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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动力机器染色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曹振宇，慕 童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摘 要：[研究意义]我国近代动力染色工业的创建与发展对我国纺织印染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剖析机器染整业的分期发
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史的发展研究。[研究方法]文章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对近代动力机器染色工业
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我国近代动力机器染整业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
①初创期（1897 年～1929 年），这一时期染整业的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中，资金、设备、技术都是起步状态；②兴起时期
（1930 年～1937 年），基于前期经验，这几年不断完善生产链，还拓展了设厂地域；③曲折发展期（1937 年～1945 年），此
期受抗日战争影响，整个行业亏损巨大，工厂纷纷采取紧急措施挽救生产，在严峻的环境下仍有发展；④恢复期（1945
年～1949 年），战后各地染厂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经营权移交或迁回原址，完成了原有工业的复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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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wer Machine Dyeing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CAO Zhenyu, MU Tong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wer dye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s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The analysis of the phased development of machine dyeing and finishing industry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history of China.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research to summary and analyz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wer machine dye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wer machine dyeing and fin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① Early stage(1897- 1929).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eloping mode of dyeing and finishing industry
was still being explored,and the capital,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were all in the initial state;② The rising period (1930-1936).
Based on the previous experience, the production chai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factory area has been expanded;
③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period (1937-1945).In this period,the whole industry suffered huge losses,which was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f the war.Therefore many factories took emergency measures to save production, and they still developed under a se⁃
vere environment;④The recovery period (1945-1949).After the war, dyeing factories in various regions transferred their manage⁃
ment rights or moved back to where the old factory was.Soon these factories completed the production resumption of the original
industries.
Key words: modern; power machine; dyeing industry;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近代我国的纺织生产方式发生大的转变，尤其

认真地对近代机器染色业的发展阶段进行历史分

在合成染料引入之后，不断引进西方染料、漂染技

期，不仅有利于补充近代纺织史的研究，也有助于

术以及进行染整的机器设备，整个发生和发展的过

把握和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史的发展研究。关于近

程是本文研究的主体，简单说就是对近代使用动力

代动力机器染色业历史分期问题，就目前的学界研

机器进行染色的行业发展历史阶段进行分期。机

究来看成果比较少，2008 年杨栋樑在《印染》期刊上

器染色业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多舛的命运主体
是相连的，加之纺织史领域的研究不多，因此客观、

发表《我国近代印染业发展简史》系列论文 [1]，将近
代机器印染业分为萌芽（1914～1937 年）、受挫和畸
形繁荣（1937～1945 年）、调整与恢复（1945～1949
年）三个时期，与本文的阶段划分稍有不同。基于

收稿日期：
2020-05-21；修回日期：
2020-12-09。

外资也是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一条道路，因此就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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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历史阶段而言，并不是只考虑了我国民族工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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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率先使用动力机器进行染整的是由外国人开办

24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四月/第十卷

第二期

的工厂，即英商怡和纱厂，也就把这个点作为了萌

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于是筹集资金，新

芽期的开端。参考当时时代社会背景，将近代机器

增添了不少机器，高薪聘请专业技能较高的师傅。

染 色 业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分 为 四 个 阶 段 ：① 初 创 期

1919 年开办的振泰纱厂，创设了染原布的新工艺。

曲 折 发 展 期（1937～1945 年）；④ 恢 复 期（1945～

器，有了功能不同的各种机器，遂能满足整条生产

（1897～1929 年）；②兴起时期（1930～1937 年）；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达丰染织厂引进了印花机

