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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花楼织机形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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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花楼织机是中国古代纺织史上非常重要的机型之一，它上承多综多蹑织机，下启大花楼织机。本文首
先对小花楼织机进行适当的分类，按机身形制将其分为水平式、斜身式、坑机型、旱机型四类。然后对各类小花
楼织机的结构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分析，按其工作机制将其结构分为开口机构、打纬机构和卷送机构三部分。在
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小花楼织机形制的变化是在古代织物品种、质量和织造环境的多重要求下逐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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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楼织机是中国古代纺织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
碑，它是在继承多综多蹑织机的基础上结合束综提花技
术而形成的。它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织物从经线显花向
纬线显花技术的转变，产生了古朴典雅的宋锦，同时也
为大花楼织机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对于小花
楼织机形制的研究，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小花楼织机的
种类入手，然后深入探讨其内部结构特点，才能最终总
结出其形制变化的规律。

图1

湖州双林镇小花楼织机示意图

一、小花楼织机的种类
根据宋代《耕织图》、元代《梓人遗制》、明代《天
工开物》
、清代《蚕桑萃编》等中有关小花楼织机的图文
信息，并结合当今用于蜀锦、宋锦、云锦织造的小花楼
织机的实地考察，笔者认为，按小花楼织机机身形制的
倾斜程度可分为水平式和斜身式，按小花楼织机脚竹和
衢脚的位置又可分为坑机型和旱机型。

（一）水平式和斜身式小花楼织机

图2

《天工开物》中的小花楼织机版图

小花楼织机按机架的倾斜度可分为水平式（图 1）

水平延伸出来，过了叠助后方的支架，顺着机座向前倾

和斜身式（图 2）两种。根据《耕织图》
、《梓人遗制》
、

斜而下。叠助是架在眠牛木上的两根可以摆动的支架，

《天工开物》提供的图文信息可知，
《耕织图》和《梓人

支架上端连接着一根长长的木杆接到筘的两端。 笔者认

遗制》中描绘的小花楼织机属于水平式，
《天工开物》中

为，小花楼织机机身的倾斜化的趋势有着其内在的原因：

描述的小花楼织机则属于斜身式。因此，水平式小花楼

①织造厚重型织物时需要增大打纬力度，斜身式小花楼

织机出现的时间明显早于斜身式小花楼织机。

织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水平式小花楼织机主

顾名思义，斜身式小花楼织机和水平式小花楼织机

[1]

要适用于织造轻薄型的织物，然而，当需要织造厚重织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机身具有一定的倾斜度。《耕织图》

物时，就必须增大打纬力度，这时，只要将织机倾斜就

和《梓人遗制》中的小花楼织机机身平直，打纬用筘，

能利用筘的自身重力来增大打纬力量。如果再进一步增

称为筬，上安立杆，与卧牛木相连，卧牛木可以增大筘

加一些辅助装置，则更能体现斜式机型的优势，正如宋

的打纬力量。而《天工开物》中的小花楼织机与宋元时

应星所言“自花楼向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许，则叠助力

期的小花楼织机有了很大的不同，经丝从经轴沿着机身

雄。”。②明清时期的斜身式小花楼织机增加了打纬辅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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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中关于小花楼织机的描述较为详细：

更趋于恒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纺织机械的一个重大的

“凡花机通身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衢盘，下垂

进步。相对于水平式小花楼织机的打纬装置，这一时期

衢脚。水磨竹棍为之，计一千八百根。对花楼下掘坑二

的斜身式小花楼织机的打纬装置更加合理与精确，它不

尺许，以藏衢脚。地气湿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厮

仅采用了高压板装置来控制打纬节奏，还通过改变撞机

坐立花楼架木上。机末以的杠卷丝。中用叠助木两枝，

石的重量来量化每次打纬的力度。

直穿二木，约四尺长，其尖插于筘两头。叠助，织纱罗

（二）坑机型和旱机型小花楼织机

者视织绫绢者减轻十余斤方妙。其素罗不起花纹，与软

小花楼织机按脚竹和衢脚的位置可分为坑机型和旱

纱绫绢踏成浪梅小花者。视素罗只加桄二扇。一人踏织

机型。坑机型小花楼织机机身前端直接放在地面上，在

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闲住花楼，亦不设衢盘与衢脚也。

其下部挖有一前深四十厘米、后深五十厘米的机坑，用

其机式两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楼向身一接斜倚低下尺

[2]

