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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
文/李

斌，
李

强，刘安定

中国早在元代就已经发明了水转大纺车，而英国却在 16 世纪才出现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两者相
差三百多年的时间，
中国却没有像英国那样孕育出工业革命。通过对中国水权制度、棉纱生产制度的考察，
研究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水转大纺车的发展的因素中，不仅技术上的因素起到很重要作用，而且重
航运与灌溉的水权制度以及以农村副业为主的棉纱生产制度均严重阻碍了水转大纺车引发中国的工业革
命。
水转大纺车；
工业革命；
原因分析

16 世纪，中、英两国都曾出现过水力纺纱

类书籍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在现存为数不多

机。此后，
英国以阿克莱特（1732 年 ~1792 年）

的古代技术类书籍中难以寻找到有关水转大

水力纺纱机为契机，进行工业革命，从而改变

纺车的应用情况。为此，我们只能间接地从古

了英国和世界的面貌；而中国元代的水转大纺

代一些水权制度的资料上，说明水转大纺车的

车却昙花一现，对社会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

实际应用水平。

响，
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笔者曾在《丝

1.1 水资源使用次序导致毁碾时有发生

绸》杂志 2011 年第 7 期发表过论文《中英水力

考察中国古代水资源的利用顺序，自汉代

纺纱机形制的比较研究》[1]，在这篇论文中笔者

以来，都遵循着航运——
—灌溉——
—碾磨（水力

是从纺纱技术的角度，对中国水转大纺车和英

机）的次序。《汉书·沟恤志》载：
“此渠皆可行

国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在结构上进行了比较。

舟，
有余皆可用溉。”
到了唐代，在水资源的使

笔者认为，中国元代的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

用次序上更加明确，
“诸水碾硙，若拥水质泥塞

业革命，纺纱技术上的因素固然很重要，但社

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

会制度上的阻碍似乎更重要。

碾硙即令毁破”，说明唐代只有在不影响农田

1 水转大纺车发展的主要阻碍

灌溉的前提之下，
才能使用碾硙，
碾硙不得与灌

水转大纺车的使用必须在水流丰富的地

溉争利。[2]唐代的水利法典《水部式》中还规定，

方，综观人类历史，对于水资源的使用无外乎

优先满足通航要求。宋
航运与灌溉不能兼顾时，

航运、
灌溉、水力三大类。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统

元时期的水权制度也大都依唐例，
譬如元代《农

治阶级以儒学取仕，隋唐以后科举制的考试内

如遇浇田
桑》中规定：
“……处理安置水磨去处，

容主要是文史类知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技术

时月，
停住碾磨，
浇溉田禾。若是水田浇毕，
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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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各得其所。”
碾磨，
依旧引水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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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于用硙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硙石，先