1949 年）。还要注意的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总是不

链上的需求，包括先后的纺、织和染，而且加工机器

可避免带一些个人主观色彩，因此分期不是绝对

还能生产更多不同种类的产品，可谓一家较为全能

的，只是为了更好的把握和剖析近代染整业的发展

的染织厂。

历程。

最早在织品的精炼工艺上使用机器生产的是

1 机 器 染 色 工 业 在 我 国 的 初 创（1897～
1929 年）

自 1897 年英商怡和纱厂设立并最先使用机器

1912 年日本人率先在沪开办了一家公司名为中华
精炼公司的工厂。我国陈似兰 1918 年在上海开设

了第一家精炼公司。继后有云章染练厂和上海大

进行染色工艺生产棉法兰绒开始 ，一直到 20 世纪

昌精练染色公司于 20 世纪 20 年代先后创办。以上

芽，在探索中发展的态势。究其原因有二：①19 世

进行精炼工艺，除了用碱性的精炼剂，还会取用加

纪后半期，我国引进了合成染料并大量使用，外国

热蒸腾和高挂煮练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工艺手法，

资本不满足于染料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所以开始

生产出来的布匹摸起来既有质感，也有很好看的观

在中国创建机器染色工业以便寻求经济利益。最

感，销量自然不愁。有了更高效的精炼技术，从前

早开厂也是最先引进机器的纱厂是英商怡和纱厂，

的手工练染作坊便遭到淘汰，逐渐被机器工厂替

因此将第一家利用机器进行染整业的工厂的设立

代。

[2]

30 年代前，我国近代动力机器染整业处于刚刚萌

公司在对布匹进行处理过程中多用含碱性的东西

1925 年在沪开办的英商纶昌纺织印花厂，是中

时间来作为开端点。②此厂设立后，许多染整工厂
纷纷效仿，引进一批先进机器进行生产，因 1930 年

国第一家用机器进行印花的工厂，但其经营权在英

之前，还未出现大批量机器生产的染整工厂，只是

商手中 [2]。印染工艺共分五个部分，有印花、整理

不同工序生产部门中各有尝试的探索，所以将初创

等，此厂的经营规模较大，加之机器引进最新的，故

期划在了 1929 年。

可解决大部分纺织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积累到抗战

二：

家完全属于国资开办的采用机器印花的是 1929 年

在这一时期，我国机器染色工业呈现的特点有

前该厂的资金持有量很高，有 1 000 多万元。而首

（1）染整工业的发展模式属于初探中，机器种

在上海地区开设的上海印染公司，此厂的生产能力

类不多，资金与技术也仅是起步状态。工厂引进机

也是在发展中不断提升，
布匹种类渐扩。

器进行工业生产在我国创立和开设的比较迟，这是

2 各地染色工业的兴起（1930～1937 年）

因为利用机器进行布匹染整的难度较大，加上机器
设备价值不菲，当时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因此投资
经费需要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而且能熟练操作这
些机器的人才也要花费些时日去培养和锻炼。
（2）因染整工艺的不同，使用动力机器的时间
有时间差，工艺复杂相对滞后些。发展顺序为先染

1930～1937 年我国近代机器染整业得到初步

提升，各地染色工业发展势头呈上升趋势。将 1930

年作为初创期和发展期的分界线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从两个时期的发展规模和程度上看，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只是在各工序生产中有了使用机器生产
的试验先例，而 30 年代之后，基于前期累积的经
验，各地染整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②1929

纱，后精炼，最后是印染工艺。
[2]

丝光染纱业是最早使用动力机器的 。上世纪

年美国股市泡沫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欧美资

早期，丝光纱线几乎全部都是日本产的。为抵制日

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致于外国资本无

货、挽回漏厄，1912 年诸文绮先生在沪建立一家名

暇东顾，故此时期给国内民族资本家一个发展的机

为启明的染织厂，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各种颜色的

遇。③这个时期国内没有较为严重的对外战争，得

丝光纱线，此染织厂是中国第一家用动力机器进行

以安稳和平地发展经济。

[3]

