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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和
《工艺，
工业和日常生活：
中世纪约克郡的皮革与制皮》中的纺织服饰编译（一）
孙方姣 1，
厚宇德 2
（1.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2.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太原 030006）
摘 要院[研究意义]《工艺，工业和日常生活：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世纪约克郡的皮革与制皮》是一份对盎格鲁 - 斯
堪的纳维亚和中世纪约克地区皮革制品的考古报告，
其中大量记录了关于皮革制鞋的内容。[研究方法]系列文章以该书
为基础，摘译、注释与编写其中与鞋类相关的纺织服饰的内容，[研究内容]从鞋子的款式、结构与工艺进行详细讨论，并
分析盎格鲁 - 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世纪时期鞋类风格，这将对现代鞋子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对欧洲古代服饰文
化、风格的研究起到支撑作用；文章以期在展现欧洲古代手工皮革制鞋工艺与技术的同时探讨古、今制鞋的异同，为更
好的研究皮革制鞋工艺技术与欧洲服饰文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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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ation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in Craft,Industry and Everyday Life:Leather and
Leather Working in Anglo-Scandinavia and Medieval York
SUN Fang-jiao1, HOU Yu-de2

（1.School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2.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Craft, Industry and Everyday Life: Leather and Leather Working in Anglo-Scandinavia and Medieval York is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leather products in Anglo-Scandinavia and Yorkshire in the Middle Ages, in which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about leather shoemaking has been recorded. This paper extracts, annotates and compiles the contents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related to shoes from this book, discusses the styl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of shoes in detail and analyses the
styles of shoes in Anglo-Scandinavia and the Middle Ages. This will be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modern shoe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European costume culture and styl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shoemaking technology while showing the ancient handmade leather shoemaking technology in
Europ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leather shoemaking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clothing culture.
Key words:leather shoe technology；
the structure of shoes；
Anglo-Scandinavia；
medieval York

《工艺，工业和日常生活：盎格鲁-斯堪的纳
（图 1）是由
维亚和中世纪约克郡的皮革与制皮》
基塔·莫尔德 （Quita Mould），伊恩·卡莱尔（Ian

1990 年编制的一份关于皮革考古的设计思路与
草图的纸质记录做基础指导，基塔·莫尔德于

进行挖掘的记
1996 年在约克考古信托的帮助下，

Carlisle）和埃丝特·卡梅伦（Esther Cameron）撰写

录、
讨论和总结的成果。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报告。该报告是根据大卫·霍利（David Hooley）于

摘取“工艺与工业”章节中的“皮革工人的手艺”

并于 2003 年出版的关于皮革与皮革工艺的考古

工艺与工业、
日常生活和结论想性的讨论。本文
部分，
对其中皮革制鞋的结构、
工艺进行翻译、注
释的同时，
对皮革制鞋的工艺原理及结构特征的

2019-10-17；

2019-12-09

孙方姣，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通

发展与衍生进行探讨。笔者发现：欧洲古代皮革

信作者：厚宇德，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博

考古
制鞋工艺对现代皮鞋工艺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生导师。

原文记录中的鞋子部件的名称与现今名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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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体式”
鞋子示意图（图于原书 3279 页，文字为笔者译
后加注）
Fig.3
图 1 《工艺，工业和日常生活：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世纪约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lete shoe

克郡的皮革与制皮》封面
Fig.1 The front cover of Craft, Industry and Everyday Life:Leather
and Leather W orking in A nglo-Scandinavian and Medieval
Y ork

定的差异，
现代制鞋是在古代原始鞋子结构的基
础上发展、衍生出的工艺更复杂，更实用的鞋结
构，因此文章注释中对古、今手工皮鞋工艺异同
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更好的研究皮革制鞋工
艺与技术提供借鉴。

一 编译：皮革工人的手艺（The craft of the
leatherworker）
1 鞋匠
其中
约克郡考古发现了三种主要制鞋工艺，
最简单的是用一整块皮革（图 2）裁割出鞋底和鞋

