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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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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的纺织服饰编译 （二）
孙方姣 1，厚宇德 2
（1. 江苏师范大学 科文学院 徐州 221100；
2.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 要：[研究方法]文章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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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篇关
于皮革制品上缝纫介质的考古报告，[研究结果与结论]通过翻译该考古报告发现：考古专家对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和
中世纪约克郡时期皮革缝纫介质的材质持有不同的研究观点；动物纤维和亚麻线作为缝纫介质的使用，存在相当长的
重叠时期；但是，在中世纪时期亚麻纤维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到 14 世纪末亚麻线已成为缝制鞋子的标准材料。文章
根据报告中的记录，整理了此时期皮革缝纫线的材质，缝纫线加捻方向和结构，以及鞋子所使用的部位等。通过注释，
详细介绍了该报告中考古挖掘点的位置，皮革缝纫的针法，以及“Z”
“S”向加捻的工艺技术等。为更好的研究中世纪皮
革制鞋与皮革缝纫相关技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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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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UN Fangjiao1，HOU Yude2

（1. Jaingsu Normal University Kewen College ，
Xuzhou 221100 China;
2.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selects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sewing media on leather products from Craft,Industry and Everyday
Life:Leather and Leather Working in Anglo-Scandinavia and Medieval York. Through translation of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about the stitches on leather products, it is found that archaeologist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materials
of sewing media in leather products of Anglo Scandinavia and Yorkshire in the middle ages.There is a long overlapping period
between animal fiber and flax thread as sewing medium;However, flax fiber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middle ages.
By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 flax thread had become the standard material for shoes.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the report, the
material of leather sewing thread, twisting direction and structure of sewing thread, and the parts used in shoes are sorted out.
The location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he sewing method of leather, and the twisting technology of "Z" and "S" in the report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leather shoe making and leather sewing technology in the mid⁃
dle ages.
Key words：Anglo-Scandinavia; Medieval York; sewing medium; leather sewing; archaeology

考古研究表明，盎格鲁-斯堪的那维亚时期经

的皮革残片上，发现了大而圆且有规律的针孔，人

常使用“皮条”作为缝纫线，缝合鞋底与鞋面，以及

们认为，这些针孔是用动物纤维制成的线（例如，切

鞋面上的其他部件。并且从考古发掘的几只鞋子

割细致的皮条、羊毛线、丝线等）缝合后而形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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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铜街 16-22 号

和贝德恩制造厂出土的皮革制品上的缝纫线》是学
收稿日期：2020-09-29；
修回日期：2020-12-23。
作者简介：孙方姣，硕士，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教师。通

者佩内洛普·沃尔顿·罗杰斯（Penelope Walton Rog⁃

ers）
（注 1）的一篇关于中世纪考古皮革制鞋中缝纫

信作者：厚宇德，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博

介质的考古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对挖掘出土的

士生导师。

皮革制品和制鞋样本中残留的缝纫介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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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鉴定，结果发现：鞋子的残片中，鞋底与鞋帮的连

后，认为缝纫线的存在是罕见的，残存率相对较

接处会发现残存的缝纫介质，鞋面上还会出现功能

低。在铜街（注 2）16-22 号考古发掘的大量皮革制

品中，仅发现 18 个样本，以及来自贝德恩制造厂出

性缝线和装饰性缝线。利用光学显微镜检测，有些

土发掘的 2 个较小的样本（表 1）。

鞋子残片上针孔里残留的并不是缝纫介质，而是因
长时间被埋藏在泥土中生长的植物根系；还鉴定出

两条鞋带子上残存着缝纫线，一条是沿着外

边缘缝合，如 15688 号样本（表 1、表 2）；另一条是

残留的缝纫介质纤维属性与组织结构的特点，是以
动物皮毛纤维和植物纤维为主，加捻后的螺纹结
构。报告研究确定了动物纤维与植物纤维制线的
使用时间，并肯定植物纤维制线在 14 世纪之后已

穿过铁环或扣子，环绕缝在一起，如 15875 号样本

（图 1）。带子的接缝是采取手工双针缝纫法（注 3）

经成为主要的缝纫介质。

1 编译：铜街 16-22 号和贝德恩制造厂出
土的皮革制品上的缝纫线（Sewing threads
on leatherwork from 16- 22 Coppergate
and Bedern Foundry）
学者古比茨（Goubitz）对出土的皮革制品研究

