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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探析
程轶凡 1，
郑 新2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武汉 430079；2.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唐代纺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唐政府设置了高度完备的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研
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唐代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探讨了唐代纺织品行
政机构设置的意义。[研究结论]研究认为：唐代纺织品生产管理机构主要分为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宫廷机构和地方官营
机构。纺织品生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是少府，下设织染署、左尚署、中尚署与纺织品生产和供给有关；唐代在内廷及东
宫下设内作使、掖庭局、贵妃院（非常设机构，仅玄宗一朝）、太子家令寺；官锦坊属于地方官营纺织机构，从事纺织品的
生产和供给。设置纺织品生产行政机构的原因是皇室奢侈的服饰需求、政治需求以及私营纺织作坊的兴起，如此制度
完备的纺织业管理体系不仅可以迎合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可以维护王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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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for Textile Produ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G Yifan1, ZHENG Xin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 promoted the Tang govern⁃
ment to set up a highly complete administration for textile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ys⁃
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as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for textile production in Tang Dynasty,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for produ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It con⁃
cludes that th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f textile produ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Shao Fu, the institutions of textile product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Eastern Palac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manage⁃
ment and operation institutions.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re the extravagant clothing needs of the royal family, political
needs, and the rise of private textile workshops. Such a well-established textile industry management system can not only cat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but also maintain the rule of the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extil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f production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非常繁荣的时期

的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较之前代成体

之一，国家的强盛和社会风气的开放极大地推动了

系化且高度专业化，这是什么原因？其实与时代背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发展，特别是手

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唐代纺织品生产行政管

工业的生产在产品种类、工艺技术、生产规模方面

理机构探析唐代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探析生

都有了很大进步。对于唐代统治者阶层而言，纺织

产行政管理机构的研究，仅有李仁溥在其专著《中

品的需求量非常大且是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唐代

国古代纺织史稿》[1]中有简略的介绍，并没有作深入
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非常可惜，特著文以补遗
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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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
1.1 唐代纺织品生产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
唐代的中央职官可分为台省官和卿监官两类，
前者指三省及御史台，属于政务职官；后者指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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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属于事务性职官，是直属中央管理和经营的

生。郑新，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事务机构。唐代纺织品生产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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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府，乃五监之一，少府不仅管理纺织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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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尚署。
《唐六典·卷二十二·少府军器监》