该时期我国各地染色工业的发展呈现两个特

纱线染整的 。1913 年，王启宇在原来染坊基础上
开办了达丰染织厂，引进用于漂染和精练的机器，
专门用来染丝光纱线。由于生产的纱线品质较好，

点：
（1）各地染整业得到发展，开厂的地域不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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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布在沿海地区，也开始扩展到内陆城市。上海
是近代机器染整业的发源地，后来到抗战前逐渐向
沿海及一些内陆省份拓展，发展势头较好的有山
东、湖北、天津等地，这些地区的特点都是交通比较
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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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0 年代湖北的染整厂总计有 7 家，每年的染布量

估算有 400 万米。天津地区的染整厂到 1937 年前
多达 15 家，每年染出来的人造丝和棉布约 60 万

匹。此外，20 世纪 30 年代初，内陆省份也相继出现
机器染布厂，
如湖南、
山西、四川等。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上海染整业的发展已经

初具规模，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势头。根据地方志和
当时的一些贸易资料，上海地区的染织厂约有 50

抗战前夕我国各省创建的机器染整厂多达 120

家。其中上海地区最多，有 50 多家，而天津地区和
山东地区都是十位数，江苏和湖北地区略少，但分

家，这些染厂年染布量在 500 万匹上下，还生产一

别都有 9 家和 7 家。这些机器染厂的经营范围并不

些规模较大的知名染厂比如达丰染织厂，持有资金

注于某一项工艺生产，比如染纱线布匹的，也有专

便有 100 万两，各式功用的染整机器有 200 台，工人

门对布匹精炼整理的。不过印花厂比较少，只有十

盈利 500 万甚至更多。而当时知名度最高也是生产

的机器设备和生产能力最强；而产品质量比较高以

而且还有一台能够双面印色的高端设备，此厂每年

大华两个厂的资金可谓是百家中最为雄厚的。

些经过印染、印花处理的布匹几十万或百万匹。一

完全相同，有些是全套工艺处理，比较全能，有些专

700 名，每天生产布匹能近 3 000 匹，每年生产可以

几家。在这些国人投资设立的染整厂里，达丰染厂

能力最强的印花厂是上海印染公司，
有印花机 5 台，

及生产速度较快的应该是丽新和大成染厂；庆丰和

盈利金额不少于 250 万两。此外，上海地区还有四

家外国人投资的染整企业，即日商内外棉印染整理

（2）生产部门各有发展，完善了生产链，包括染
纱、漂染、精炼、整理印花等。

厂、
华美印染厂、
英商怡和、
纶昌纺织印染公司[2]。其

我国丝光染纱工业的发展源于始于启明工厂

中日本人投资的印染厂和及英商创办的印染厂每天

和达丰二厂的创办。在这之前丝光染纱都是被日

生产的多种各色棉布基本都在 7 000 匹左右。

本产的纱线垄断。有了这两家工厂丝光纱线便不

山东地区染色工业创建最早的是济南东元漂

再受制于外国，因此盈利情况可观。由于发展势头

染厂和青岛双盛潍染厂。尤其青岛双盛潍染厂引

一直旺盛，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国内的丝光染

进了全套国外制造的生产机器，还请了留学日本的
专业型人才对机器进行操练，可惜在前期运营中因
与日本产品的竞争中受到冲击，一蹶不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山东潍县陈子玉重新投资接管，还

购置了新机器，厂名改为大华机器染厂，才使工厂
[4]

纱工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国产货以压倒性的优势
挤掉了外国工厂，光是上海地区就有 100 多家。后

