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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纺纱工具纺轮诞生初探
饶 崛，李建强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430200)
摘 要：[研究意义]纺轮的出现使得原始纺织产业初露端倪，它是现代纺锭的鼻祖，为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文章在考究绳的原始制作方法基础上，结合原始物质生活状况，解析了纺轮的诞生过程。[研究结果与结
论]研究认为：纺轮的出现，是制绳过程中结并、纠缠、摩擦搓捻、旋转加捻到重力加捻转变的结果，是人类迫切需求下在
实践中不断发现、
开拓、创新的结果。纺轮的出现成功实现了从粗绳到细纱（线）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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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irth of Primitive Spinning Wheels
RAO Jue, LI Jianqiang

( School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200 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spinning wheels makes the original textile industry take shape. The spinning wheel is the ancestor
of modern spinning and has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extile industry. By studying the old
manufacturing method of rope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original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the birth of the spinning wheel is ana⁃
lyzed.The study holds that:the emergence of the spinning wheel i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alescence, entangle⁃
ment, friction twisting, rotary twisting to gravity tw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rope making. It is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nkind in their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urgent needs. The emergence of spinning makes the
heavy rope evolved to spun yarn (thread),which is a historic turning.
Key words: rope; production; spinning wheel; spinning; birth

绳、线（纱）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软质器物工
具，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完
美完成了串、结、捆、绑、系、挂等的耐久性呈现。

对纺轮的诞生进行了解析。

1

纺轮出现前的原始”纺”
自然界中虽然广泛存在着长度较长，柔韧性较

绳、线（纱）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之一是细度差异。绳

好的，可直接获得的植物藤条或者动物筋皮，但是

到纱线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细纱线的出现，

其长度、使用时间、强度等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

为纺织文明、服饰文明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

求。为了获得经久耐用的工具，原始人类通过各种

间。纱线的诞生与原始纺纱工具纺轮密切相关，纺

方法来实现。

[1]

[2]

轮是最早的纺纱工具 ，是现代纺锭的鼻祖 ，其纺
纱原理传承至今。纺轮在全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晚

1.1 结并
最开始的绩结是直接将未经过处理的植物

期的考古发掘中被大量发现，且其形制变化不一、

长条绩结在一起。如在两根长条间打结从而实

纹饰图案丰富多变，成为原始技术和文化的载体。

现有效连接和并和，示意如图 1 所示。这种打结

本文在探究绳的制作基础上，结合原始生活状况，

方法在后世也被继承和发展，中国结就是最好的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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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结示意图

现代中国结
图1 结
Fig.1 Pigt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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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姣合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of Jia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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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结

湘西花坦县的手工绩麻

手工编绳

图 3 辫、编
Fig.3 Plaiting

和南美的其他地区使用[3]。

1.2 姣缠
结所实现的平行并和使得其在使用过程中存
在诸多局限，通过姣和的方式，使得植物藤条、草、
筋等实现较紧密的纠缠，有效增加其强度和耐用
性。如图 2 所示。

1.4 搓捻
原始捻可分为手捻和腿捻，利用纤维束在手掌
间或腿与手掌之间摩擦旋转使纤维束捻合在一
起。由于长期摩擦对手及腿带来的伤害性作用，人

这种通过姣实现纠缠后期慢慢发展为辫结，手

工辫结方法在湖南湘西仍然可见，经过后世发展为
编结物（图 3），
且为织的诞生和发展埋下了伏笔。

1.3 转捻

们开始借助瓦片等工具协助加捻，如图 5 所示。摩
擦搓捻的方法在现代被利用发展为摩擦纺。

结的并和，姣、辫的纠缠，转、搓的摩擦抱合使
得粗细不一、长度不一的动、植物筋皮被有效绩结

转念是使纤维束绕自身旋转来实现紧密抱
合。具体方法为一只手握住纤维束 360°往复旋转

为具备一定粗度和长度的绳。绳及其遗留痕迹在
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河姆渡第一期文化遗址中

