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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罗品种、
特征及其织机的研究
文/李

斌，
李

强，叶洪光

杭罗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了杭罗在
中国丝绸艺术中的重要地位。从品种上看，
杭罗可分为横罗、
直罗、
花罗三大类；从特征上看，
由于杭罗具有
结构稳定、轻薄舒适、
透气性好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其作为夏服、帐幕、灯彩等材料；从织机结构上看，杭罗
织机可分为古代和当代两种机型，
当代杭罗织机是在继承古代绞经罗织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纹
版提综和飞梭织造技术而产生。
杭罗；品种；
特征；
织机

杭罗是罗织物中最重要的一支，同时也是

通体相交绞罗（链式罗）和不通体相绞罗两类，

当今还能生产的一种传统罗织物。目前全中国

很显然，
当代的罗织物特指不通体相绞罗。因

只有杭州福兴丝绸厂能用传统织造工艺生产

此，
现代织物组织学对罗的定义似乎不太适用

杭罗织物。为了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杭罗，

古代的罗织物。笔者认为罗是质地轻薄，
丝缕

2008 年，杭罗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纤细，全部或部分应用罗组织，并且经丝互相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它又作为中国蚕桑

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这样的定义不仅能包

丝织技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非物

括通体相绞的罗织物，也包括不通体相交的罗

质文化遗产名录。杭罗同时列入国家级和世界

织物。杭罗顾名思义为杭州所特产，属于不通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方面说明了杭罗急

体相绞的罗，
其组织结构的主要特征为横向或

需保护和传承，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另一方面

纵向绞经间隔很大，
并且绞经间隔区是以平纹

也说明了人们对杭罗的重视，具有复兴的可

织出地纹的丝织物。

能。从纺织史的角度看，杭罗的品种和特征反

1.1 杭罗的品种

映了其织机的复杂程度，因此，我们从杭罗的

罗织物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
自商代到

品种和特征入手，然后再对杭罗织机进行深入

唐代，
中国罗织物的组织类型主要为链式罗及

的分析。

其变形。[2]链式罗主要可分为二经绞链式罗（图

1 杭罗的品种和特征

1，
见下页）和四经绞链式罗（图 2，
见下页）。由

从现代织物组织学上看，罗是指凡织入数

四经绞链式花罗结构图（图 3，
见下页）可知，四

根奇数纬纱（如 3 根、5 根、7 根或者更多根）后

经绞链式花罗是在四经绞素罗的基础上，
采用

扭交一次的织物。 实质上，
古代的罗织物中有

无固定绞组的二经绞显花纹。到了宋代，罗织

[1]

武汉纺织大学 2012 年度校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图像信息中的纺织技术研究》(2012004)
李斌，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李强，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叶洪光，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

76

服饰导刊 2014 年 6 月第 2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产业：产业链

物的结构越来越多样化，根据这一时期的出土

金蝉、
博生等。[4]可见，
在宋代杭州的织罗技术

文物可知，当时链式罗还在流行，但也出现了

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能生产出不同种类的

其它新的品种，如单丝罗（图 4）、杂花罗 （图

罗织物。

5）、平纹花罗（图 6）、斜纹花罗（图 7）、隐纹花

然而，
自宋代起杭州也生产一种二经相绞

罗（图 8）等。[3]据《梦梁隶》和《咸淳临安志》记

的横罗，这也是杭罗的最早形式，只不过宋代

载，杭州生产的罗有素、花、缬、熟、线柱、
暗花、

罗织物的主流还是链式罗。根据罗织物组织结
构主体的转换，可将杭州生产的罗织物以明代
为分界线，明代之前
的罗织物主要以链式
罗为主体，而明代以
后则是横罗为主体。
然而，杭罗的大宗则