以藏脚竹和衢脚。 又如《天工开物》中所言：“衢脚，

许，则叠助力雄。若织包头细软，则另为均平不斜之机，

水磨竹棍为之，计一千八百根。对花楼下掘坑二尺许，

坐处斗二脚，以其丝微细，防遏叠助之力也。” 。结合

以藏衢脚。地气湿者，架棚二尺代之。”。可见，这两种

《耕织图》、《梓人遗制》以及《天工开物》中的图文信

机型是为了适合不同的气候、织室环境而产生。坑机型

息，笔者认为可将小花楼织机的结构分成机架机构、开

小花楼织机适用于干燥的气候环境，由于脚竹和衢脚置

口机构、打纬机构、送卷机构四大机构（表 1）
。机架机构

[3]

于坑中，织机在地面的高度下降二尺，因此，这种类型

主要起支撑作用，因此，笔者将详细论述其它三大机构。

的小花楼织机可以安放于民宅之中。相反，旱机型小花

表1

楼织机则适应于潮湿的气候环境。同样，旱机型小花楼
室才能安置。因此，官营织造工场多采用此种机型。由
此可知，坑机型和旱机型小花楼织机是中国古代工匠为

机架机构

织机相比于坑机型小花楼织机要高二尺，需要高大的织

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气候和织室条件）因地制宜地创造
出来的两类小花楼织机机型。

二、小花楼织机的结构
中国古代小花楼织机最早的图像信息出现在宋代楼
杭地区已相当普遍，否则时任于潜令的楼璹也不会将这
种织机的图像收录到《耕织图》中，只是楼璹对小花楼

开口机构

璹的《耕织图》
（图 3）中，说明小花楼织机在当时的苏

织机的结构并未作详细的描述。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遗
制》对当时的小花楼织机即华机子（图 4）的结构作了
详细的图解，但对各部件的功用并未做出解释。

《梓人遗制》和《天工开物》中小花楼织机部件名称对应表
《梓人遗制》《天工开物》
结构及功能说明
机身
织机前部两根横向的主直木
后靠背楼子
门楼
机头上方木架
机楼
花楼
提花装置所在
机楼扇子立颊
提花楼柱
樘桄
楼柱横档
龙脊杆子
盖冲天柱
遏脑
盖楼柱顶
椿子
滚头
上开口地综即起综
醮椿子
滚头
下开口地综即伏综
特儿木
老鸦翅
提起综之杠杆,又称鸦儿木
立人子
鸦儿木架
鸟坐木
固定鸦儿木之轴
铁铃
鸦儿木与起综连接用
后顺枨
安立人子之木
弓棚
涩木
伏综回复装置
弓棚架
固定弓蓬用
前顺枨
安置弓棚架之木
冲天云柱
装花本支柱
文轴子
提花本滚柱，又名叫机
井口木
花楼架木
拉花者坐
牵拔
吊挂花本线之横杆
衢盘
使综线均匀分布之竹架
衢脚
综线底之小竹棍，可使综线回落
梭子

投纬用
称庄

打纬机构

图3

经轴定位齿轮，又称羊角

筬

筘，打纬用

框

筘框

鹅材

连接上下筘框用

鹅口

筘框上连撞杆处

立杆

南宋《耕织图》中的小花楼织机
卷送机
构

经轴支架

耳版

连立人与筘之柄

立人子

叠助

撞杆支架，
以增加筘打纬之力

卧牛子

眠牛木

叠助基座

滕子轴

的杠

经轴

兔耳

卷轴轴座

卷轴

卷布轴

资料来源：①[元]薛景石著,郑巨欣注释.梓人遗制图说[M].济南:山东
画报出版社,2006:59-72.②[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沈阳:万卷出版
社,2008:47-48.③赵丰.中国传统织机及织造技术研究[D].中国纺织
图4

《梓人遗制》中的小花楼织机

大学,1997: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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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口机构
开口机构是小花楼织机中最关键的部分，根据现存
的织造蜀锦、宋锦和云锦的小花楼织机的开口机制可将
其分成两大系统，如图 5，小花楼织机的开口机构由花
综和地综两大系统组成。