即两条缝线交叉穿过同一个缝合孔（图 2）。在皮革

制成的鞋子通常是利用此针法缝合鞋底与鞋帮。
鞋子上的其他部位也发现了许多零碎残留的缝纫
线，如鞋底之间的缝合处，鞋面的侧缝处，以及鞋面
上沿处，这些都是功能性缝线。而在顶部的两条鞋
带上则出现了装饰性的缝线（图 3），这鞋带能起到
收紧鞋口的作用。

表 1 铜街 16-22 号和贝德恩制造厂出土的皮革制品上的缝纫线（原表于原书 3260 页）
Tab. 1 Sewing threads in leatherwork from 16–22 Coppergate and Bedern Foundry
地点/期

时间

铜街 4A 期

-

铜街 4B 期

-

样本

螺纹结构

编号

Z2S, 直径 2.0mm

动物纤维

鞋面：耐久的边缘和侧缝

sf7925

Z 向，
多股

亚麻、
大麻，部分被加工

鞋面：
耐久的边缘和上边缘

15366

Z2S, 直径大于 1.5mm

15382

Z2S,直径 3～4mm

灰色羊毛

鞋：
耐久的边缘和侧缝

–

鞋面：
耐久的边缘

–

亚麻、
大麻，部分被加工

鞋：隧道缝

sf16295

–

可能是动物纤维

鞋面：
耐久的边缘

动物纤维

鞋底：隧道缝合

sf18071

Z 向，
双股

12 世纪早期

15522

Z2S,直径 1.3mm

15540

羊毛

Z 向 结 构 较 弱 ，直 径

丝绸，未染色

0.8mm

鞋大底：耐久的边缘
鞋 带 ：在 刻 痕 线 上 间 距 3～4mm
绣十字绣，
每 1cm3 个

亚麻、
大麻

sf2263

–

亚麻、
大麻

鞋底

sf3934

Z2S

动物纤维

鞋底和沿条

sf860

S 向-股

亚麻、
大麻，部分被加工

鞋底：
耐久的边缘

15688

Z2S,直径 1.0mm

亚麻、
大麻，部分被加工

带子：边缘缝 8mm 长

15498

-

亚麻、
大麻，部分被加工

鞋面

17 至 18 世纪

sf488

-

可能是亚麻、大麻

鞋底

-

15543

14 世纪

15870

Z 向,双股

15875

双股（方向不清）

纪，
按时间顺序
排列）
13 至 14 世纪
15 至 16 世纪
晚期

贝 德 恩 制 造 厂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

sf1992

棕色动物纤维，可能是

–

12 至 13 世纪
铜街 6 期（中世

4.2 期

鞋底：
耐久的边缘

双螺纹

-

3.2 期

羊毛

15421

铜街 5B 期

贝德恩制造厂

棕色动物纤维，可能是

sf10663

-

期）

部件与部位

sf17614

铜街 5A 期

铜街（其他时

纤维材质

亚麻或大麻，部分被加
工，
可能是亚麻
亚麻或大麻，部分被加
工

鞋底

童鞋：鞋底

扣环皮带：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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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编号

部位

15688

织带接头

15370

鞋，仅鞋面，低
帮 ，无 带 ( 或 无
扣)的便鞋

15521

鞋底，左脚

15523

鞋底，左脚

时期

-

长：
245mm；宽：
117mm；
厚：2.6mm

长：
252mm；掌宽：
94mm；
腰宽：
12 世纪晚期
59mm；
跟宽：
73mm；
厚：
4.2mm
-

鞋底，右脚

13/14 世纪

15870

鞋底

-

15366

鞋底，低帮，无
带 ( 或 无 扣) 的
便鞋

鞋底，右脚

规格

长：
83mm；
14 世纪中叶
接头处宽：
65mm；
早期
厚：
3mm

15518

15522

表 2 出土的鞋子残片的样本分析
Sample analysis of unearthed shoe fragments

-

-

长：
240mm；掌宽：
79mm；
腰宽：
30mm；
跟宽：
47mm；
厚：
4.8mm

（鞋面）长：
220mm；
宽：
120mm；
厚：1.6mm

长：
275mm；掌宽：
112mm；
腰宽：
12 世纪早期
82mm；
跟宽：
90mm；
厚：
4.0mm

图 1 样本 15875 中带铁环的带子（比例尺 1:3）
Fig.1 Band with iron ring in sample 15875(Scale 1:3)

