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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纺轮材质和纹饰的探析
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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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纺轮作为最原始的纺纱工具对纺织业的发展和贡献是无可取代的，
它是现代纺锭的鼻祖。作

为新石器时代被普遍使用的纺织工具，纺轮承载的历史意义重大。在新石器时代的使用过程中，纺轮
的材质和纹饰经历着发展变化，赋予了纺轮新的内涵和意义。文章以代表性遗址中出土的纺轮为研究
对象，以学者们的研究为基础，从纺轮的材质、纹饰图案方面进一步说明纺轮的发展路线及其研究进
展。研究表明：①纺轮材质的多样化是纺轮使用探索过程中纺纱需求提升的体现；②纺轮纹饰的发展
与同时代陶器纹饰的发展一样，也经历着最开始的无意识的痕迹残留到有意识的刻化；③纺轮的功用
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转变和衍生，从纺织工具到法器、货币、玩具等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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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ost primitive spinning tool,spinning wheel w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 of textile industry. It was the ancestor of modern spindle.As a widely used
textile tool in neolithic age, the spinning wheel wa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During millennium years in
the neolithic age, the material and ornaments of the spinning wheel had developed and changed,The
ornaments gave new meaning to the spinning wheel.Based on the scholars＇research，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route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pinning wheel from the material and ornamets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spinning wheel.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different material of spinning wheel was the
embodiment of people＇s higer d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inning wheel ornaments went through from
unconsciousness trace to the conscious engraving which was the same as the development of pottery
ornaments. The usage of spinning wheel had changed at this process,It was not only textile tools, but also
as divider, currency, to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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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轮是最原始的纺织工具，也曾经是中国

其他陶器纹饰产生一样，只是无意识的痕迹残

史前人类普遍使用的纺纱工具，它证明了原始

留，是搏植之纹，如绳纹、编织纹，指甲纹、戳印

纺织业的存在。纺轮是中国纺织史上的重大发

纹等。到后来人们生产生活及物质文化水平的

明，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１－２］。

提升，慢慢将这种无意识的痕迹残留变为有意

纺轮是现代纺锭的鼻祖。它的发明不仅改善了

识的刻化，并赋予这个刻化的物件一定的意义

纺织品的质量，也为后来纺车和纱锭的发明奠

和内涵，
赋予了纺轮新的意义。

定了实物基础。纺轮作为新石器时代被普遍使

１ 纺轮的材质

用的纺织工具，其承载的历史意义重大。特别

人类社会在经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

是大量彩陶纺轮的发现，赋予了纺轮新的生

器时代的同时，作为最原始纺纱工具的纺轮的

命。彩绘纺轮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载

材质也跟着时代在演变。在考古报告中，不仅

体，蕴涵了文明起源及其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因

石、陶、铜、铁都有发现用于纺轮的制作，而且

纹饰多种多样，这
素 。考古发掘的纺轮材质、

期间也有骨质、蚌制、木质、玉质、铅质和沥青

些材质和纹饰的出现是纺轮发展变化的体现。

纺轮［４］的出现。考古发掘中以石、
陶纺轮最为常

石、陶纺轮是考古发掘中发现最多的，特别是

见，特别是陶纺轮。表 １ 列举了出土的不同质

陶纺轮。期间也有木、骨、铜、铁等材料纺轮的

地的纺轮。

［３］

发现，但是相对都较少。最开始的纺轮纹饰与

Tab.1
序号

文化遗址

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

表 1 代表性遗址中出土的不同材质纺轮
Spinning wheel with different material in representative ruins

出土部分纺轮图片

材质

距今年代

大汶口文化

石

约 ６，３００~４，６００ 年

２

浙江余姚河姆渡

陶

约 ７，０００ 年

３

宁安县东康遗址

骨

约 １，７００ 年

４

新疆楼兰古城遗址

木

约 ２，８００ 年

５

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墓地

玉

约 ５，２５０~４，１５０ 年

６

湖南长沙（西汉）

铁

约 ２，０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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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文化遗址

