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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刍议
文/冯

李建强
清，
李 强，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历来是学术界关心的论题，有些观点根据“纺纱为了织造”的预设，推断中

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
明显存在着断代的滞后性，而有些观点则根据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出土的石球，
断定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于 10 万年前，
显然这种断代存在着拔高性。基于考古发现
的逻辑分析，
对传统观点提出疑问，并指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自史前人类进化中就出现，在人类进化过程
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
纺织技术；
起源

人们在论述某项事物时，总喜欢追根溯

编成的绳索

源，以动态的角度来审视这一事物的“前世今

和网具制成的

生”
。在纺织工程领域，
这一视角成为纺织技术

打猎工具（见

史研究的动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起源历来

图 2）。[2－3]

是纺织技术史界、科技史界关心的论题，但限

1.2 传统观点

于考古资料的稀缺和文献资料可信度的不确

的问题

定性，相关专著和论文很少论及且有些观点让

对于以

人迷惑。基于考古发现和合理的假设，
本文试

上两种观点，

图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做一个详细且系

笔者认为都

统的解释。

有一些问题。

1 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传统观点的献疑
1.1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的传统观点
传统科学技术史界包括纺织史学界有两

图 1：许家窑出土的石球

问题 1
是第一种观

图 2：对许家窑石球使用的假设

点过于保守，

种关于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的观点：
（1）中

以考古发现——
—纺坠（笔者认为纺坠叫纺专为

国原始社会后期 （大约是黄帝所处的时代，

好[4]）的出土来说明纺织技术的存在，
工具的出

4000 年前到 5000 年前之间） 出现原始纺织技

现决定技术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显然这种观

术，因为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点忽视了徒手纺纱、
简单织造的可能性。根据

址，
绝大部分都发现纺坠。[1]（2）中国原始纺织

仍然残存于近现代各地农村的绩麻技术来看，

技术渊远流长，可追溯到 10 万年前。因为断代

没有纺专也可以绩麻，
无非是效率低下。先把

为 10 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 1000

片状韧皮纤维从植物茎上剥取，用水浸渍，劈

多个石球（见图 1），这些石球就是用植物纤维

并将其一端的绪
分成两头细中间粗的纤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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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破损，
据此推断骨针用于缝制皮服。只有当
骨针出现比较多时，一方面说明当时流行使用
植物纤维织造的服装，
因为植物纤维织造的服
装较之皮服容易破损，需要更多地缝补，另一
图 3：
湖南湘西花垣县的手工绩麻法

方面说明更多的人使用骨针进行织造。据考古
发现，
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后（1.2 万年后），很
多人类遗址大量出土骨针，据此笔者推断：上
述第一种观点据中国史前纺专的考古发现推
导出纺纱技术、织造技术出现的观点，显然有