供给，同时也管理手工业。这可从《新唐书·志三十

载右尚署“令一人，正七品下；丞四人，从八品下；监

八百官三》中可知，
“少府，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

作六人，从九品下。右尚署令掌供天子十有二闲马

人，从四品下。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

之鞍辔，及五品三部之帐，备其材革，而修其制度；

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

丞为之贰。凡刀剑、斧钺、甲胄、纸笔、茵席、履舄之

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
”[2]少府下

物，靡不毕供。其用绫绢、金铁、毛革等，所出方土

设五署，其中有三署——织染署、左尚署、中尚署与

以时支送。
”[3]574 右尚署共 11 名官员，其中关于纺织

纺织品生产和供给有关，足见纺织品生产和管理在
唐代的重要性。

的职能部分是管理绫绢、毛革，并向各个需要绫绢、
毛革的纺织服饰机构提供、输送资源。

（1）织染署。织染署是最主要的官营纺织机

（3）中尚署。关于中尚署的记载有“令一人，丞

构，专门管理染织生产。
《唐六典·卷二十二少府军

四人，府九人，史十八人，监作四人，典事四人，掌固

器监》载：
“织染署，令一人，丞二人，府六人，史十四

四人”[3]572，可见中尚署共 44 名官员，管理中尚署的

人，监作六人，典事十一人，掌固五人。……织染

是中尚署令。中尚署令的职责是“掌供郊祀之圭

署：令一人，正八品上；监作六人，从九品下。织染

璧，及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

署令掌供天子、皇太子及群臣之冠冕，辨其制度，而

制，皆供焉；丞为之贰。
”中尚署主要负责管理中宫

供其职务；丞为之贰。织染署，掌供冠冕、组绶及织

的服饰与珍丽的供给，职能分工非常细化。

纴、色染。锦、罗、纱、縠、绫、紬、施、绢、布，皆广尺

1.2 唐代纺织品生产和供给的宫廷机构

有八寸，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屯，丝五

除少府监这样的中央事务管理机构外，唐代在

两为絇，麻三斤为綟。凡绫锦文织，禁示于外。高

内廷及东宫还存在一些纺织品生产和供给的机构，

品一人专莅之，岁奏用度及所织。每掖庭经锦，则

负责皇室的消费需要。

给酒羊。七月七日，祭杼。监作六人。
”[3] 可见织染
署的规模之宏大，共 45 名官员，管理织染署的是织

（1）内作使。内作使是宫廷内制造器物的作
坊，内作使绫匠为内作使属下的织绫匠。
《新唐书·

染署令，任务是“掌供天子、皇太子及群臣之冠冕、

志第三十八百官三》载：
“有府二十七人，史十七人，

组绶及织纴、
色染”，
官职属正八品上。

计史三人，亭长八人，掌固六人，短蕃匠五千二十九

《唐六典·卷二十二》又载：
“凡织纴之作有十

人，绫绵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

（一曰布，二曰绢，三曰施，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

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

七曰锦，八曰绮，九曰繝，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

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
”[2]832 可见，皇宫有绫锦

（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紬线之
作有四（一曰紬，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纲），练染之

作坊的纺织工人共 365 人，内作使绫匠 83 人，掖庭

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

匠之多，
规模之大。

绫匠 150 人，内作巧儿 42 人。足见内作使的纺织工

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

（2）掖庭局。《唐六典·卷十二内官宫官内侍

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皆率其属

省》载：
“掖庭局，令二人，丞三人，书令史四人，书吏

而修其职焉。
”[3]576 由上文记载可知，织染署共有 25
个染织作坊，织纴作 10 个，组绶作 5 个，紬线作 4
个，练染作 6 个，包括了纺织品生产的各个方面，且

各个染织作坊的分工非常细致和明确。其中练染

八人，计史二人，宫教博士二人，监作四人，典事十
人，掌固四人”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三人，从八品
下。计史二人，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监作四
人，从九品下。典事十人。
”[4]可见掖庭局共 39 名官

根据染织产品的优劣，又分为许多等级。如

员 ，掖 庭 绫 匠 多 达 150 人 ，掖 庭 局 的 规 模 着 实 不

“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细，绢分为八等，布分为

下。
《唐六典》又载：
“掖庭局令掌宫禁女工之事。凡

以植物染料为主。

小。管理掖庭局有两名掖庭局令，官职属从七品

九等”[2]833。并且具体地记载了宋、亳等州的紵，宣、

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功桑养蚕，会其课业。
”[4]373 掖

润等州的火麻，皆为一等；郑、汴等州的绢，常州的

庭局令的职责就是教习因罪发配入掖庭局的女工，

紵，皆为二等；滑、卫、贝、博等州的绢，扬、沔等州的

让她们学习并从事种桑、养蚕及丝织，负责织作，以

紵，皆为三等；齐、许、恒、定等州的绢，苏、杭等州的

备内廷所需。

紵，
皆为四等，
等等。反映了唐代染织生产的兴盛和
丰富。

（3）贵妃院。
《旧唐书·列传第一后妃上》载：
“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宫中供贵

22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二一年 十月/第十卷

第五期

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
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
[5]

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
”《资治通鉴·卷二百

唐政府之所以设置了如此系统且严密的纺织
品生产和供给的管理机构，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2.1 为满足皇室奢侈的服饰需求