７

出土部分纺轮图片

材质

距今年代

新疆汉楼兰遗址

铅

约 ２，０００ 年

８

江川县李家山 ２２ 号墓（战国）

铜

约 ２，０００ 年

９

后红山文化墓地

蚌

约 ６，０００~５，０００ 年

１０

新疆楼兰遗址（直径 ４．３ｃｍ 和
４．５ｃｍ，厚度 ０．７ｃｍ 和 １．８ｃｍ）

沥青

约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中原文化区（翟金录提供）

磁

约 ３，０００~１，７００ 年

纺轮材质已达 １１ 个系列。这 １１ 种材料可以分

昭瑞［３］１４４－１５３ 则认为：
就迄今所见的材料而言，我

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从大自然获取，经过切

国最早的纺轮形式是利用破碎的陶器残片打

割打磨成型，如木、石、玉、骨、蚌；另外一种是

制而成。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木、
石、
陶纺

以陶土为代表的经过塑造加工成型，如铅、铁、

轮，除了陶纺轮经历了从打制到一次成型，木

铜、沥青、磁。不同材质纺轮的发现，一方面体

质及石质纺轮都是经过精细的切割及磨制而

现了人们对于材料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也体

成。那么，
究竟是木、
石抑或是陶最初用于纺轮

现了人类为了纺制更加精细的纱线、织制各种

的制作呢。首先，陶器的出现是在新石器时代

精美的织物在不断地尝试、改进和创新，这是

早期，而在旧石器时代纺轮就已经被发现，所

人类对于高效率纺纱工具追求的体现。此外，

以将纺轮的最初形制定义为陶片打制是不科

不同质地纺轮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生产状态是

学的；其次，结合生产工具的使用时代划分及

紧密相关的。由于纺纱工艺、
生产状况、
加工成

纺轮被广泛使用的年代来看，纺轮的最初形式

本及使用的便捷性等要求，在考古发掘中偶有

应为打制的石纺轮，之后人们在纺织路上探索

发现的非主流材，如骨、玉、铅、铜等纺轮并没

的过程中，逐步将木、陶土、蚌、骨等 １０ 余种材

能被广泛使用。

料用于纺轮的制作，为纺纱工艺的优化开辟道

就目前考古发掘来看，
１１ 种材料曾被用于

路。所以纺轮最初是碎石片打制，在陶器出现

纺轮的制作，然而中国最早使用的纺轮材质是

后开始出现瓦片打制或磨制，之后再是陶制一

什么？王晓［５］认为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纺轮可

次成型，同时实现了纺轮从不规整到规整的转

能是用木头制成的（由于木头易腐烂所以后世

变。

遗存很少），木头比较适合是因为木头坚固耐

２ 纺轮的纹饰

用而且易于加工。陈明远［６］认为作为石器之一

从各地的考古报告中，我们发现纺轮的纹

的石纺轮（石纺轮多采用青色页岩或灰色砂岩

饰不拘一格，形态各异。表 ２ 梳理了部分纺轮

等石料） 是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而刘

的代表性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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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2
序号

遗址

１

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第二次发掘
报告［７］

２

湖南城头山遗址墓葬［８］

３

靖安出土的带图腾的纺轮［９］

４

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
符陶纺轮［１０］

５

江苏邳县、
武进的遗址［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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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代表性纺轮纹饰
The typical decoration of spinning wheels

纺轮纹饰

点组成的弧线纹

两条交叉的直线纹

蛇图腾

刻特殊符号

八角形刻画纹、四角形纹

直线纹、弧线纹
６

屈家岭文化［１２－１３］
弦纹、旋涡纹

７

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出
土陶纺轮［１４］

８

分属
东南地医湖熟文化（１） ［１５］
青莲岗文化（２） ［１１］
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３） ［１６］
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
（４） ［１７］
马厂类型（５、
６） ［１７］

９

１９７４ 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 （属
原始社会晚期）［１７］

１０

分属大汉口文化（１）［１８］
松泽文化（２） ［１９］、
樊城堆文化（３） ［２０］、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４）[17]、
熊山或相当于熊山晚期文化（５［２１］、
６［２２］）

圆点纹、漩涡状纹、戳印纹、辐射状纹

(1)

(2)

(3)

(4)

(5)

(6)

“米”字纹、
“十”字纹、圆孔纹、划纹、凸点
纹、放射线纹、平行线彩色花纹、锯齿纹
或蓖纹及动物图腾

绳纹最多，此外还有辐状纹、戳印纹、圆
孔纹、划纹等

(1)

(2)

(3)

(4)

(5)

(6)

花瓣状纹、
四个浅圆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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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２ 所述，可将纺轮的纹饰分为四大