图 4：
湖南浏阳生产夏布纱线的方法

些滞后性。

头用指甲劈细，分成两绺，取准备与之绩接的

问题 2 是第二种观点过于激进，
有明显的

纤维，与其中一绺并合捻转，连成一根，最后将

错误。10 万年前的许家窑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

两绺并列，按前述合股方法，先向原来方向捻

中期，出土的众多石球是打猎工具，但不可能

动，再向反方向回捻，即可接续成纱，现代湖南

是用植物纤维编结而成的绳索和网具。旧石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等处就用此法

时代早、
中期作原始绳索之用的材料只可能先

手工绩麻（见图 3）；或者，也可把两绪平行排

后是动物的肠子、皮带，然后才出现原始绳

使其成为约数厘米的 Z
列，
将其一端以手搓之，

—皮绳，最后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植
索——

捻并合，然后将已经搓捻的绪头折转，与纱身

物纤维绳索；而网兜材料只能是兽皮兜，由此

靠拢，再按前述合股方法合捻，即可完成，现代

可推出许家窑文化遗址使用的猎具应该是动

湖南浏阳生产夏布的纱线就是用此法手工完

物肠子和皮质并用制成或纯皮质制成。原因在

成（见图 4）。

于：

最原始的织造技术也是相当简单，只要固

①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植物纤维绳索、纺

定经纱，采用骨针即可完成经纬交错，无需复

织品都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最早 1.2 万年前进

杂的织具（见图 5）。而中国最早的三枚骨针发

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而在旧石器时

现在处于旧石器晚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

代文化遗址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中国最早的

其断代在 2－3 万年前，笔者据此可断定早在

草绳发现在距今约 7,000 年到 6,500 年的浙

2－3 万年前中

江河姆渡文化一期遗址，而最早的织物却在距

国大地就可能

今约 6,200 年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文化遗址第

出现织造技

十层发现的葛织物，这两地遗址都属于新石器

术，因为骨针

时代晚期。

在旧石器时代

②中国大规模出现植物纤维绳索的间接

可能有缝纫和
织造两种用

证据——
—骨针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
图 5：骨针织造的方法

发现，
网状物的间接证据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化

途。之所以笔者认为小孤山遗址的人类可能会

遗址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辽宁海城小

使用织造技术，并不能完全肯定，主要是骨针

此后同一
孤山遗址出土中国最早的三枚骨针，

数量太少，皮服毕竟还是比较结实的，并不容

时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古人类文化遗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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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了一枚骨针最粗部分直径仅为 3.1－3.3 毫

皮带即是从
子和毛皮都很容易由原始人获得，

原始皮带、
皮
米。从骨针针眼的直径大小来看，

中、
晚各
毛皮中切割而来的。对旧石器时代早、

绳一定穿不过去的，因为旧石器时代的切割石

个阶段的文化遗址进行考察，发现各个文化遗

器的刃厚还不可能把兽皮切割到如此细的皮

址都出土一种尖状物的石器，这种石器可将动

带，更不用说是皮绳了，而自然界中天然植物

物毛皮切割成皮带、
皮兜，
因此，
制作皮制猎具

纤维的直径远远低于 3.1－3.3 毫米，它们基

的技术条件都具备了。

本上是微米级，[5] 所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

2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的新考

人一定学会了利用植物纤维纺单纱和股线。此

2.1 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

外，网状物的间接证据可以从许多新石器时代

笔者通过对关于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

陶器上的网状图案可见一斑。最早骨针针眼直

的相关考古材料进行时间排序，通过逻辑推理

径的大小和网状物的断代时间从时间上证明

绘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图机理图 （见图

植物纤维的绳索和网兜不可能出现在旧石器

6）。中国古代纺织技术是从兽皮开始的，
原始

时代中期的许家窑文化遗址。植物纤维绳索应

纺织技术的发展路径是：皮服→纺纱→织造→

该出现在旧石器晚期，而植物纤维织物则最有

纺织品服装。这一发展路径说明试图论述中国

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因为骨针普遍使用）。在

因为它是
古代纺织技术起源本身是不可能的，

此，笔者必须强调，并不能因为原始纺纱技术

在于中国古代
一个伪命题。之所以是伪命题，

出现就可以证明原始织造技术就一定出现，因

纺织技术体系包括纺纱、织造、服装三大工艺，

为原始纺纱技术一开始可能只作缝纫皮服之

而这三大工艺各有其起源，并且时间上各有不

用，
并不与原始织造构成上下产业链关系。

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这个伪命题如果转

③世界考古发现都指出植物纤维的绳索

换为纺纱、
织造、
服装三大工艺起源的子命题，

和网状物是人类进入定居阶段的产物，属于

即从产业链视角下来看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

旧、新石器时代之交的人类工具。人类技术的

源则可使它的伪命题性转化为真命题性，还是

发展总是由简单到复
杂，只有学会了搭建、
捆绑畜栏后，才能明
了编织技术，进而理
解纺织技术。从以上
三点来看，许家窑的
石球不可能使用植物
纤维编成的绳索和网
具制成猎具。
④那么许家窑原
始人的猎具为什么是
由动物的肠子、皮带、
原始皮绳、兽皮兜制
成呢？因为动物的肠

图 6：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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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研究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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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寿命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人类脑力的开