一十五》又载：
“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

唐代文化光辉灿烂，经济繁荣，服饰文化绚丽

辔授鞭，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

多彩，而唐政府设置如此系统且严密的纺织品生产

器服珍玩。
”[6] 上文记载可见，为了满足贵妃奢侈的

行政管理机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皇室和贵族

生活，玄宗为杨贵妃特设“贵妃院”，是专门为杨贵

奢侈的服饰需求。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石传》

妃织绣衣服的，贵妃院的工匠多达七百人，朝野内

载，文宗曰：
“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

外都争着奉献器物、华服和各种稀世珍宝。

泉，与杨贵妃衣之，今富人时时有之。
”[11] 可见这种

（4）太子家令寺。
《唐六典·卷二十七家令率更

喜好华贵服装的时尚，反映了皇室的奢靡和长安城

仆寺》载：
“太子家令寺，家令一人，从四品上；丞二

的堂皇气象，且皇室贵族的放纵声色导致社会出现

人，从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凡宫坊府

了追求奢华的趋势。还有广陵郡（扬州）每年常贡

署廨宇及床几、茵蓐席、器物不供于将作、少府者，

有蕃客锦袍和新加锦袍。有王昌龄《春宫曲》曰“平

[7]

皆供之。
” 太子家令寺属东宫官署，与太子率更寺、

阳歌舞新承宠，
廉外春寒赐锦袍”[12]，
还有杜甫《寄李

太子仆寺合称东宫三寺，主要职能是制作和管理东

十二白二十韵》曰“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12]卷 551，

宫的器物、家具和日常床品等，掌管太子家令寺的

都是明证。可见，
唐代的统治阶级大量使用丝织品，

是家令，
官职是从四品上。

用丝织品来区分贵贱和等级，使得纺织品尤其是丝

1.3 唐代纺织品生产和供给的地方官营机构

织品的需求是巨大的，因此唐政府设置了如此严密

唐代，除了中央相关机构对皇室消费的纺织品
进行生产和供给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官营纺织机构
分布在各地，如官锦坊就属于地方官营纺织机构，
从事纺织品的生产和供给。

的纺织品生产行政管理机构，
以满足皇室的需要。

2.2 纺织品可以起到稳定朝廷的政治作用
唐代纺织品特别是丝织品对于统治者非常重
要，丝绸业从业人数众多，全国很多地区的家家户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七》载：
“织锦人，唐卢

户都养蚕缫丝，产出的丝织品既是法定货币，也是

氏子不中第，……曰：
‘ 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

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主要用于充军资和官

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
”[8]开元二
年七月，玄宗发布禁用珠玉锦绣诏：
“两京及诸州旧
有官织锦坊悉停。
”[9]

俸。唐代军资、官俸的显著特点是帛绢所占比重很
大。
《通典·卷 6 赋税》中载盛唐的情况：
“自开元中
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籴

以上第一段记一李姓人氏，曾在东都官锦坊作

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给衣则五百三十万，别支

织宫锦巧儿，可见在唐代，洛阳东都是设有官锦坊

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
”[13] 可见，开

的。第二段记载说明除西京长安和洛阳东都外，在
地方的一些州也设有许多官营的纺织生产机构。但

元到天宝年间每年军费支出帛绢 1 100 万匹，米粟

具体是哪一些州，
史书上并无详细和明确的记载，
我

“计天下租赋，
一岁所入，
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
而上

们可从土贡资料上窥得一二。在土贡资料里，贡锦

供之数三分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

之地，前期有赵州和扬州，后期则在扬州之外，又多
出了泗州、蜀州、绵州和更著名的益州；而产锦之地
应当更多，
除去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外，
至少还有西部
边疆。
《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载：
“今京师及益州
诸处营造供奉器物，
并诸王妃主服饰，
议者皆不以为
俭。
”[10]皇室王妃的服饰由益州（今四川成都）和京师
供给，
益州的织锦坊可以说是相当兴盛了，
可见唐代
成都丝织业的规模之宏大。而且扬州也有多种类型
的纺织、
丝织业，
近年来在扬州考古发现了多处唐代
手工作坊遗址，
其中就有许多官锦坊。

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余万兵仰给度支。
”[14]
可见衣赐主要以绢帛支付，占全年租赋收入的三分
之二，其比重较开元年间更甚，因此，绢帛在唐代军
资和官俸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此外，唐代以绢
帛充当恩赐物品的情况颇多，通过赏赐，搜罗了大
量人才为朝廷所用，为统一全国提供了组织保证。
据不完全统计，仅《旧唐书·本纪》所记赐品中，明确