图 1：二经绞链式罗结构图

图 2：
四经绞链式罗结构图

是横罗中横向空路间
隔比较大，即平织梭
更多的罗。从明代的

图 9：
横罗局部

《天工开 物·乃服 篇·
分名》 中对罗织物描
述可知，当时的罗织
物指的是横罗，说明
图 3:四经绞链式花罗结构图

图 4：单丝罗结构图

了现代意义上的杭罗

图 10：
直罗局部

已经产生。笔者认为，
按照织 物组织 结构，
杭罗可分为横罗 （图
9）、
直罗（图 10）、
花罗
（图 11） 三类品种，
但
以横罗居多，赵丰先

图 11：
花罗局部

生认为：
“清代的横罗大多可称为杭罗，是杭州
的一种地方性特产，
其绞纱横路之间的平纹一
图 5：
杂花罗结构图

图 6：平纹花罗结构图

[5]
般可达十多纬甚至几十纬。”
；
直罗则是在经

向上形成空路的罗织物，也就是有些经线一直
相绞，
这样形成经向空路。据说直罗仅在民国
十六年至二十六年间有过生产，影响并不很
大。事实上，
杭州都锦生丝织厂一直都生产
“直
罗”这一品种；而杭罗中的花罗是在横罗的基
础上，
在大面积的平纹地上进行斜纹提花的一
种罗织物。
1.2 杭罗的特征和用途
图 7：斜纹花罗结构图

图 8：
隐纹花罗结构图

杭罗的用料和组织结构决定了其特征。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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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采用桑蚕丝作为经纬线用料，具有一般丝织