从图 6 可见，服装一开始并非天然是纺织

发，从而人类对植物纤维、植物生长都有一系

服装产业的下游产业，服装起初是兽皮，随后

促进了
列的认识。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加，

皮服出现，在皮服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纺纱技

定居生活的普及和人口数量的增多，这又不可

术才发展起来，因为只有皮带、皮绳才能将兽

避免地出现编织技术，进而产生纺织技术、纺

皮紧密地裹身，而皮带、皮绳的制作就蕴含着

织品服装。这一发展路径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

原始纺纱技术劈分、牵伸、加捻三道工序。皮

纺织体系中三大技术链条是从分流到合流的，

带、皮绳的劈分技术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因

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这也是

为中国史前人类狩猎所得的皮毛通过尖状石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源是个伪命题

器切割操作是可以逐渐掌握皮毛的劈分技术

的关键。从图 6 中可知，纺纱技术一开始并不

的，这种技术通过时间的沉淀可以位移给植物

是为了织造，
而是为了皮服的缝纫。织造技术

纤维的劈分。牵伸和加捻工序是纺纱技术的核

而是为了编织
的原理一开始也不是为了纺织，

心，这两项技术的原理是中国史前人类通过狩

篮子和渔网。只有到了原始农业成为主要生产

猎中使用皮制投石索（见图 7）过程中不经意发

部门后，
人口激增而皮服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

现的。这种皮制投石索应该也是许家窑文化遗

纺织品服装设计三大技
要的时候，
纺纱、
织造、

它
址人类所使用的狩猎工具，

术合流，真正形成纺织技术体系，但纺织技术

是史前人类使用的一种狩猎

体系的形成并不是纺织技术起源的开始。

利器，大大提高了狩猎质量。

2.2 人类进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起

在长期狩猎过程中，史前人

源考

类逐渐认识到：兽皮兜和皮

图 7：
皮制投石索

有些动物如猩
技术并不是为人类所特有，

带受石球重力作用情况下，

猩、
乌鸦都可以使用某些工具、
利用技术。人类

首先皮带被牵伸伸长变细，

与动物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每时每刻都在

这可能是对牵伸最早的 认

使用技术，
人类是技术的最好载体。可以这样

识；其次，
无意中旋转兽皮兜

说，技术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即没有技术就不

会使两条皮带纠结合股，从

可能存在人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

而皮带的强度更大，这可能是对加捻最早的认

人类的进化先后经历了南方古猿、能人、

识。显然，皮制投石索使用过程中不经意的牵

直立人、智人四个阶段，智人分为早期智人和

伸和加捻，
正是纺专发明的原理基础。当然，
这

晚期智人两个阶段，
其中早期智人阶段至关重

一认识到应用过程经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最

要，
早期智人的活动地域从热带的东非大裂谷

早使用皮制投石索的证据是 10 万年前的山西

扩散到不同温带的世界各地，这一时期是人类

许家窑遗址，而中国最早的骨针（可证明原始

充分利用技术，
成为技术最好载体的阶段。其

纺纱技术的存在）却发现在 2－3 万年前，
可见

中兽皮的应用技术（包含原始皮带、
皮绳技术，

纺纱原理的认识到应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它们大略属于原始纺纱技术）在人类的进化过

随着皮带、皮绳、皮兜的发明引致高效率

程中起着优胜劣汰的作用。兽皮的应用早在直

的狩猎及火的使用，人类可以吃到更多健康的

立人阶段就开始，
作为早期智人的尼安德特人

蛋白质食物，人类的寿命和脑力获得提高，
而

的兽皮应用技术仅停留在块状皮服使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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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将一张兽皮挖一个洞，让头伸进去披在身上

将其纺织技术
的视角去讨论纺织技术的起源，

保暖，他们没有兽皮带捆绑技术，一方面无法

的起源的时间断代大大滞后；二是将纺织技术

另
使块状皮服更保暖，无法面对冰期的寒冷；

的起源推至 10 万年前，
具有明显的拔高现象，

一方面不懂利用兽皮带制造组合工具（最早的

带有过多的假
这种观点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组合工具是用兽皮带制作的），此外由于生存

设意味，
且假设并不能自圆其说。笔者认为：
中

条件恶劣，动物肠子只能作为食物，因而他们

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起源如果从体系角度来界

无法提高打猎水平，导致活动区域有限，最终

定，必然是个伪命题，因为纺织体系的三大工

导致尼安德特人近亲繁殖，直至灭亡。而中国

艺，三大工艺的时间断代有“长板”和“短板”，

山西的许家窑人也是早期智人，他们却懂得利

这是无法界定的，而起源问题必须谈到机理性

用兽皮、
皮绳，做到保暖和制造组合工具，从而

的问题，
显然会使体系角度的起源探讨成为一

获得支持脑力进化的宝贵肉食，可见兽皮在人

个伪命题。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起源必须从子

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6]

命题入手，才有其意义，同时中国古代纺织技

由此可见，原始纺纱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发

没有纺
术的起源与人类的进化有着必然关系，

展的必然产物，与人类的进化是同步的。人类

织技术就没有现代的人类，纺织技术是人类进

每一次技术上的进步都是以人类的动物本能

化的一个重要链条。

退化为代价的，这样使人类更加依赖于技术的
发展。兽皮的技术利用（其中蕴含着原始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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