图7

障子的开口机制

花综系统（图 8）是小花楼织机中最为复杂的机构，
图5

小花楼提花织机的开口图

小花楼织机的地综开口机构，其操作是由织机前的
织工通过脚踏控制障子（伏综）和范子（起综）的起伏
来完成，范子是上开口综片（图 6），障子是下开口综片
（图 7）
，障子和范子的起伏操作与丁桥织机的相类似。
如图 6 所示，脚竹、横沿竹、老鸦翅之间分别由脚竹绳、
鸦翅绳相连接，横沿竹的一端用横竹钉固定住形成一个
支点，另一端则由鸦翅绳吊起并与老鸦翅的右端相连，
穿山甲和老鸦翅组成一个杠杆装置，两者的相交处为杠
杆的支点。当织工踩下脚竹时，横沿竹在脚竹绳的带动
下也向下运动，再通过鸦翅绳带动老鸦翅的右端下沉，

可分为花楼、衢盘、衢脚三部分。花楼是拽花匠工作的
地方，拽花匠通过拽拉耳子线提起相应的与衢线相连的
脚子线，从而带动穿过衢线的经线。衢盘是花机上调整
经线开口的部件，今称“目板”，而衢脚则是花机上使经
[4]

线复位部件，今称“下柱”、“下垂”。 简言之，花楼上
的拽花匠通过拽拉花本上的每一纬耳子线，将花本上设
计好的脚子线提起，而每一根脚子线通过丈栏和衢线控
制着一定数量经线的提升和下降。这样，每一纬耳子线
控制着众多脚子线的提升，从而控制织面上每根经线的
开口。花楼上的拽花匠每拽完一纬耳子线，将耳子线移
至花鸡下，以备下一个循环花纹时操作使用。

这时由于杠杆作用老鸦翅左端向上升起，通过吊篾带动
范子上升，同时将穿在综线上的经线向上提起，形成一
个上开口。障子的开口机制则略有不同：如图 7 所示，
当织工踏下脚竹时，通过绳子拉动障子的下边框下沉，
使经线随之下沉，形成一个下开口；松开踏杆，机顶滋
木在弹力的作用下拉动障子恢复原位，使经丝也随之恢
复原位。由于范子和障子专司地纹，它们数量的多寡决
定了地组织的复杂程度。

图8

小花楼织机的提花原理图

（二）打纬机构
打纬用筘是小花楼织机的一大特色，水平式小花楼
图6

范子的开口机制

织机已经采用了辅助打纬机构，图 9 为狄特·库恩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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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板在竹制钓鱼杆弹力的作用下上升，脱离撞杆上的

