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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染料萃取 
 

孫郁興 

（健行科技大學，本會會員） 

 

一、概說 

  新石器時代在青海柴達木盆地諾木洪地區原始部落的出土文物中，發現其使用赤鐵

礦粉末將麻布染成黃、紅、褐、藍等色彩的毛布。殷代墓葬中，考古學家 1959 年從河

南安陽王裕口發現有染色的黃絲線，可略證在新石器時代至 3000 多年前的殷代之間，

在中國大地生活的古人早已具備相關染色的技法。故此，於殷商之後的周朝設置「染

人」、秦朝設置「染色司」、唐宋設置「染院」、明清設置「藍靛所」等處理染料的機

制。唐代絲織物於吐魯番出土，對其進行分析色譜，共獲有 24 種不同的顏色，紅色域

有銀紅、水紅、猩紅、絳紅、絳紫；黃色域則有鵝黃、菊黃、杏黃、金黃、土黃、茶褐；

青、藍色域則有蛋青、天青、翠藍、寶藍、赤青、藏青；綠色域則有胡綠、豆綠、葉綠、

果綠、墨綠等。乾隆時上海染坊謂：染工有藍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有紅坊，染

大紅、露桃紅；有漂坊，染黃糙為白；有雜色坊，染黃、綠、黑、紫、蝦、青、佛面金

等。另，本島的泰雅族以松枝焚煤煙黥面，排灣族以荊類草木汁液染牙齒。皆是談論染

料史佐證的相關環節。 

   我國古代染料以天然動礦植物染料為主，植物染料更是中國古代染色工藝的主流。

利用自然界之花、草、樹木、莖、葉、果實、種子、皮、根提取色素以作為染料。古代

中國將青、赤、黃、白、黑，稱為五原色，五色混合可得間色。原色混合得到多次色如

綠、紫、粉等色稱為間色。如從胭脂蟲中可提出胭脂紅，植物染料的紅色可從茜草、紅

花、蘇方木中提取，黃色從梔子、薑黃、槐花、黃檗中提取，青色則採藍草製成靛藍，

黑色從五倍子、蘇木、胡桃樹、柿子樹、櫟樹中得到。於原料的要求，若是葉、草部則

要求新鮮，是皮、根、心材部則要求乾燥。商周時期的植物染草已有藍草、茜草、紫草、

藎草、皂鬥等被使用。植物染料易取得且在染製時，其色素分子通過與織物纖維親合而

改變纖維的色彩，具有所著之色雖經日曬水洗，均不易脫落或少脫落的優點。同一種染

材，因取材時間、季節的不同，色相也會有所轉變。 

 

二、各種染色原料 

1. 藍色染料──靛藍 

   從藍草提取靛藍，靛藍（Indigo）。《荀子．勸學篇》：「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 

  《荀子．大略篇》：「藍苴路作，似知而非。」《荀子．正論篇》：「加之以丹矸，

重之以曾青。」《荀子．王制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乾焉。」《天工

開物》〈彰施第三〉：「凡藍五種，皆可為靛。此五種藍就是蓼藍、菘藍、馬藍、莧藍、

木藍。」《本草綱目》：「藍有五種：蓼藍、菘藍、馬藍、吳藍、木藍，可製染料。」  

《天工開物》與《本草綱目》相同者有蓼藍、菘藍、馬藍、木藍等四種，吳藍與莧藍則

相異。茲分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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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藍（Indigo）：用葉。草本，紅色五瓣小花，葉卵形。蓼藍、撒子生。 

  
 

菘藍（Woad）：用葉。又名大青。草本，高二、三尺，花黃，十字形，葉倒卵形。茶藍、

即菘藍，插根活。茶藍冬月割穫，將葉片片削下，入窖造靛。其身斬去上下，近根留數

寸。薰乾，埋藏土內。春月燒淨山土使極肥鬆，然後用錐鋤，其鋤勾末向身長八寸許。

刺土打斜眼，插入于內，自然活根生葉。其餘藍皆收子撒種畦圃中。暮春生苗，六月采

實，七月刈身造靛。 

  
 

馬藍（Baphicacanthus cusia（Ness.）Bremek）：用莖葉，爵床科：馬藍、撒子生。為半

灌木，高約在 50-80 公分，葉對生，橢圓形，綠色花，莖為近方柱形，莖上有節，節膨

大，栽植者多叢生。馬藍喜陰溼，適合在潮溼的山區林下栽植。馬藍葉中含多量靛青素，

此色素即為藍靛的色素來源。 

 