面的
“一体式”
制鞋法（1）
（图 3），
这种工艺可以追

溯到征服（诺曼征服）前（图 4）。而另外的两种制

鞋工艺方法是“回翻”结构（2）法和“沿条”结构

图4
Fig.4

考古挖掘的
“一体式”鞋子（图于原书 3279 页）
The complete shoe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3）法，通过观察发现这两种工艺是将鞋底和鞋
面缝合而成型，
因此可以推断其鞋底和鞋面是独
立 的 结 构 。 在 盎 格 鲁 - 斯 堪 的 纳 维 （Anglo Scandinavian）以及中世纪时期，绝大多数鞋子都
一小部分的鞋子是采用
是使用了回翻结构工艺，
回翻沿条法和沿条结构法制成。回翻沿条法是回
翻结构的一种发展，其本身已被沿条结构法所取
代，
成为整个中世纪后期制做鞋的主要方法。经研
究发现在 9 世纪末到 15 世纪末鞋子最早主要采
用的都是回翻结构的制作方法，尽管个别鞋子款

式有所改变，
接缝变得多样并引入一些小的创新，
但基本的制作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
“日常生活”
章节中鞋子的部分详细描述了回翻结
构，
并在随附的挖掘记录的目录中呈现出来。

2 回翻鞋的工艺
首先用锋利的传统半圆(半月形)刀把鞋子的
每块样板切割下来，
把鞋底裁片和鞋面裁片背面
朝上固定在一个脚形的木制鞋楦上，然后进行初
步缝合。但在缝合之前通常会用截面为菱形的尖
图 2 整块皮革裁割（图于原书 3279 页，
文字为笔者译后加注）
Fig.2

Cutting from a single piece of leather

头铁锥在皮革的边缘戳出整齐的针孔，再按照戳
出针孔紧密的地缝制。在早期，这些鞋子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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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皮革条缝合，
后来被动物纤维或植物纤维制

缝线反复接触地面最容易受到损伤，并且长时间

成的蜡线（4）代替，还会用猪的鬃毛制成可弯曲

穿着过程中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张力。沿条可以使

的尖端来牵引缝线以便顺利穿过针孔。一旦把原

针脚延长，增加缝合处的承压力，进而使鞋子穿

来单独的部件拼缝、组合后，鞋子就可以从鞋楦

在脚上时更受力的同时保证鞋底不易磨损。从

上取下，然后由内及外并向右翻转过来，这样可

12 世纪初持续到时期末沿条通常都使用在最老

以保护和隐藏鞋子内部缝合的接缝。据推测，鞋

式的缝合工艺中，
中世纪时的约克郡也出现了这

面的皮革在缝制和外翻前会用水浸泡一段时间，

种情况。而且在更早的年代，沿条也偶尔用于制

原因是可以促使皮革柔软以便外翻，尤其是容易

鞋，例如，在 7 世纪萨顿胡船葬中一小块碎片的

翻转尖头鞋的鞋面，
最后一步就是对鞋子修整并
完制作。
约翰·德·加兰德(John de Garlande)描述了在

沿条随着其他鞋子部件一起被发现。公元 9 世纪
中期到 9 世纪末或 10 世纪初，在约克郡出土的
少量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的鞋子中，也发现鞋

“这些皮革工人在用着色
13 世纪初制鞋的过程：

底和鞋帮之间有可能是沿条的皮革，可能这些沿

用剃刀或鞋匠的刀进
剂将黄褐色的皮革染黑后，

条用在不同款式的鞋底和鞋帮之间以及两种不

。
行切割，
然后用锥子、
线和猪鬃将鞋子缝合”

同的制鞋结构中(表 1，
回翻结构 1、
2)。这两双鞋

2.1 缝纫工艺

的
“原始的沿条”
中，
一只由纵向折叠的长皮条带
“最初
制成；
另一只则由扁平的皮条带制成。这些

将鞋底与鞋面缝合起来的主要缝合工艺被
称为
“结构缝合”
或缝底，下面将详细描述鞋底与
通常会在
鞋面缝合的不同方法。在中世纪时期，
鞋底和鞋帮之间的缝层中插入一条被削成三角
形截面很窄的皮革，
被称为沿条（或延条）。据说，
使用沿条可以给鞋子提供一个更加防水的接缝，
但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功能。那么使用沿条结构
最主要的优点是，
一方面起到隐藏和保护鞋底与
另一方面由于鞋底的
鞋面之间缝纫针脚的作用，
表1

一体鞋

形鞋跟延伸处，
除此其余部分没有使用。最早的

例子，在公元 9 世纪中期至 9 世纪末或 10 世纪
初，
在英国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同时期使用沿条的
鞋子，温彻斯记录了 9 世纪和 10 世纪的鞋子中