和通透性作为灯彩材料的记载，周密（1232～

物的普遍特性。然而，杭罗采用独特的绞经结

1298 年）的《武林旧事》卷二
“灯品”
中就记载了

构，素罗（横罗、直罗）是采用绞经组织和平纹

当时一种名为“万眼罗”的罗帛灯。 [10]由此可

组织相结合的组织结构，花罗则采用绞经组织

知，
杭罗的用途比较广泛。

和其它组织相结合的组织结构。因此还具有一

2 杭罗织机的结构分析

些独有的特征：
（1）结构稳定

杭罗织机可分为古代杭罗织机和当代杭
罗织机。对于古代杭罗织机，
首先，
可以从《耕

杭罗的织物组织结构为奇数纬的平纹组

织图》和《梓人遗制》中看到它的图像信息；其

织与经向或纬向排列的罗组织的结合，如果是

次，
可以在杭州福兴丝绸厂看到杭罗织机在清

花罗，
则是在平纹组织上起花。众所周知，
由于

末时的形制。对于当代杭罗织机，
杭州福兴丝

平纹组织结构经纬交织最频繁，屈曲最多，
能

绸厂经过技术改造，
将纹版提综和飞梭技术融

使织物具有布面挺括、结构牢固的特点。又因

入杭罗织机上，
形成了现代的杭罗织机。

为纬数纬的平纹组织能在两端形成完整的绞

2.1 古代杭罗织机的结构

转，
绞经不会产生滑移现象。因此，奇数纬的平

古代杭罗织机的结构，
《梓人遗制》中虽然

纹组织与罗组织的融合，使得杭罗具有了结构

描述得较为详细，然而在具体绞经装置上却非

稳定的优点。

常含糊。因此，
德国学者狄特·库恩根据《梓人

（2）轻薄舒适
杭罗属于单层织物，相比丝绸中的锦、
缎、
绒等多重结构的织物要显得轻薄。同时，
杭罗
的原材料采用蚕丝作为原料，而蚕丝具有较高

遗制》的文字和图像描述对罗机子的结构进行
过复原，
并且绘制出复原图。
（1）
《梓人遗制》中的罗机子
中国早在战国中晚期就出现了罗织物，这

的强伸度，纤维纤细而柔软、平滑而富有弹性，

一时期的罗织物一般是四经绞素罗。这种四经

吸湿性好。[6]因此，杭罗作为衣料织物既轻薄又

绞素罗是通体纠结，织造时无法用筘，需要用

舒适。

带有绞经装置的罗织机才能织造。四经绞素罗

（3）透气性好
杭罗由于绞、地经相互扭绞并与纬纱交

直到宋代还十分流行，明清以后才很少见到。
对于当时罗织机的形制我们已无法看到实物，

织。这样产生的结果不仅使织物中相邻绞组的

只能从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遗制》中窥

经线间的空隙增大，而且由于经线的扭绞，
纬

见其图像（图 12）。

线亦被隔开，
空隙增大。[7]所以，
杭罗织物的上
的空隙相对非纱罗类的织物要大得多，其透气
性能非常好。
基于杭罗布料具有以上三大特征，
决定了
其特殊的用途。杭罗一般作为夏服和帐幕，
据
《杭州府志》记载，明代杭州的染织局有房屋一
百二十余间，
分为织、罗二个工场。[8]可见当时
杭罗在皇室、
官员、贵族生活中的用量很大。又
如，
《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提到一种叫做“软烟

图 12:《梓人遗制》中的罗机子

罗”的罗织物，不仅可以用做帐子，而且还用于

由图 12 可知，罗机子的机架与普通织机

糊窗屉。[9]此外，
早在宋代就有利用罗的轻薄性

并无太大区别，
滕子、高梁木、提综的鸦儿木等

78

服饰导刊 2014 年 6 月第 2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产业：产业链

一应俱有，比较特别的是斫刀、文杆、泛扇椿子

五梭三梭（最厚者七梭）之后踏起软综，
自然纠

三件工具。 斫刀是古老的打纬工具，海南黎

[12]
转诸经”
。虽然，
从中可以明确起绞是由一硬

族原始腰织机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当丝织技

一软的基综与软综组成，但其起绞原理还是不

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这种用于打纬的斫刀已

甚明了。

经被筘所取代。元代除罗机子外其它类型的织

（2）库恩复原的罗机子

机上已经找不到斫刀的影子，说明了织罗时无

由于《梓人遗制》中罗机子的描述还存在

法用筘打纬，这也是四经绞罗织造技术最重要

不甚明了的地方，
库恩教授根据《梓人遗制》中

的特征；文杆顾名思义就是挑纹杆，相当于原

对罗机子的文字和图像描述，复原了罗机子的

始腰织机中使用的挑花棒，用于挑织花纹。文

结构图（图 13）。从图 13 中可知，
库恩教授将罗

杆的使用说明中国古代的四经绞花罗可能是

机子中的鸦儿减少至四片（
《梓人遗制》中为五

采用原始的挑花技术来显现花纹；泛扇子即当

片），并且补绘了《梓人遗制》中漏画的豁丝木

增加了脚踏提综装置。
今织机上称为综框的机件。《梓人遗制》中言： （用于分经的机构），
“或素，不用泛扇子”说明了泛扇子并不是一种
起绞装置，罗机子凡织素罗，可以不用泛扇子，
只用小扇椿子来控制地经和绞经即可。罗机子
各部件的详细说明如表 1 所示，不过，
《梓人遗
制》中的起绞综线没有画出，文字部分也未说
明。我们可以从《天工开物·乃服篇·分名》对罗
织物的概括：
“凡罗中空小路，以透风凉，其消
息全在软综之中，
衮头两扇打综，
一软一硬。凡
表 1：
罗机子各部件的说明[11]
部件名称