山藍（Strobilanthes cusia）：用葉。山藍或稱大青（即馬藍），至青色。為爵床科植物，

對環境適應性強，常被種植在其他作物難以生長的山坡地。以插枝繁殖。 

  
 

木藍（indigofera suffruticosa Mill.）：用莖葉，豆科蝶形花亞科：多年生灌木，一年一

穫。有稱「小青」、「小菁」、「槐藍」、「園菁」者，民間因染青布之用而稱「染布青」、「青

仔」或「大青」。明末以來用來製作藍靛的木藍為野木藍（Indigofera suffruticosa Mill.）

和印度木藍（Indigofera tinctoria L.）兩種。木藍葉含多量靛青素，為全世界產量最多、

色素最濃的天然青色系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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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木藍： 

  
 

印度木藍： 

  
 

莧藍（Amaranthus Blue）：用葉。蓼

藍小葉者，俗名莧藍。 

  
 

吳藍（Miss Blue）：撒子生。 

  

藍草（Blue Grass）：用葉。 

  

藍色：龍船花（Ixora）：用果實。 

  
 

翠藍、天藍：二色俱靛，以水分多寡分深淺。 

        

2. 紅色染料──紅花、茜草、蘇枋、薯榔、胭脂紅蟲 

  古代將原色的紅稱為赤色，稱橙紅色為紅色。我國染赤色最初不是用植物染料而是

礦物染料，就是用赤鐵礦粉末，後來有用朱砂（硫化汞）。用它們染色，牢度較差。周

代開始使用茜草，茜草不是正紅而是暗土紅色，它的根含有茜素，以明礬為媒染劑可染

出紅色。茲分集述紅色染料如下： 

 

紅花（紅藍花）：草本，高四、五尺，花紅黃色，筒狀花

冠，葉互生，又名紅藍花，見於《本草》。紅花場圃撒子

種，二月初下種，若太早種者，苗高尺許即生蟲如黑蟻，

食根立斃。紅花入夏即放綻，刺花出求上。採花者必侵晨

帶露摘取。若日高露旰，其花即已結閉成實，不可采矣。

其朝陰雨無露，放花較少，紅花逐日放綻，經月乃盡。入

藥用者不必製餅。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餅然後用，則

黃汁淨盡，而真紅乃現。其子煎壓出油，或以銀箔貼扇面，

用此油一刷，火上照乾，立成金色。紅花同時具有紅、黃

兩種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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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Rubia akane Nakai）：用根，茜草科茜草屬：為多年生蔓性草本植物，淡綠色小合

瓣花，莖方形中空，莖長可達一米以上，每莖一節，輪生四葉，葉長卵形，果可食。根

長一尺左右，肉質，呈圓柱形或粗線形，外表赤黃或赤褐色，內為黃色，根皮中含色素，

老根色素尤多。茜草根自古以來即為優良之橙紅色染材。 

  
 

蘇枋（Caesalpinia sappan L., sp. Pl.）：用幹材，蘇木科蘇木屬：為熱帶性的喬木，多分

枝，全株有刺，葉為二回羽狀複葉。蘇枋幹材含多量的色素，可以染出深紅色與紫紅色。

紅色：蘇木心材。常綠喬木，高五丈許，花黃色，羽狀複葉。李時珍：「海島有蘇枋國，

其地產此木，故名。」因此蘇木又稱蘇枋。蘇木的心材可染紅，根可染黃，莢果可染黑。 

  
 

檄樹（Morinda citrifolia Linn）：茜草科巴戟天屬，又名海巴戟天，樹皮可做紅色染料，

根可為黃色染料。果實稱為諾麗果，果實剛開始時為綠色，後轉變為黃色，成熟時幾乎

變為白色。成熟的果實具有強烈的臭味，因此又被稱為「乳酪果」或是「嘔吐果」。 

  
 

薯榔（Dioscorea matsudai Hayata）用塊莖，薯蕷科薯蕷屬：為多年生宿根性藤本植物，

莖桿圓柱形，質堅韌，基部有堅硬的棘刺，上部多分枝，蔓延甚長。多年生塊莖基部常

裸出地面，為優良的紅褐色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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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紅蟲（Carmine insects）： 

  
 

另可製紅色染料者：檳榔果實。相思樹皮、樹幹。龍眼樹枝、樹幹。鳳凰木樹皮。 

代赭石：殷紅色，以代郡者最佳。 

 

3. 黃色染料──槐樹花、薑黃、黃梔子、黃檗、柘黃、地黃、福木、九芎、烏桕、藎草、

萬壽菊、黃櫨、石黃 

 