可能使用沿条，而在伦敦，来自 Milk Street 的两
双 10 世纪的鞋子和来自 Poultry 的另一只鞋子

有一个薄的沿条，以及其他稍晚时期的鞋子也采
用这种结构。

皮鞋结构类型（表中图片于原书 3279，3269 页，文字为笔者译后加注）
Tab.1

结构类型

的沿条”
只是被放置在鞋帮底座周围或鞋底的 V

缝合位置结构截面示意图

Structure type of leather shoes

缝迹示意图

特点

一张完整的皮革裁割缝
合而成

大底多出鞋面并有缝合
回翻结构 1

用的槽口，将鞋面与鞋
底反面直接缝合后翻折
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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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结构类型

缝合位置结构截面示意图

回翻结构 2

回翻结构 2+
沿条

缝迹示意图

特点

大底有槽口，缝线穿过
大底的肉截面和槽口；
鞋面与鞋底反面缝合后
翻折出正面

有沿条，大底有槽口，缝
线穿过大底的肉截面、
槽口与沿条；将鞋面与
沿条、鞋底反面缝合后
翻折出正面

回翻结构 2a

大底有槽口，缝线穿透
大底缝合；将鞋面与鞋
底反面缝合后翻折出正
面

回翻结构 3

大底有槽口，缝线穿过
大底和鞋面的的肉截
面；将鞋面与鞋底反面
缝合后翻折出正面

回翻沿条结
构4

沿条结构

有沿条，两层鞋底，中底
有槽口，缝线穿过中底
的肉截面、槽口与沿条；
将鞋面与沿条、中底反
面缝合后翻折出正面后
穿透大底缝合

有沿条，两层鞋底，和填
充层，缝合鞋面、沿条、
中底后翻折沿条与大底
穿透缝合

进行描述时会介绍有的鞋子偶尔还会采用闭合
在中世纪，
鞋面的各个部件一般是通过平头

缝或是对接缝的几种缝纫手法的组合。带有圆形

对接缝合（表 2，
淤）起来的。人们发现许多盎格

底座鞋底的鞋子通常在鞋跟后部的区域通过增

鲁-斯堪的纳维亚的鞋子基本上是使用对接缝工

加独立的鞋跟加强筋（5）来形成内部支撑。用包

为了
艺，
其缝纫线是用皮革条制成（皮线）。然而，

边缝（表 2，余）将鞋跟的加强筋以及其他内部衬

使缝线处平整，会在其中一块皮革的缝边处切

里、
舌和顶部鞋带缝合固定住。中世纪晚期时，在

槽，因此缝合线迹隐藏在切槽里，表面看上去只

容易受特定张力影响的部位沿着内部边缘附加

有一块的边缘有针迹；
在以后的文中对各种鞋款

一根加固绳（缘边），并通过增加内部衬层(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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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皮革缝纫工艺（原表于书 3257 页，
图中文字为笔者译后加注）
Tab.2

序号

①

Leather sewing technology

截面示意图

名称

特点

肉截面平头对齐，表面无线

对接缝

迹

用途

普遍使用

表面 有线 迹，里面隐 藏 线
②

闭合并缝（或反接）

迹，将两块材料的衔接处向
内里翻，用以保持一个平面

皮料拼接翻缝

的完整度

一边 缝在 斜截的 肉面 一边

③

搭缝

④

重叠拉缝

缝颗粒状的皮面

鞋底与鞋面缝合

一张 皮革 的肉截 面进 针另
一张皮革的肉面出针，并且

用于沿条与中底缝合

不穿透第二张皮

针线只在肉层里穿梭，不穿

⑤

隧道缝（挑缝）

⑥

双层缝

肉面相对或颗粒皮面相对

用于皮带缝合

⑦

隧道缝与暗缝

表面有线迹，
里面隐藏线迹

多用于刀鞘皮革的缝制

⑧

包边（卷边）缝

肉截面对齐，表面有线迹

多用于刀鞘皮革的缝制

来加固鞋带孔。以后的文中佩内洛普·沃顿·罗杰
斯（Penelope Walton Rogers）还详细描述了 12 世

透表皮

用来修补、
贴片缝合

2.2 鞋底修理工艺
对于严重磨损的鞋底一般是在磨损区域添

纪和 13 世纪的鞋子上使用丝线进行装饰性缝

加独立的维修件（称为覆底修复，现在的钉脚掌/

时间的历史土壤掩埋中没有保存下来的完整丝

地缝在鞋底，后来用一种特殊的隧道针法（表 2，

合，早期的鞋子上也有使用刺绣做装饰，但在长
线状物质。

鞋掌）进行维修。早期的修补工作是用皮条粗略

然后拉紧线头，
虞）先将附加的皮革松松地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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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贴合在鞋底上。