中国古代水资源使用的这种等级次序有

[5]
尽百姓溉灌。”
可见，
唐代规定水磨每年只准

着深层的社会原因。首先，古代中国遵循
“普天

使用四个月的时间。明清时期，
据《洪洞县水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观

志补》中节选的关于《通利渠册》记载：
“本渠各

念，形成大一统的思想。这样就在制定水资源

村原有水碓，
嗣因渠水无常，
历久作废，此后永

使用上，
必然要维护皇帝的统治。航运优于灌

不准复设，
致碍浇灌。违者送究。”
可见，
明清时

溉，主要是由于各大城市需要大量的生活物

期都在明令禁止重新建造水转机械。此外，
《通

资，只有水运才可能维持正常运转。同时，
皇帝

“各渠水
利渠册》还对水磨使用时间作了限定，

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因此，航运

磨系个人利益。水利关乎万民生命，拟每年三

优于灌溉使用水资源是必然的。灌溉优于碾是

月初一起，以至九月底停转磨，只准冬三月及

因为皇帝统治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
也是统

若为定
春二月作为闲水转磨。每年先期示知，

治的基础，中国古代历次改朝换代的起义力量

[6]
章。
违者重罚不贻。”
我们不难看出，
封建统治

都是农民，如何稳定和安抚农民也是皇帝要关

无疑
阶级对水转机械的规模和使用时间限制，

注的重点。其次，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的阶

造成利用水力手工工场无法正常产生。

级排列次序，重农抑商几乎是古代中国的一项

通过中国封建社会水权制度的简要分析，

基本国策，特权阶级的利益必然高于农民的利

可以看出，在这种水权制度下，对各种水力机

在
益，农民的利益又高于工商者的利益。因此，

械的应用限制太多。正因如此，
自有元以来，再

水资源利用上必然也是照这个次序来分配的。

也没有形成以水力机械为动力的手工工业区

这种水资源的使用顺序，当然是不利于水

域。虽然，
在有些地区还能见到水转机械。譬如

转大纺车的发展的。水转大纺车的使用范畴是

朝鲜李朝著名学者朴趾源 （1737 年 ~1805 年）

属于碾这类。当各方用水利益发生冲突时，
首

于 1780 年在华北旅行时，亲眼目击了这些机

先牺牲利用水转机械者的利益。唐高宗永徽六

械，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当我路过河北三河县

年(655 年)、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 年)、
唐代宗广

时，我看到各方面都使用了水力，熔炉和锻炉

德二年(764 年)出现三次大规模毁碾、磨，
起因

的鼓风机、缫丝、研磨谷物——
—没有什么工作

是由于水碾、水磨大量使用严重影响了灌溉用

[7]
不是利用水的冲击力来转动水轮进行的。”
但

水。北宋元丰政和间(1078 年 ~1111 年)水磨茶

是，
单一类型的水转机械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

法之争，
实质交织了官与商的矛盾、灌溉用水的

和集中于一定区域，因此，可以断定无法形成

矛盾、
漕运用水的矛盾。[3]正如《宋史·河渠志》：

技术竞争和创新的动力机制，
并且在受到严格

因此汴水
“右司谏苏辙言：
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

限制的封建水权制度下，水力机械包括水转大

浅涩，
阻隔官私舟船，
其东门外水磨，
下流汗漫无

纺车必然走向末路。

归，
浸损民田一二百里，
几败高祖坟。” 其结果

2 水转大纺车式纺棉机无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4]