来因战争和行业竞争等原因受到影响出现衰退情
况。
刮绒行业使用的机器都容易操作，着色方式多

有了新发展 。之后鲁地不断开办了许多新式染布

样，工艺处理不复杂，因此市场上流通的绒布产品

纱厂。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山东地区的机器

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销量最好的是法兰绒和印花

百来台，每年生产布匹大概有 30 多万。青岛阳本

流行的还有单面绒布和产自广东的柳条绒。总之，

染厂就有共计 10 多家，投入生产的各式机器有上

绒，前者是一种双面绒布，后者则多用于衣里，其他

印染厂是全省唯一一家华商机器印染厂，有印花机

国内绒布的销售遍布各地，获利不少。

器 1 台。省内规模最大的印染厂是瑞丰染厂，此厂

整理业的发展因近代染整机械的进步有了新

有多色印花机两台还配备了相应的全套设备，由于

的面貌，之前的手工染坊逐渐被替代，改为用机器

先进的机器和管理经验，国内的印染厂与之相比很

进行轧光。1932 年在沪创办的光华记轧光整理厂

少有占优势的。

便采用新颖的轧光机器，可以连续制布，节省成本

江苏地区最先使用机器染色的丽新染织厂创
设于 1920 年，由唐骧庭筹备资金 50 万而建，厂址在

而且成品效果好。
印花业的起步不算早，但是其特点在于后续的

无锡 。两年后投入生产。到 1935 年时，江苏多地

发展较快，尤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全国各地如雨

家工厂布匹的织、染，也接半成品染色的单子。湖

花工艺与其他染整技术结合的比较密切，比较快速

北地区的染整业发展较快，因为在 20 世纪初期，在

融合成同一条生产链。到抗战前，国内应有印花厂

色工业的基础比较好。在原有基础上，到了 20 世

商厂有 37 台。

[2]

都建有机器染织厂，一共 9 家，经营的范围包括自

汉口还有其他一些市县存在有很多的染坊，说明染

后春笋般出现，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而且印

26 家，华资设厂的有 22 家，印花的机器有 52 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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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国的人造染料厂也开始兴办，到

说呈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已有 10 多家。中国有关染料化

大抵与纺织所需的原料成本不高以及战时整个社

学学科的创建培养的诸多专业人才和许多染整纺

会对物资的需求量突增有关系。利润高自然发展

织厂的设立，这些现实的因素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

繁盛，很多的染整工厂都选择交通便捷的地方复工

[2]

染整业的发展 。

3 抗战时期的染色工业（1937～1945 年）

1937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给机器染整业带来了

复产，到 1940 年前能够开工的老旧新厂大概有四
百多家，漂染、整理、染花机 575 台，丝光机 68 台，创
上海染织业的最高纪录[6]。

不可估量的影响。日军大肆侵略，轰炸连天，整个

染整厂的内迁工作主要是从江苏和湖北迁往

社会动荡不安，工厂生产受到了限制，一直到 1945

川、陕地区。大明染织厂就是由江苏大成染织厂和

态，有着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点，所以单列为一个

地在重庆 [2]。染整机器设备很齐全，数量有 20 多

年日军投降，此八年间染整业的发展都处于战时状

湖北的隆昌染厂以及重庆三峡染织厂合并而成，厂
台，主要以生产棉布为主，产量逐年递增，生产出来

阶段。

的布匹一般就近销售。湖北的申新四厂在内迁过

此阶段的特点有三：
（1）整个行业受战争影响亏损巨大，
部分工厂的
生产陷入停顿状态。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
的工业系统遭到极大破坏，纺织行业中的染整业受
影响最大，亏损多。光是上海和江苏两个地方的染