功能说明

鸟座子

穿入鸦儿的横轴，起到杠杆支点的作用

立人子

可分为鸟座木和高梁木的立人子，起支撑鸟座木
和高梁木的作用

图 13：
库恩复原的罗机子

2.2 当代杭罗织机的结构
当代杭罗织机与古

鸦儿

吊综杆，
控制综片的悬臂

引手子

用于架撑立人子的横档

立颊

位于罗机子中间，用于架起提花楼子的支柱

遏脑

立颊顶端的横档

立串子

位于遏脑和横樘榥中间的竖木

艺传承单位的杭州福兴

横樘榥

横档木棍

丝织厂还保存着三台清

耳

起规定布匹幅宽的作用

代杭罗织机（图 14），其

滕子

经轴

结构与库恩教授复原的

高樑木

用于固定经丝位置的机件

双樘榥

用于固定高脚的两根横木

代罗机子已有了很大的
差别，作为杭罗织造技

罗织机基本相同，在提

高脚

机架后方的高支柱

综方面甚至还要简单，

横榥

在提花楼子的下方机身上，用于加固机身

这里就不再赘叙。当代

机身

织机的框架

的杭罗织机是通过技术

后腿

机身的后支柱

改进后的半自动杭罗织

坐凳

织工织造时坐的地方

泛椿子

罗机子的综框

文杆

挑花工具

兴丝织厂拥有八台这种

斫刀

打纬工具

类型的杭罗织机。从它

图 14：清代杭罗织机

机（图 15），目前杭州福

图 15:半自动杭罗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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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上看，
可分为送经卷布机构、开口机构、

钩拉条，促使轴轮转动，最终使卷布轴滚动的

投梭打纬机构三部分。这种半自动罗杭织机是

效果，
达到织布与卷布进度保持一致。

在继承中国古代绞经罗织技术的基础上，吸收

（2）开口机构

了近代西方的织造技术，特别是纹版提综和飞

开口机构是杭罗织造的关键机构，主要由

梭技术，可谓中西方织造技术完美融合的典

脚踏杆与龙头的联动装置、综片与花本三部分

范。

组成。

（1）送经卷布机构

①联动装置

杭罗织机的送经装置（图 16）是由导经棍、

杭罗织机利用脚踏杆与龙头的联动装置

卷经轴、刹车、压轿和分经棍四个部件组成。如

使综框做上下开口运动，形成清晰的开口，便

图 16 所示，导经棍和卷经轴是位于后胸梁机

于投梭打纬。通过脚踏杆、
支点和绳索、
以及龙

柱上，
导经棍在上方，卷经轴在下方。上方的导

头（图 18）上的滑轮，
组成综框提升的系统。[13]

经棍的棍面非常

其工作原理

光滑，主要是起支

如下：龙头离

撑经面与卷布轴

地三米左右，

平行的作用。下方

最上方有一

的卷经轴在刹 车

个可以滚动

的配合下能控制

的铁质圆棍，

经线的放送，刹车

其上固定着

为一圆形轴轮，与

图 16：
送经机构

图 18：龙头

四个转盘，通

卷经轴相连形成

过拉条，依次与脚踏杆、卷布轴、素综、绞综相

一个整体，轴上绕着麻绳，麻绳一端固定在刹

连。当踏下脚踏杆时，
拉条带动与其相连的转

车上，另一端固定在地面的小铁棍上。压轿则

盘转动，从而使圆棍一同转动，这样与圆棍相

是压在地面小铁棍上的 U 形铁块，其作用是保

连的素综、绞综的转盘也转动起来，带动它们

持经面的张力。而分经棍的作用是为了避免经

的提升从而形成梭口；当松开脚踏杆时，在重

线混乱而将经面分成奇偶二层经线，一般使用

力的作用下，
综框和脚踏杆回复到原位。

三、
四根分经棍。

②综框

杭罗织机的卷布机构（图 17）是由幅撑、
卷
布轴、轴轮、转盘、拉条组成。幅撑的长度略短

图 17：卷布机构

综框是杭罗织机开口机构中最重要的部
件，经线的有规律地提升和扭绞靠它来完成，

于布 幅 的宽 度，

综框是由综框架、
综丝和综丝杆组成。综框架

为竹片制成弓

起确定织物宽幅和固定综丝杆的作用；综丝杆

形，两端有钩子，

起固定综丝的作用；
综丝则是将经线穿入环形

起到使布幅整齐

综丝孔中起到

的作用；卷布轴

提升经线的作

与卷经轴 类 似，

用。杭罗织机

直径十五 厘 米，

的综框（图 19）

两端与圆形小铁棍相连，其中左端的铁棍与前

可分为素综、

胸梁上安置的轴轮相连。轴轮通过拉条与龙头

绞边综和绞

上方的转盘相连，形成只要转盘转动，带动连

综。素综是形

图 19：综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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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平纹组织结构的普通综框。杭罗织机的素综