也是可想而知，水磨茶罢之。

元代以来，
棉花逐渐在中国长江流域广泛

1.2 水转机械使用的限制无法促成水力工场

种植，
特别当黄道婆（？年 ~？年）从海南黎族那

的形成

里带回来棉纺织技术，并对棉纺织技术进行了

中国封建社会不仅规定了水资源的使用

改进和创新，大大促进了棉纺织手工业的发

次序，并且还有对水碾使用规模和时间都作了

展，麻织物也逐渐为棉织物所取代，棉布成为

一些限制。据唐代《水部式》，
“每年八月三十日

普通老百姓的衣着之物。大纺车虽广泛应用丝

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其余之月，
仰所管

并将中国的丝纺技术推向近代工业革命
纺上，

06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六年

八月 / 第五卷

第四期

大
前的最高峰。但在棉纺织业大发展的时期，

棉纺机在技术上存在着一定困难。依赵冈先生

纺车却没有应用于棉纺。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

所言，确实能解决棉条牵伸的问题，但在棉纱

疑问，大纺车就没有纺棉的可能吗？解决这个

卷绕却有些问题。考察古代棉和麻的纺纱过

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棉纺技术，还要从棉纺织

程，
我们会发现古人纺棉和纺麻在卷绕上有所

生产制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不同。纺棉是纺妇把搓好的细长棉条，按在锭

2.1 技术改进困难是一个重要因素

子上，
右手摇车把，左手轻轻上扬，
匀称的棉线

棉花作为短纤维，实质上是无法直接应用

便抽了出来，
然后将加捻好的这段线绕到纱管

于麻、丝纺车上的，因为纺麻或丝只是对麻缕

上。而纺麻则先将绩接好的麻缕绕缠在纱管

或丝束进行并捻合线，不需要牵伸麻缕或丝

上，通过“退绕加捻法”将麻缕加捻并条，譬如

束，因此，麻、丝纺车的动力轮与锭子的速比较

元代脚踏五锭小纺车（图 1）所示，并没有将纺

大。如果将这种纺车直接应用于棉纺，
就会经

好的麻绕回到纱管上。因此，
在中国古代，
除了

常出现断头现象。但元代的黄道婆通过减小动

将大纺车改成陈维稷先生所提的张力自控式

力轮直径的办法，解决了纺纱时断头现象，
三

多锭土纺车，
将无法实现棉纱线的卷绕。

锭脚踏棉纺车就是黄道婆对麻纺技术应用于
棉纺的一项重大改革。
关于脚踏四锭、五锭棉纺车的存在学术界
一直都是有争议的，至于超过五锭以上的棉大
纺车那更是闻所未闻。但关于棉大纺车，
学术
界还是有一些大胆的假设。陈维稷先生在《中
》一书中提到一
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种张力自控式多锭土纺车，[8]但是，
他在注释中
也指出，此种纺车在 1958 年始造，已经吸收了
一些“洋法”机器的结构，锭子也是直立于机架

图 1：
《王祯农书》中的五锭纺车（麻纺）

2.2 棉纺织生产制度的落后则是关键因素

上，但没有欧式的罗拉装置。如果我们将这种

众所周知，
古代中国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

张力自控式多锭土纺车认同为历史上可能存

的自然经济。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纱、织造从开

在过的纺棉机，显然就有辉格史观的嫌疑了。

始取代麻时，一直是作为农村副业而存在，这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台锭子直立的多锭纺纱

种家庭式的生产或为自用或为简单商品贴补

机是由英国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 （1721 年

家用，家中主要劳动力还是投入到农业生产

~1778 年）于 1764 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那么，

上。那么棉纺织作为副业则强化了自给自足的

中国古代能不能产生纺棉专用的、并且锭子横

自然经济，
更是不容易催生出类似生产丝织物

卧的大纺车呢？赵冈先生在《中国棉纺织史》一

的手工工场。正是基于这种家庭手工生产的制

书中指出完全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试想把《王

度，棉纺织机械失去了向大纺车演化的动力。

祯农书》中所绘的大纺车改为棉纺机，看看它

作为副业的棉纺织业，
本来就是利用了家庭中

将是什么样子。大纺车长 20 尺，
想来一定需要

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所谓机会成本，即作为

装两条 Drawbar，每条由一个人去操作，另外一

商品的内在要求并不是很高，对生产力成本并

个人专门摇动转轮。于是，大纺车便将由单人

没有下限。如果棉纺纱机械向大纺车方向发

操作的机具变成三人协力操作作机器” 。

展，必然要有专门操作这些机械的工人，并且

[9]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古人将大纺车改成

工场要花费大量资金去制造这些机械和支付

服饰与产业：
产业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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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最基本的工资。在当时没有劳动力成本下

导致棉纱生产力成
农村副业的形式长期存在，

限的家庭手工生产制度下，这种大规模的机械

本没有上限，没有技术竞争的机制，无法形成

生产的成本并不比家庭生产成本低。况且，
在

工场制度。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

植棉区来看，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这种棉

没有发明出水转大纺车式的纺棉机，从而无法

纺织生产，可见当地人的棉织物市场不是很

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大。因此，棉纺织业也就无法象丝织业一样出

通过对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中国工业革

现大规模的民营工场。正如赵冈先生在《中国

命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技术上的革新

棉纺织史》中指出：
“中国棉纺织业的症结是在

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固然很重要，但制度上的推

生产制度上，而不在纺织技术上，生产制度远

我们在技术引进、
动作用似乎更加重要。因此，

远落后在技术水平之后，因而从 14 世纪开始

创新的同时，
还需要在技术所依存的制度上进

600 多年来中国的棉纺织业没有任何重大的技

行相应的优化。只有这样，技术的变革才能引

术改进，直至西法纺织传入为止。”

发更好的社会效应。

[10]

3 结语
中国元代的水转大纺车和棉花革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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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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