔、炭条、 

炭精条一般其附着力不强，要用定画液，否则无法保持最初的效果。（如图 1-31 和图 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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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笔 

毛笔分为狼毫、羊毫和兼毫三种。狼毫较硬，勾出的线条挺拔有力，便于画白描速写；羊 

毫笔尖较软，储墨较多，画出的线条可粗可细，可勾可皴涂，一般渲染大面积水墨都是用羊毫； 

兼毫笔是在羊毫中间加硬毫，使用起来软硬适宜，很适合速写。 

毛笔分长锋和短锋两种，初学练习可用短锋，等熟悉笔墨的特性以后再使用长锋练习。长 

锋表现力更加丰富，笔头储墨多，不必频繁地浇墨，一笔下去就可出现浓、重、平、枯的不同 

效果。用毛笔画速写最好用生宣纸、元书纸、高丽纸等，它和中国画的写意人物、山水、花鸟 

有着极其相近的方法。练习书法也是练习毛笔的最好途径。灵活运用各种书体中丰富的用笔可 

以帮助提高驾御毛笔的能力。（如图 1-33 和图 1-34 所示） 

图 1-31   黄胄 图 1-32    门采尔 

图 1-33  黄胄 图 1-34   黄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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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速写用纸及其特性 

纸是速写艺术承载的直接对象。纸的纹理及性能属性对于速写的整体视觉效果有着重要的 

影响，如能巧妙地加以利用，会使作品充满创造力。 

速写用纸大致可分为三类：粗面纸、中度纸、光面纸。 

粗面纸如毛边纸、宣纸、底纹纸、水粉纸等，表面粗糙，吸水性强。以粗面纸为载体的速 

写风格粗犷大气但细节刻画不足。木炭笔、铅笔、墨水笔在粗面纸上画速写时，画笔只在纸的 

表面掠过，很难充分接触画纸，因而粗面纸多为水彩、水粉、油画等材料所用。 

中度纸如素描纸、牛皮纸、漫画纸、复印纸、绘画纸、图画纸等，表面粗细适中，是使用 

最广泛的速写用纸。适合在中度纸上作画的工具材料也很多，几乎所有工具都能运用于中度 

纸上。

光面纸表面光滑，光泽度强，几乎没有纹理。如铜版纸、白卡纸、相片纸等。在光面纸上 

画速写，适合用圆珠笔、钢笔、马克笔等工具。而木炭笔、铅笔、粉笔等干性工具在光面纸上 

画速写时，由于光面纸太光滑，不易附着，画的线条易模糊、脱落。 

以上简单介绍了一些常用的速写工具和材料，创作者可根据自己的习惯、爱好选择，也可 

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初学者应选择易于掌握的多练习，在继承传统材质的基础上，也 

可以探索和研究现代材料给绘画带来的新的契机，开拓视野，寻找视觉上的异样感觉，使画面 

更具有趣味性和创造性。 

1.5  速写与素描的区别 

速写是从属于素描的一种观察及表现方式，它是一种短期素描样式，两者之间的差异取决 

于观察方式、实践状态和画面表现深入程度的不同。 

素描一般指那种调动因素全面、刻画效果完备（具备精到的体感、光感、空间感、质感、 

量感、色感等视觉效果）的长期作业。长期研究性素描是绘画观念，更是一种观察方法的训练， 

它旨在锻炼作者的脑、眼、手、笔的融会贯通，学会用艺术的眼光分析结构，观察世界。因此， 

不学会素描，不学会有步骤地思考和整体的观察表现，就等于还没有学会画画。 

速写则讲究由瞬间激发的情绪和训练有素的笔触的排列，抒发个人的情绪。它要求在相对 

较短的时间内捕捉物象的气质、神韵、动态，随后运用记忆和想象力创造形象之美。相对于素描， 

它所表现出的形象更加精炼和概括。（如图 1-35 和图 1-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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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央美素描 图 1-36   谢青春 

素描和速写又是密不可分的。素描的训练有助于更加敏锐地表现速写。因为只有深入研究 

事物的整体以及细部，才能准确认识并把握瞬间物象的灵魂。图 1-37 所示门采尔的速写特点是， 

介于素描与速写之间，线面共用。铅笔加纸卷的擦涂效果，使画面效果很丰富，光影形体俱佳。 

在早年没相机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写可以直接做油画创作的素材。 

图 1-37   门采尔 

19 

同时，速写也是提高素描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素描的观察描绘过程相对较长，容易造成 

观者的视觉疲劳，画面有可能趋于僵化，使作品缺乏生命力。速写的训练可以帮助素描在最大程度 

上挖掘对象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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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速写概述 

练习思考 

思考题： 

1. 什么是速写？ 

2. 对照世界大师的速写作品，思考对速写含义的再认识。 

3. 比较素描和速写的区别，总结两者的微妙关系。 

4. 尝试分析大量绘画大师的素描、速写作品，发现笔触的特点及与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