材质

特征

不明

带子的接头两端呈 90 度重叠，中间有一个 15×13mm 的
穿孔，边缘有一排缝合的针眼和一些明显的随机缝合
的针眼。同时，每条带子的双面都有针孔；一些缝纫线
还被保留了下来

牛皮

一片式无接缝的低帮、无带鞋面，后缝至鞋跟。鞋面边
缘与鞋跟采用隧道缝（挑缝）结构缝合，在鞋跟处形成
浪形边缘。面上呈现肌理感。顶部边缘用鞭缝完成。
最上面的带子是折叠的，宽 1.5 毫米，面朝下，向外折
叠，
靠着上面的边缘，
这样缝线就可以穿过两层厚度

牛皮

椭圆形脚趾，鞋腰宽大且不对称，宽圆形底座。隧道缝
（挑缝）结构。其表面有轻微划痕

-

椭圆形脚趾，鞋腰宽大且不对称，底座和内侧边缘撕破
了。隧道缝（挑缝）结构。鞋底至少已经被缝合在一起

牛皮

尖头，鞋腰紧窄且不对称，窄圆形底座。隧道缝（挑缝）
结构。沿条在鞋底内侧部位断裂，呈条状，上面有肌理
的缝合针孔。其他两个，也如上述，但是其中一个上面
有肌理状的刀痕，是用小刀在边缘穿孔形成。鞋底呈
块状，适合于踏面的部位。两个鞋面呈破裂的碎片，一
个是被切割下来，与剩余的残片拼接缝合。另一个直
接用隧道针法焊接缝合，即相反的凸面与相邻穿孔以
及其他撕裂的边缘使用隧道针法对接缝合

-

仅在腰部至底座的前面断裂，腰部和根部都非常紧
窄。采用隧道缝（挑缝）结构

牛皮

底座部位有鞋跟，而且只有左侧，没有鞋腰，脚趾形状
也不确定，有些缝纫线还保留在上面。鞋面属于一体
式，后面与鞋跟缝合。左四分之一和顶部边缘出断
裂。采用隧道缝（挑缝）将鞋底与鞋面缝合

牛皮

部分缝纫线保留下来，圆头，腰部宽且不对称，宽圆形
底座。隧道缝（挑缝）结构。鞋底与底座处呈现的隧道
针法表明两者被缝合在一起

图 2 样本 1590 中的双针缝纫法 图 3 带 子 上 装 饰 性 的 缝 线（原 图 于 书
Fig.2 Double needle sewing meth⁃
3344 页）
od in sample 1590
Fig.3 Decorative stitching on the belt

报告中记录，作者采用装有偏振光分析仪的透

察，真正的缝纫线一般存在于功能性接缝处，可辨

射光显微镜，在 400 倍放大率下对残留的缝纫线纤

别出的材质为植物纤维和动物皮毛纤维，以及在鞋

维进行了整体与横截面的检测。经检测证实，样本

15370、样本 15521、样本 15523 和样本 15518（表 2）
中残留的纤维状物体不是缝纫线，而是丰富的植物

根系，这是由于样本长期埋藏在地下，而一些植物

面处的丝绸刺绣织带。
学者卡特林（Catling）和格雷森（Grayson）认为，
在出土的 14 世纪童鞋中，即样本 15870（表 2），一根

线头上尽管显示出具有细胞末端“长而细”的特点，

根系倾向于遵循阻力较小的沟壑、孔洞生长，即它

以及其他类似亚麻纤维的特征，但是由于纤维组织

们经常沿着缝线的痕迹生长，并侵入到针孔里。因

保存得不够完好，也是无法对其材质进行明确的鉴

此，肉眼看上去它们类似于缝线。通过显微镜的观

定。而在其他挖掘出土的皮革制鞋中，检测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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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束”状亚麻或大麻的纤维残留，这表明此种纤