并抽拔纤维，另一只手在抽拔端握持控制抽拔出的

发掘出土粗草绳 [4]、麻绳 [5]，浙江钱山漾出土的麻绳

纤维量并捋顺，通过两只手的配合完成对纤维的旋
转加捻，直到手部达到卷绕的最大量。当代农村仍

结 [6]，日本“绳文时代”的绳纹陶器 [7] 等，具体如图 6

然保留着这种方法获取捆绑用的草绳。另外还可

证明了原始人的结绳技能已相当不错。绳是人类

利用棍棒旋转加捻及卷绕，实现更大的卷装，如图 4

所示。棍作为纺纱工具仍然在秘鲁的希卡马流域

所示。这些都证明了原始绳的存在和利用，同时也
智慧的载体，
是人类双手的延伸。

2 纺轮的诞生
2.1 人类迫切需求
草、筋易断，易霉变，且长度有限；绳较粗，难用
于缝制、编织等精细工艺。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
生产生活需要，人类迫切需要经久耐用，更细更长
替代物的出现，马斯洛认为人的最迫切需要才是激

图 4 旋转加捻（徒手和借助棍棒）
Fig.4 Rotary twisting（unarmed or with the help of sticks）

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8]。于是人类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发现。

图 5 摩擦搓捻
Fig.5 Friction twisting

河姆渡文化粗草绳

河姆渡出土麻绳

钱山漾出土的麻绳结

图 6 考古发掘“绳”及其印迹
Fig.6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rope and its imprint

日本绳纹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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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绳方法和工具的利用
棍棒是一切木器工具的鼻祖[9]，
它在原始社会应用于各个领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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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分打击及雨水浸泡的植物筋皮可分裂为更多更
细的纤维状材料，且不易折断。捕猎过程中收获的
毛皮的暖和、
毛的柔顺、弹性令人类向往。

棒的原型如图 7 所示 。木棒在制
[10]

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根

长杆虽然能帮助实现大容量的卷装
及代替手指帮助纤维旋转，但是这 图 7

佤族的剑木棒
Fig.7 Sword sticks
种旋转需要人不断的施力。因此，
of Wa na⁃
人类迫切需要更加省力的工具来
tionality

代替。

2.3 （带孔）重物的利用与发现
穿孔饰品在中国最早的出现，是在旧石器时代
中晚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山顶洞遗址出土大量
穿孔物件，其中一件穿孔石坠 1 件、石珠 7 颗如图 8

所示[11]。原始人类利用这些穿孔器物进行渔猎及制
作发明。如利用穿孔骨质鱼钩捕鱼，
“投石索”捕猎
等。在渔猎过程（图 9）中慢慢发现悬吊重物于藤筋
可有效实现对藤筋的捻合，
且省力。认识到利用悬吊

重物进行旋转可实现软质材料的旋转扭和或受自然
现象悬吊蜘蛛及穿戴饰品受力旋转的启发
（图10）
。

图 11 复合工具
Fig.11 Composition tool

2.5 复合工具应用的启发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已经会制作简单的复合
工具，利用木与木、石、骨等通过捆绑、穿孔等方式
紧密结合，制成更高效的工具，大大节省了人力，提
高了效率。
原始纺轮作为复合工具的一种，在这种环境中
应运而生。它充分利用重物与长杆的有点，且巧妙
得将两者结合，
配合双手完成牵伸、
旋转加捻及卷绕
（如图 12 所示）。浙江、
江西等地都有新石器时代带
杆纺轮的出土，如图 13 所示。纺轮的出现，有效实
现了纤维束通过外力（重力）持续（一段时间内）旋转

捻合，
且随着纤维脱胶技术的进步，
所纺纱线越来越
细，
完成了人类从绳纹时代到细线岁月的蜕变，
且为
后期纺织技术的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图 8 山顶洞遗址出土石坠和石珠
Fig.8 Stone pendants and bead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Up⁃
per Cave
图 12 纺轮纺纱示意图
Fig.12 Spinning diagram