程中遭到日本军机的偷袭，一部分机器被损坏，剩
下的机器平安运至宝鸡，经过整理和修复，在 1942
年重新开厂营业，
恢复原有的生产。

天津不同于其他地方，没有因为战争而亏损严

整业就净亏上千万元，比重约是整个染整业的 4/5。

重反而不断发展。主要原因是得到东北资本家的

占领，工厂不再拥有生产自主权，加上纺织原料成

之前的旧厂，共有厂数四十几家。这些厂子的设备

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二战纷争加剧，租界地被日军

有力支持。抗战期间，还新增设了 27 家新厂，加上

本增加，金融混乱市场通货膨胀，维持工厂生产的

也是相对齐全，染槽、干燥机、丝光机等都有。其中

资金逐渐不足，因此几乎所有染整厂都处于停滞状

属天津染织厂最负盛名，因之规模大，染整机器新，

态，只有极个别经营规模大的厂还留下一些人维持

可满足生产的全套运行。

基本生产。江苏地区的印染业在战期亏损最多，一

抗日战争期间只有日本的印花厂有了新的发

些较大的纺织染厂遭到敌军炸毁，机器全部损坏，

展，而国内民族企业原地踏足。在八年全面抗战

未伤到的器械也无法维持整套生产，只得将其低价

间，发展势头最好的当属日资染业公司，这家工厂

处理。幸存的漂染厂也因资本家无力支撑只好厂子

得以成为染整业商业巨头的原因则是其拥有整个

的股权人转让出去。抗战期间，唯有零星手工染坊

华北地区唯一一套印染设备，有了这个优势，生产

[5]

还在营业,机器生产基本陷于停顿 。湖北省的福兴

出来的布匹广受市场欢迎。此后该厂接了军队的

染厂由于经营资金问题而暂停生产。1937 年南京事

订单，
补充机器设备，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变发生后，
和兴染厂和隆昌染厂也停止了生产。

4 战后染色工业的恢复（1945～1949 年）

（2）有能力的工厂采取紧急措施挽救生产，在

1945 年日军投降，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内

曲折中发展，甚至呈现出畸形繁荣的局面。抵抗日

逐渐恢复了较为祥和的状态，没有外敌入侵的干

本侵略者期间，染整工厂能采取的紧急措施大多有

扰，国内的机器染整业得以有了喘息的机会，在缓

三条路子可走，一是搬至外国租界地，环境安全得

和中重建复产。再加上之后三年国共内战期间双

以快速复原，不耽误原有生产，而且在租借地可以

方使用军用物资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都对

建立新的工厂；二是不得不迁往内地，比如重庆、陕

染色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帮助作用。1949 年建

西等地；
三是被日本人掌管，
为他们所用。

国后则是当代史的范畴，故不列为本文的研究范

1938 年上半年，上海地区选择搬至外国租界地

的工厂得到复原，有 10 几家复业，如辛丰、国光
等。抗战区也有个别复工的工厂。入秋后，染整业

的贸易也如日中升般发展，还新建了近百家工厂。

围。因此近代机器染色工业史的最后一段时期应
是 1945 年到建国前，此三年最突出的表现是恢复
及发展。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国营染厂移交经营权。1945 年后，日资染

此外，还有一些从江苏地区转移上海复工的共计四

整厂陆续被经济部接管，之后又让中国纺织建设公

地七厂。是年 12 月的时候，整顿后重新开张的染

司掌管着经营权。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印花机器

织厂就有 300 多家，而染整机器也有数百台，可以

60 台，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有 20 台，占了 1/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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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上海地区共有 7 个印染厂，还有 2 个分工

闭与繁荣并存的情况；战后进入到恢复期，解放前

场。上海第一印染厂，是原来日商投资的内外棉第

夕基本完成原有工厂的复原工作，整个染整业的生

一加工厂和内外棉第二家工厂合在一起组建的，

产步入正轨。另外，从 30 多年的发展中我们也能

1928 年创建，于 1946 年 1 月把经营权移交给了中纺

够概括出一些特点，就地区分布而言，染整业基本

公司经营。公司重新开工后生产数量与质量并没

上以东部沿海尤其是上海地区为主，逐渐从长三角

有比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差。根据当时的记载，此

向内陆省份发展；就生产能力谈，印花业因机器设

公司在上海各地的染厂在开工当年便生产了近 300

备不到位发展生产较其他部门迟些，基本发展顺序

万匹布。隔了两年，随着生产车间熟练程度和经验
的增长，这个产值翻了一倍，各色布匹大约有 898
万匹。

（2）各地民营染厂在原先基础上重建或迁回复
建或新立。抗战结束后，上海民营的染整厂也逐渐
恢复生产。到 1949 年 3 月，上海地区的染织厂一共
有 550 多家，17 家拥有印花机器，占全国总量的

是先染纱，后精炼，最后是印染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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