孔洞，把兽皮包

2.3 缝纫介质（缝纫线）

裹在脚上再用藤

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许多鞋都是用

绳把孔串起勒

精致的细皮条缝成的，
从几只遗留下鞋子的皮革

紧，因此得名为

碎片上发现了大而圆的线迹针孔，
人们认为这些

“裹脚皮”
，裹脚

皮革上的针孔是经过动物纤维线缝纫后形成的。

皮还谈不上鞋的

当发掘出的皮革制品上没有留存的缝纫介质时，

形制，仅是皮鞋

图 8 “一体式”结构鞋子截面示意图
（笔者自绘）
Section diagram of the complete

Fig.8

因此不尝试
往往很难确定是否使用了皮条或线，

最早的雏形。裹

对这一特性进行量化。然而，观察表明，在盎格

脚皮不区分鞋底

鲁-斯堪的那维亚时期用皮条作为一种缝纫线，

和鞋面，后发展成一体式剪裁的制鞋结构，依然

把鞋底与鞋面缝合，
又用其缝合鞋面上的其他部

为加固鞋底防止底
保持鞋底与鞋面是连体形式，

件，
但这中缝纫介质在诺曼征服后并没有持续很

皮过多因摩擦而损坏，
故而增加了柔软的中底与

长时间。这种情况在伦敦似乎也是如此。普里查

耐磨的大底（图 8），
因此一体式鞋的特点是轻薄、

德(Pritchard)提出，
在伦敦用隧道针法搭配羊毛线
缝合回翻结构的接缝，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联

shoe constructions

舒适，
并最大程度的适应各种脚型。

2 “回翻”结构

系；但桑顿指出，在牛津鞋中是用隧道针法搭配

回翻结构鞋子的

皮条缝合。人们发现在盎格鲁-斯堪的那维亚的

出现是 为了使鞋底 和

约克既用皮条也用丝线缝制鞋子，
即鞋底用皮条

鞋面缝 合后更牢固 而

缝制，
鞋面用丝线缝制。佩内洛普·沃顿·罗杰斯

发展的一种翻缝手法，

（Penelope Walton Rogers） 在以后文中仔细描述

并将缝 头留在里面 也

下面图中的结构缝线（图 6）和装饰丝绸（图 7）的
物品。

增大美观程度（图 9）。
其工艺：首先将鞋面

部件翻面对齐缝合，
再将鞋面与大底反面

图 9 回翻结构鞋子截面示意图
（笔者自绘）
Fig.9

Section diagram of the
turnshoe constructions

缝合后展平缝份，至

此鞋面和鞋底翻转成正面后再与鞋跟接合。其特
图 6 鞋面顶部带子上的双排丝线纹样（原图于书 3343 页）
Double row of silk embroidery between scored lines

Fig.6

点是这种鞋子十分柔软、
轻巧，韧性极佳，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防水的作用。

结构
3“沿条”
“沿条”属于联接部件，
是连接、加固鞋身（鞋
面）和鞋底的结构（图 10）。加入沿条结构一方面
是使针脚延长后中底

与大底紧密缝合而加
大缝合处的承压力使
图7

鞋面顶部带子上的三排丝线纹样（原图于书 3344 页）

Fig.7

Triple row of silk embroidery between scored lines

其更加牢固，另一方
面是为鞋底增加隔层

二 注释

和一定的厚度，起到

制鞋法
1 “一体式”

防水的作用。另外当

“裹脚皮”
。在远古
“一体式”
鞋子源于最早的

外底损耗需要更换

的石器时代，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对兽皮

时，只需要换掉外底

的加工十分粗糙，用锋利的石器在兽皮边缘砸出

重新将沿条与外底缝

图 10

沿条位置示意图（笔者自
绘）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wel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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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蜡线

合；
而沿条损坏时，
也可以更换沿条和外底，保证
鞋子坚固耐用。随
鞋面在修理过程中不受损怀，

皮革切成细条后或者是丝线、麻线加捻后表

沿条结构
着社会发展与人们对鞋子功能的需求，

面打一层蜡，
起到加韧、
加固、
防水、
顺滑的作用。

从最原始的
“水平”
沿条结构发展、
衍生出许多不

5 加强筋

“固特
同的结构制鞋方式（表 3），
其中最有名的是

（shank），是
加强筋也称作“龙骨”或“勾心”