里，含有亚麻纤维。学者托马斯（Thomas）研究认

维没有经过加捻处理，与用于缝制亚麻织物的柔软

为，在珀斯大街出土的 12 世纪到 14 世纪中叶的皮

的纱线不同，是一种没经过彻底加工而形成的相对
结实又坚硬的缝纫线。
在考古挖掘中发现，动物皮毛纤维的存留状

鞋中，包括了一些使用动物皮毛纤维缝制的皮鞋。
而学者普里查德（Pritchard）研究认为，在 14 世纪末
的伦敦，使用亚麻线缝纫皮鞋。学者沃尔顿·罗杰

态也很差，很难确定具体的材质。除了样本 15382

斯（Walton Rogers）研究认为，在赫尔大街和蒙诺街

羊 毛）的 横 截 面 、表 皮 鳞 片 图 案 和 色 素 的 分 布 。

缝纫的痕迹。

（图 4）中检测出存在灰色羊毛（即有黑色纤维的白

其他样本中的缝纫介质也只能被检测鉴定为动
物皮毛纤维，尽管它们是羊毛的可能性很大，但
依然不能进一步确认。其中 15366 和 15522 两个
样本（表 2）中残留的纤维，颜色分布均匀，也仅能断
定这两个样本中的缝纫介质是天然的棕色纤维。

出土的中世纪晚期的鞋子上，也发现了使用亚麻线
因此，研究报告表明，动物皮毛纤维制线和植
物（亚麻/大麻）纤维制线作为缝纫介质使用在皮鞋
缝纫中，存在相当长的重叠时期。但是，在中世纪
时期亚麻纤维制线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到了 14

世纪末亚麻纤维成为鞋子缝纫介质的标准材料。
这一结论是无可置疑的。

2

注释

（1）佩内洛普·沃尔顿·罗杰斯（Penelope Wal⁃

ton Rogers）。

她是盎格鲁撒克逊实验室的所有者，约克大学

名誉访问研究员，约克大学考古系兼职教授。其专
业领域主要是对欧洲西北部中世纪早期（公元 5 至

11 世纪）研究，作为一位考古项目经理，具有对挖掘
出的样品做后期分析方面的特殊技术能力；她经营
的实验室，也会提供一系列学术和专业服务。除
图 4 样本 15382-鞋子残片（比例尺 1:3）
Fig.4 Sample 15382 - fragments of shoes(Scale 1:3)

在对残存的缝纫线组织结构进行检测时发现，
大多数可以确定为螺纹结构。其中，有的是沿着
“Z”方向旋转加捻（注 4），或是在“S”方向上旋转加
捻的双股纱线。这类（“Z”和“S”捻向）纱线的组织

结构与铜街出土的用于纺织品织造的羊毛线和亚
麻线的结构相同。
根据材料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将样本排列会发
现：中世纪时期亚麻织品（亚麻/大麻）的使用量有
所增加。即，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 7 个可
以鉴定出纤维材质的样本中，5 个是动物纤维，2 个

是亚麻纤维；而后期（铜街 6 期与贝德恩制造厂的
3、4 期）的 12 个样本中，2 个是动物纤维，10 个是亚
麻（不包括丝绸织品）。

此，个人研究兴趣广泛，其中包括通过考古记录重
建妇女的生活、地区文化和政治边界、移民模式、服
装和纺织品，以及异教徒和宗教仪式（包括向基督
教的过渡）等许多方面[2]。
（2）铜街（Coppergate）。
在维京语中“gate”不是“大门”，而是“街道”的
意思。铜街是约克考古的主要挖掘地点（图 5）。
1972 年约克考古信托基金会在劳埃德银行（Lloyd’
s）下边的人行道的沟壑中挖掘出盎格鲁-斯堪的纳
维亚时代的物品。1976 年约克市议会（City of York

Council）决定由约克考古信托基金会对铜街地区进
行挖掘，历时 5 年（1976～1981 年），挖掘面积在扩
大到 1000 平方米，记录了 4 万多个考古环境点。此

处考古层颇深，年代可上溯到维京时代，由于地层
潮湿，又属于泥炭质，保存了大量的木架构建筑，植

由于此发掘地点的相关数据较少，还需要根据

物、种子、昆虫遗骸、动物骨骼（包括食物残渣中的

其他学者的研究数据与结论对上述观点进行验

动物骨骼）等有机物，服装、鞋子等纺织品，甚至发

证。其中，在人行道 6～8 号发掘点出土的一只儿

现了人体寄生虫卵和花粉。约克考古信托基金在

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 1150～1200 年。学者戴尔

用来展示挖掘出土的文物。该中心于 1984 年 4 月

童的鞋子，检测结果显示残留羊毛纤维，而此鞋的

（Dyer）和韦纳姆（Wenham）研究认为，在约克郡的
费塞街出土的一只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鞋