2 唐代纺织品生产和供给的管理机构设置
的原因分析

190 万石。据《旧唐书》载到唐后期文宗开成年间，

提到或涉及绢帛者，凡 74 次（高祖至玄宗 39 次；肃

宗至衰帝 35 次），每次赏赐绢帛数从 2 匹至数十万

匹段不等；对一般官吏个人的赏赐，一次也是数十、
数百匹绢帛不等。两《唐书》列传中所记赏赐绢帛
者更多、更具体，数不胜数。说明唐代，绢帛都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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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了军资和恩赏赐品，且对于唐王朝的稳定和强

组织管理纺织品生产的中央事务机构——少府监，

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又有具体生产和管理的中尚、右尚、织染等署，还有

2.3 私营纺织作坊的大量兴起

其他中央和内廷的一些管理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管

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本需要在唐代官

理机构，这样上上下下构成了庞大的行政管理系

营纺织作坊生产的一些产品，可从民间的私营纺织

统，建制全面，制度完善，上下级机构隶属关系清

作坊获得。但如果是京师统治者和王公贵族所需

晰，各级职能部门根据京师统治阶层的需要，生产

的一些特殊物品（例如标志皇室、王公贵族身份的

着各种丝绸、服饰、床几等纺织品，几乎是巨细无

服饰），则只允许在官营纺织机构生产。私营纺织

遗、应有尽有。各职能部门不光分工明确、职责清

作坊主要分布在城镇之中，唐代城镇中大量兴起了

晰，还互相合作、配合。比如右尚署的职能是管理

坊、作、铺，多数是手工业作坊。而唐代最大的私营

绫绢、毛革，并向中尚署提供、输送原材料。又如掖

纺织作坊应属定州何明远家，
《朝野佥载》载，
“定

庭局的职能内容是从蚕桑种植到丝织生产，而织染

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

署是专门管理染织生产的，掖庭局与织染署彼此配

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

合生产出各色精美丝绸，以供皇室和王公贵族使

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 。
“家

用。 [16]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相应的行政机

有绫机五百张”，至少要有 150 名织工，按照传统纺

构和职官对纺织品的生产进行管理，直接管理着门

织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估算，缫丝、纺纱、整理、上缯

类众多的纺织品生产，不光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

的前准备员工应在相当于织工的 3 倍，4 500 人。后

的大背景下，
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王朝的统治。

[15]

整理，染色、仓储、物流搬运员工应该相当于织工的
3 倍，4 500 人，因此，何明远当时的企业近万人，这

4 结语
通过对唐代纺织品行政管理机构的布局进行

还不包括养蚕采桑的当地农户。然而，除何家外，

系统分析，我们得知唐代纺织品管理机构主要分为

唐代大多数私营纺织作坊的规模都以小型为主，有

三类：一是中央政府管理机构——少府监，主要管

些还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这些小规模的家庭作

理纺织品生产和供给，其中下设三署——织染署、

坊具有灵活性的经营特点。他们当中有的是买丝

左尚署、中尚署，职能分工非常细化；二是内廷及东

织绸的，
《江南织绫词》曰“卿卿买得越人丝，贪弄金

宫存在的一些纺织品生产和供给机构，负责皇室的

[12] 卷 494- 153

梭懒画眉”

。有的是进行来料加工的，
《去

消费需要；三是地方政府管理经营机构。而唐政府

妇》曰“在时纵嫌织绢迟，有丝不上邻家机”[12]卷 374-3。

之所以设置了如此系统且严密的纺织品生产和供

可见各种形式的小型私营纺织作坊活跃在唐代各

给的管理机构，主要是因为满足皇室奢侈的服饰需

地的纺织品市场上，此外，唐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

求、纺织品具有的政治作用以及私营纺织作坊的兴

私营手工业作坊，成立了相关组织——“行”对私营

起。这样制度完善的纺织业管理体系不仅反映了

纺织作坊进行监督和管理。行会管理的私营纺织

唐代纺织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反映了人们生活

作坊的范围广泛，据《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

水平的提高。

当地店铺约 12 行，其中帛练行、彩帛行等至少有 4

行，占 1/3；诸行所售商品约 180 余种，包括吃穿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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