当代杭罗织机已经采用了飞梭装置进行

有二片，将经线按奇偶数分别穿入二个不同的

投梭，
同时使用筘来进行打纬。飞梭装置是近

素综中。绞边综是对罗织物两边进行绞编的综

代西方引发工业革命的技术原点，正是飞梭装

框，形似长条形，其中一边淘空，放置若干综

置的发明，引发了纱荒，促进了近代西方纺织

丝，
共二对四个。绞综也叫枷身线，它是绞经的

行业的技术发明创造，进而激发了影响全球格

重要部件，共有二片绞综，每片绞综各由一片

局的工业革命。飞梭装置包括击梭器、梭子、

基综和一片半综组成，基综采用金属丝，而半

筘、
支架、
手柄、
筘座、筘座支架、
铁轴八部分组

综采用真丝。其扭绞原理如图 20 所示，
地经穿

成（图 21）。它通过支架架在织机框架结构上面

入素综内，绞经除穿入素综外，还须穿入半综
内。因此，
梭口的形成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由
地综 4 提升形成梭口；二是由后综 3 和半综 1
的运动而将绞经提升所形成的梭口。[14] 织造
时，当地综 4 提升时，形成普通梭口，此时织入
纬线后并不形成扭绞情况；当起提起后综 3 和
半综 1 时，绞经在地经的左右上方形成开放梭
口和绞转梭口，织入纬线后就发生扭绞。

图 21：飞梭装置的结构（李强、王燕绘）

的两根横木上，投纬后，织工水平即可拉筘打
纬。近代西方飞梭装置结构的关键是在筘的前
面有一个筘座，织物经面放在筘座上面，在筘
座上面进行经纱的开口操作，因此筘座不影响
打筘操作。在筘座两端各有一个垂直于筘座的
图 20：扭绞原理示意图

筘座支架，每筘座支架上各固定一根铁轴一

③花本

端，
铁轴另一端上面有一个铁圈，
击梭器呈“H”

半自动杭罗织机用打孔纹版和横针取代

型，
“H”
型中的“一”
穿入铁轴，使击梭器在铁轴

了古代杭罗织机的花本，即贾卡尔织机的“冲

上可自由地击打梭子，
完成投纬。正是因为铁

孔纹版”系统，因此，不需要拽花匠在花楼上进

轴一端上面有一个铁圈，使得击梭器被固定在

行拉花操作。
“冲孔纹版”的原理是织机采用某

铁轴范围内活动，避免进入织口里。梭子放在

种凸轮装置，凸轮每一回转，纹针与纹版帖合

击梭器前面，梭子下面有四个小轮子，并且在

一次，纹针穿过打有孔洞的地方，从而提起下

筘座上刻有一条凹槽，使梭子沿着这条凹槽快

面吊着的综丝，综丝再把它所连着的经丝提起

速通过经面，
提高投纬速度。两个击梭器通过

来，形成一个梭口，纬丝织入。[15]不难看出，这

绳子连接手柄，手柄从左到右水平拉动，可使

种“冲孔纹版”系统远比手拉束综提花要高效

左边的击梭器击打梭子投纬；手柄从右到左水

得多。

平拉动，
可使右边的击梭器击打梭子投纬。虽

（3）投梭打纬机构

然，当代杭罗织采用了飞梭的原理，但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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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飞梭的形

和研究，笔者认为，古代杭罗织机和当代杭罗

制稍有不同

织机在机械结构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

（图 22，见下

代杭罗织机是在古代杭罗织机的基础上，吸收

页）。首先，
将

和改进了近代西方的纹版提综和飞梭技术而

拉手通过一个

产生的。

滑轮将悬于织
图 22：
当代杭罗织的飞梭装置

工的前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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