（以屈家岭纺轮纹饰为例）。笔者认为有意识的

类：①点、线组成的普通线纹；②弦纹；③模仿

刻化纹饰的出现还有可能是满足力学性能的

自然物体的各种形状纹；④动物图腾。这些图

需要。由于制作出的纺轮重量稍重，人们为了

案能给人以无尽的猜测和想象，特别是刻有人

减轻重量，于是通过刻画去掉部门重量，达到

物、
五星翅膀、
Ｃ 字形的图案的纺轮。当纺轮转

更好的纺纱目的。抑或是为了标识纺轮，以区

动时，分别出现人物侧身翻、飞转的五星和放

别不同的纺轮纺制不同的纤维原料或者不同

射的几何纹，使周而复始的机械运动被描绘得

的所有者。

富有感情和生命力。弦纹、放射线纹等给人一

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纺

种回旋不息，相生不绝的联想，且丰富饱满，富

轮也不例外。苏小燕［２７］指出在古代纺织工具的

于变化。就纺轮纹饰的装饰手法而言，可以分

设计中，古代的纺织工具也从来不做多余的和

为三类：①用硬质工具在纺轮上刻画，譬如河

无所谓的装饰。俄国普列汉诺夫指出“人最初

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纺轮；②利用彩绘，譬如

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

京山屈家岭出土的彩绘纺轮；③在纺轮成型之

站在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他们。”所以有意识

初就用绳索按压成纹。目前将这三种结合的方

刻化的纺轮纹饰的产生是出于制造及纺纱工

法的纺轮尚未发现。

艺的需要，通过简单的刻画（线纹）达到确定捻

如此众多的纹饰图案究竟有何代表意义，

向，
确定钻孔位置，
减轻纺轮重量等要求。随着

为此学者们对于纹饰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梁白

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慢慢发现在纺

泉 、赵李娜 认为纺轮上的刻纹与神、太阳、

轮上刻画纹饰不仅能增加美感还能消除疲劳，

山川有一定关系，
是原始的八卦图形。蔡运章［２５］

将枯燥的纺织作业变得更加活力，如玄纹、各

认为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纺轮以其特殊的形

种形状纹和动物图腾的出现。在生产实践中，

体、功能和图案，来作为原始先民祭祀天神的

随着人们的观察和自然界事物的联想，人们变

法器。包毅国结合纺轮的实际功用，认为纺织

换着纹饰的结构和图案，作为当时的唯一的纺

活动的旋转观象启示先祖的智慧，他们从旋转

织工具，赋予其更神秘的色彩，以表达他们对

中想起了日月星辰的东起西落的天象，于是在

于纺轮的热爱及其美好的纺纱愿望。在生产实

纺轮上留下了自己的观察结果。这些图案的线

践中，人们赋予了纺轮超出其本身功用的色

条以各种方式通过轴心，来表达纺轮旋转时的

彩，将其作为“法器”等使用。纺轮作为纺纱工

各种视觉形象。张绪球认为彩陶纺轮的花纹不

具之外的功用也在慢慢体现出来，如纺轮是玉

仅可以增加美感，消除疲劳，而且还是人们希

壁、妇女头上的装饰、算珠、耳环、扣子等前世

望纺轮快转动、多纺好纱的理想和追求的体

今生 ［２３，３５－３７］，战国时期七雄之首秦国的圜钱是

现，是原始纺织业技术得到飞速发展的重要证

由纺轮递变而来［２８］，扁圆锥体的纺轮实际上是

据。王迪［２６］则结合山东地区发掘的纹饰纺轮特

儿童玩具［２９］，集中发现的大小不一的纺轮也可

点认为山东地区的纺轮纹饰没有任何的宗教

能是砝码［３０］。这说明纺轮到后期已经渗透到人

内涵，而是为了确定纱线捻向，或者便于拥有

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法器、装饰、货币、

者识别，或者确定钻孔位置。纺轮纹饰的产生

工具、
玩具等。这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人们物

有可能是大部分学者推崇的宗教内涵，抑或是

质及精神追求提升的重要证明。

满足审美的需求。也可能起初纺轮的纹饰只是

３ 结语

［２３］

［２４］

一种纺纱的象征，多根纤维在纺轮的作用下集

最初的纺轮形式是打制的石纺轮。在后期

中于纺杆上，是先民得到美好纱线的一种愿望

陆续有其他 １０ 种材料曾用于制作纺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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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纺轮的发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材料
的广泛应用，制作工艺的进一步优化；另一方
面也体现了人类为了纺制更加精细的纱线、织
制各种精美的织物在不断的尝试、改进和创
新，也是人类对于高效率纺纱工具追求的体
现。
纺轮的纹饰分为四大类：①点、线组成的
普通的线纹；②弦纹；③各种模仿自然物体的
各种形状纹；④动物图腾。对于纺轮纹饰的解
释可以分为三大类：①以梁白泉为代表的将纺
轮的纹饰赋予了神、宗教等神秘色彩；②以张
绪球为代表的认为纹饰是人们美好纺纱愿望
的体现；③以王迪为代表的认为纹饰的出现是
人们工作需要，完全出于纺纱实际功用的考
虑。纺轮纹饰经历着从起初的实际功用到最终
的宗教色彩的演变，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
证。纹饰纺轮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载
体，蕴涵了文明起源及其产生物质与精神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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