图 9 渔猎过程中的收获及自然现象启发
Fig.9 Harvest in the process of fishing and hunting and inspiration
from natural phenomena

图 13 玉纺轮(浙江)和木方轮(新疆)
Fig.13 Jade Spinning wheel (Zhejiang) and wood Spinning wheel (
Xinjiang)

3 结论

纺轮的出现是人类迫切需求及实践中不断发
现、开拓、创新的结果，它的出现离不开绳的贡献。
原始人类在制绳过程中对植物筋皮及纤维的认识、
对旋转加捻的认识及对复合工具利用等，一步步实
现了从结并、纠缠、摩擦搓捻到旋转加捻、重力加捻

图 10 动、植物纤维认识与利用
Fig.10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animal and plant fibers

2.4 对纤维的认识和利用

原始人类在对动植物筋皮、植物藤条、树叶等
的使用过程中，对纤维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通过

的转变，
在同一工具上实现了牵伸、
加捻及卷绕。在
这一过程中，
大大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绩
结效率。纺轮的出现是真正的纺纱开始出现的标
志，
它是纺纱机械产生和发展的起点，
它为后世纺织
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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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und-Feet and Saucers Shoes
LIANG Wenq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裹小脚又称缠足，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
至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缠足》载：
“
《道山新
闻》云：
‘ 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做金莲，高六
尺……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
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
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
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另有
《南史·废帝东昏侯》中记载“凿金为莲华以贴地，令潘妃
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
”
《艺林伐山》记载：
“行都妓
女，皆穿窄袜宫鞋如良人。
”综上所述，窅娘为可考证的中
国古代缠足先驱，且缠足这一习俗自上而下进行传播，直
至在南宋以后在民间普及。
缠足使女性身体行动不便，为何这一陋习能在中国
流行 700 多年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①封建礼教根
深蒂固，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观点导致女性观女性
地位极低。缠足正符合对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要
求，终守华门，减少与外界的交流，作为男性的“附属品”
存在。②从身体力学的角度来看，缠足的女性需靠挺胸
翘臀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视觉上比不缠足的女性身体曲
线更为妖娆。近代学者辜鸿铭曾大肆颂扬过小足与性感
之间的关系：
“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
作用。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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窕，体内血流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
美观。
”仅仅这一臆想对女性身体的迫害持续了千年之
久，
男权通过女性的身体得以映射。
汉族女性的三寸金莲与满族女性的花盆底，看似两
个毫不相干的分支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缠足为汉族女
性带来伤害的同时，同样如蝴蝶翅膀一般煽动着满族女
性对美的认知，为他们的着装观点带来了一定影响。满
族女子虽为天足，但羡慕三寸金莲的大有人在。冯翼才
在《三寸金莲》中曾记载：
“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
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
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裹不误，
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儿’来。
”而
“花盆底”正可以巧妙化解这一尴尬。花盆底又称“旗
鞋”，为清朝满族女子所穿，用木作底，在鞋底中间部分，
一般为 5-15cm 高。满足女性为了遮盖天足上穿宽大的
旗袍盖住鞋面，只露出形似花盆形状的鞋底，营造出精致
纤小的假象，走起路来杨柳摆风，与当时的汉族女性的三
寸金莲不谋而合。虽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花盆底
出现的主要目的为调节女性的身材比例，显的更加修长
挺拔。但笔者认为，汉族女性的三寸金莲对花盆底的出
现一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定层面上改变了满族女
性对脚的审美趋向。
三寸金莲与花盆底诠释了中国旧时女性“莫道不销
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病态美，映射了男性对女性
的绝对控制。三寸金莲，不仅是穿在女性的小脚上的绣
花鞋，
更是禁锢女性的枷锁。
（责任编辑：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