（图 11），其工艺原理（图 12）、
异沿条结构工艺”

鞋子的支撑结构；一般紧贴内底连接鞋头和鞋

工序与手工缝制鞋基本无异，只不过手缝的方式

跟，它是鞋的脊梁，可以保持底弧度让鞋子不变

被机器代替。这种工艺既牢固、
舒适又防水，
一直

形并稳定鞋跟。

沿用至今并使用广泛。

图 11 “固特异沿条结构”鞋截面示意图（参考图片来自互联
网，
示意图为笔者自绘）
Fig.11 Section diagram of the Goodyear welt construction

图 12

工艺原理示意图（参考图片来自互联网，示意图为笔者自绘）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techn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Goodyear
welt construction

表 3 沿条结构的发展与衍生（表中参考图片来自互联网，
示意图为笔者自绘）
Tab.3

类型

Development and derivation of welt construction
截面示意图

特点

原始“水平”沿条结
构（flat welted）

典型的手缝沿条法，沿条与鞋底呈水平放
置关系，并在沿条内侧一端修出斜边，沿
条、鞋面和中底缝合后再把外沿条与大底
缝合，需缝合两次；中底和沿条之间形成一
个空腔（填充层），一般填充橡木屑，使脚底
柔软、舒适，起到鞋子更合脚的作用。水平
沿条虽起到防水作用但效果一般

回翻沿条结构

翻鞋结构与沿条结构相结合，中底开槽，将
鞋面、沿条和中底缝合翻转后再把外沿条
与大底缝合，需缝合两次；中底和沿条之间
没有填充层。由于翻转的工艺再结合沿条
其防水功能较好，因没有填充层的缘故舒
适度有限，但鞋底轻薄，不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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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固特异沿条工艺
（Goodyear
Welted）

是“查尔斯·固特异”在发明了缝沿条的机
器，因此将其工艺称为“固特异延条结构制
鞋技术”。其工艺原理、工序与手工制鞋基
本无异，只不过手缝的步骤被机器代替。但
是机器无法达到“中底开槽”只能在中底上
黏上麻布条，将沿条、鞋身和麻布条缝合；
中底和沿条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以橡木碎
屑填充后，然缝合沿条和开了暗槽的外底，
需要缝合两次，因此即牢固、舒适又较为防
水。此种工艺一直延续至今使用最广泛

“雷雨式”沿条结构
（Storm welted）

也成为“反向”沿条（Reversed Welted）结
构，其内侧外翻以及多加一层外底，共有三
需要缝合两次。由于
层鞋底和一层填充层，
鞋底的增加和沿条的翻折使防水效果显
著，但此类鞋子最为笨重不够轻盈

“巴伯尔”沿条结构
（Barbour welt）

此种鞋子结构的不同之处主要是使用的沿
条与以上有所区别，该沿条是“一体式翻
折”的结构，由沿条生产供应商“巴伯尔”
（Barbour）得名，因其“一体式”的特点防水
功能介于“雷雨式沿条”
与“水平沿条”
之间

“挪威缝”沿条结构
（Norwegian Sewn
welted）

最大的特点是将鞋面向外翻形成连体的沿
条结构，最传统的挪威缝需要用到三道缝
线，最上面一条缝线是把鞋帮和内底缝在
一起，中间一条缝线把鞋帮翻出来和中底
缝合，形成一个“八”字结构特点，最下面的
是将中底与大底缝合。整个鞋底看上去很
厚，鞋边缝线密集有两道，上缝线像辫子一
样，下缝线和沿条一样单线。此种结构更结
实、牢固，风格更豪放粗犷，可以达至极佳
的防水、防雪效果

“韦尔特·肖恩 ”结
构 （Veldschoen
Construction）

最大的特点是使用双层鞋面，一层向外翻
形成连体的沿条结构，而另一层内折与内
底缝合，此种鞋子共三层鞋底，需要四次缝
线，其中一条穿过中底，另一条贯穿所有
底，双层鞋面缝合后再与沿条中底一起缝
合，因此即牢固又保暖可以做到完全防水，
但较为厚重，
早期多用作登山鞋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