由图 9 可知，利杆一端通过筬框上的鹅材、鹅口和塞眼

锯齿，织工用手轻轻回拉一下筘框，在重力的作用撞机

与筬框相连，利杆的另一端则与立人子相连。打纬前，

石通过撞杆带动筘框强力打纬。当然，吊框绳上两边各

立人子后仰的趋势通过与筬框上端相连的绳索得到阻

有 3 个圆形硬木环，称为“吊框子”，俗称“牛眼睛”，

止，从而使整个机构处于静止的初始状态。打纬时，织

用于调节筘框的高低和角度，它们对撞杆打纬也是相当

匠回拉筬框，力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同时在卧牛子重力

重要的。

《梓人遗制》复原的水平式小花楼织机的打纬机构。

的作用下，打纬的力量得到增强，从而完成一次打纬。
这之后，织匠推开筬框，打纬机构进行复位，又回到静
止时的初始状态。

图9

《梓人遗制》中小花楼织机的打纬机构图

斜身式小花楼织机的整体形制虽然在《天工开物》

图 11 高压板控制示意图

（三）卷送机构

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其打纬机构的描述尚不够具

小花楼织机的卷送机构包括放经、卷布两种机构（图

体，因此，笔者结合保存至今的宋锦和云锦小花楼织机

12）。《天工开物》载“机末以的杠卷丝。”，这里的“的

的打纬机构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斜身式小花楼织机的打

杠”就是卷经轴。从《天工开物》中的版图可知，小花

纬机构是由立人（撞杆支架及摆动装置）、立人盘（立人

楼织机的放经已经采用了“远程控制”装置。花楼下的

的基座）、撞机石（立人柱上增加打纬力的石块）、鬼脸

织工通过放经机构中的杠、羊角（经轴定位的八角齿轮）、

（立人柱上支托撞机石的厚木板）、钓鱼杆（类似于弹簧

搭角方（制动羊角的横木）、老缩绳（又称牛鼻绳，控制

的功能）、高压板（控制撞杆的运动）、搭马竹（用绳连

搭角方运动回落的绳子）、放的绳（织工拉动搭角方放经

接高压板的踏板）、撞杆（传动装置）、燕窝子（筘框闩

的绳子）组成一个坐在织机前就能控制放经的装置。而

后部凹槽，用于摆放撞针尖）、吊框绳（调节筘的角度）、

狗脑（局头轴座）、局头（卷布轴）、撬尺（绞紧局头时

筘（打纬、固定门幅之用）等组成（图 10），这些装置

用）
、横档则组成了卷布装置。放经卷布的步骤分为两步：

进一步提高了打纬的力量，其中，搭马竹对高压板的控

①当织工在经向上织完一段锦缎后，就拉住放的绳，放

制装置最为关键（图 11）
。由图 11 可知，织工通过踩踏

的绳带动搭角方脱离羊角的齿口，在经线的张力下，的

搭马竹来控制高压板的升降，高压板下降到锯齿部位时

杠放下一段经线，然后松开放的绳，搭角方就落到羊角

将撞杆制动，相当于一个刹车装置。当松开搭马竹时，

的另一齿口中，将的杠固定住；②织工通过顺时针卷动
局头，使织造完成的锦缎卷到局头上，当经面张力再次
达到织造要求时，用撬尺绞紧局头，并恒定经面的张力。

图 12 小花楼织机的卷送机构示意图

三、小花楼织机的操作过程
图 10 小花楼织机打纬机构图

操作小花楼织机时，一人坐在织机前的坐板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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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另有一人即拽花匠坐于花楼之上，按照面前所挂

能使织物质地更加厚重和紧密，需要加大打纬力度，从

花本进行提综。何谓花本？据《天工开物》中载：
“凡工

而创造出斜身式小花楼织机。另一方面，随着小花楼织

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

机向私营工场的普及，出现了适应织造环境水平较低的

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

坑机型小花楼织机。此外，小花楼织机中的部件随着时

于花楼之上。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

间的推移也有所增加，如“涩木”、“立人”两种装置在

[3]

《蚕
过之后，居然花现。
” 。谈到挑花与织花的关系时，

宋代的《耕织图》中并未出现，而在元代的《梓人遗制》

桑萃编》中指出：“凡花需先挑然后织，非善挑不能织。

在就已经出现，同样《梓人遗制》、《天工开物》中显示

亦非善织不知善挑。故挑花织花本分二事，实则归于一

的增加打纬力度的部件分别只有“卧牛子”、
“叠助”，而

[6]

致” 。由此可知，花本是将纹样图纸过渡到织物上的工

到了清代，
《凤麓小志》描绘的云锦小花楼织机则出现“鬼

程图，其制作有挑花、倒花、拼花等工艺。挑花工艺则

脸”、“托盘石”、“撞机石”等部件，说明小花楼织机为

是最基本的工艺，理论上任何花本都可以采用挑花工艺

适应织造不同织物的要求，一直在不断地增加新的功能

制作。小花楼织机的操作需要拽花匠和织工密切配合，

附件，伴随着这种趋势织造技术也越来越精湛。

花楼上的拽花匠面前的花本中的脚子线通过丈栏和衢线
控制着一定数量经线，拽花匠通过拽拉花本中的耳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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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Small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of Ancient China
LI Bin1, LIU An-ding2
(1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00, China; 2 College of Textil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ulti-heald and multi-pedal loom to the large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the small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ooms in the history of textile of ancient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ly classified
the small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into for types, i.e. horizontal one，incline one, pitting one and heightening one. Then, we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ose four types of looms and classified their structures into three parts as the shedding part, battening part and warp
winding part. Finally we concluded that the change of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small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was due to
the request for the variety, quality and the weaving environment of the ancient fabric.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Small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Shape and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