考古遗迹上建立了维京中心（Jorvik Viking Centre）
14 日正式对外开放。维京中心基于铜街挖掘中实
际考古证据，采用遗产复原的方式，不仅重建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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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 2 号线穿过两层皮革时，
互不干扰，交错而过。其优点

是缝纫较为结实，即使某两个
针孔之间一侧的线磨断了，另
一侧的线不会受到影响，依然
起到支撑缝合的作用。缺点
是在缝合时所需的缝纫线较
长，每穿一针，都得穿过针孔，
经过多次拉拽，容易造成缝纫
线的磨损和脏污[5]。
2）双针双走。

皮革双针缝线法中的“双
针双走”
（图 7）是常见的工业

缝制方法。此种针法的特点
图5

铜街地理位置示意图（笔者翻译后重绘，原图于原书 3187 页）
Fig.5 Location map of Coppergate

是，先将 2 号线随针穿透两层

皮革时在另一侧形成一个线
环，再将 1 号线穿过线环，随

后收紧 1 号线并将 2 号线顺势
拉入皮革中，即 1 号与 2 号线
在皮革内相互绞绊收紧。此

种针法适合缝制较大的皮革
制品。使用此种针法，可以先
用带针孔的锥子将 2 号线穿
图 6 双针单走针法截面示意图（笔者自绘）
Fig.6 Section diagram of double needle and dou⁃
ble suture

入针孔，并推入皮革中，然后

图 7 双针单走针法截面示意图（笔者自绘）
拉住 1 号线即可，这样可以减
Fig.7 Section diagram of double needle sin⁃
少缝纫线随着每一次穿孔时
gle suture

拉 拽 ，而 造 成 磨 损 和 脏 污 。
但是，此种针法的缺点很明
显，即如果其中某个针孔位
置的线磨断，则另一侧的线
也会松脱，缝合的部位就不
够结实[5]。

图 8 平针缝纫针法截面示意图（笔者自绘）
Fig.8 Section diagram of flat stitching

图 9 绕针缝纫针法截面示意图（笔者自绘）
Fig.9 Section diagram of winding stitching

京时代约克的城市、房屋、作坊和后院，还展现了维
京时代的声音和气息[3,4]。
（3）双针缝线法。

在皮革缝纫中双针缝纫法是最经常使用的针
法，又会分为“双针单走法”和“双针双走法”。除了
双针缝纫法之外，在缝合皮革时也会经常使用到单
针法，单针法最常见与使用的是“平针法”和“绕针
法”。
1）双针单走。

皮革双针缝线法中的“双针单走法”
（图 6）是常

见的皮革手工缝纫针法。此种针法的特点是，1 号

3）单针“平针法”。

平针缝纫法（图 8）采用

的是一针一线的缝纫方式，起针从后片开始，线头

留 1-1.5cm 置于两层皮革中间，直接一孔接一孔

“Z”字形的穿针，缝纫后露出皮的边缘[6]。优点是常
规便捷，缝纫迅速。缺点是皮革边缘容易磨损，如
果其中一孔断裂后，其他容易松散。
4）单针“绕针法”。

绕针缝纫法（图 9）采用的是一针一线的缝纫方

式，起针从后片开始，线头留 1-1.5cm 置于两层皮革

中间，然后依次穿针绕线。当结束绕线时，故于最
后第二个洞时须留一松环以利于拉紧线[6]。缠绕在
皮的边缘，优点在于防止皮的边缘磨损，带有装饰

服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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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缺点则是缠绕边缘的缝线容易磨损，如果断裂
一针，
其他的线容易松散。
（4）加捻。
纱线的加捻分为
“Z”捻 向 与“S”捻 向
（图 10）。其中顺时针

旋转为“Z”向（正向），
逆 时 针 旋 转 为“S”向

（反向）[7]。加捻是对纱
线在同一捻向上增加
捻度，会使纱线结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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