槐花（Sophora japonica L.）：用花。廣義的槐花指豆科植物槐的花及花蕾，但一般將開

放的花朵稱為槐花，也稱槐蕊，花蕾則稱為槐米。詩頌：槐林五月漾瓊花，鬱鬱芬芳醉

萬家，春水碧波飄落處，浮香一路到天涯。 

  
 

薑黃（Curcuma longa Linn.）：用根莖，薑科薑黃屬，為多年生宿根性的草本植物，根莖

肥大，形狀與生薑極相似，各節橢圓形或長橢圓形，裡面為黃色。薑黃根莖含多量色素，

可以染出鮮明的黃色，唯其堅牢度較差，其色素在東南亞是重要的天然食用色素。 

  
 

黃梔子（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用果，茜草科黃梔屬，為

常綠灌木，高約 2 至 3 公尺，多分枝，但樹葉並不太濃密。

樹皮灰褐色，粗糙。白花，葉橢圓，果實長橢圓形，又有木丹、

越桃等名稱。漿果長 2 至 4 公分，外有縱稜，熟時呈橙色，果

為黃橙色的重要染料之一，同時其色素也是重要的天然食用色

素。梔子在我國常作為黃色麵條、黃蘿蔔的染料。梔子果實中

含有「藏花酸」和「藏紅花酸」的黃色素，是一種直接染料，

黃色微泛紅光。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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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檗（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用樹皮，採收一般在每年的 3 月至 6 月進行採收，

多數是要選擇 10 左右樹齡的樹皮，將其剝下。 

  
 

柘黃（Maclura tricuspidata）：用木，桑科柘屬，用柘黃染出的織物在月光下呈泛紅光的

赭黃色，在燭光下呈現赭紅色，色彩眩人眼目，隋代成為皇帝的服色。宋代後黃袍為皇

帝所專用。《本草鋼目》木部第三十六卷木之三〈柘篇〉《相感志》：「其木染黃赤色，

謂之柘黃，天子所服。」 

  
 

地黃（Rehmannia glutinosa）：用葉，玄參科，根部為傳統

中藥。《神農本草經》云：「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絶

筋、傷中，逐血痺，填骨髓，長肌肉；作湯除寒熱、積聚，

除痺。生者尤良，久服輕身不老。」。依照炮製方法在藥

材上分為：鮮地黃（生地黃、鮮生地）、乾地黃（生地黃、

乾生地）與熟地黃（熟地）。株高 15－30 厘米，初夏開花，

花大數朵，淡紅紫色。主要產地為中國北方，以河南省焦

作市一帶，如溫縣、博愛縣、武陟縣等地最為著名，焦作

市在古時為懷慶縣，因此地區出產的地黃功效最佳而頗負

盛名，稱為「懷慶地黃」。新鮮地黃稱為鮮地黃或鮮生地，

採集新鮮者榨汁稱地黃汁，經乾燥後的地黃稱為乾地黃或

干生地，經加工蒸制後的地黃稱為熟地黃或熟地。熟地黃

是與良酒、砂仁拌炒，經九次蒸曬而得。 

  

 

福木（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用枝葉、樹皮、果，藤黃科藤黃屬，為熱帶或亞熱

帶所產的常綠喬木，枝葉茂密，樹冠呈尖塔狀或橢圓狀。樹皮厚而呈灰褐色，老幹皮有

灰白斑紋，枝幹莖葉受傷時皆會流出白色乳汁。全株枝葉、樹皮、果皆可用來染色，所

染顏色為高彩度之鮮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91%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91%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5%8F%82%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BE%B2%E6%9C%AC%E8%8D%89%E7%B6%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2%AE%E8%A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4%A6%E4%BD%9C%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7%88%B1%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9%99%9F%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7%B7%E6%85%B6%E7%B8%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4%B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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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芎（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用樹皮，千屈菜科紫薇屬：為落葉性之喬木，

樹幹外皮具剝落性，故枝幹皆光滑，嫩枝、葉、花序皆有茸毛。九芎染色多呈黃色與土

黃色，鐵媒染則呈帶紫味的深灰，若經多次複染可黑色。 

  
 

烏桕（Sapium sebiferum L.Roxb.），用枝葉，大戢科烏桕屬：為落葉性喬木，樹皮灰色。

烏桕所染顏色主要為黃與土黃，鐵媒染可產生紫味深灰。 

  
 

藎草（Arthraxon hispidus）：：用枝葉，禾本科藎草屬的一個植物變種。 

  

萬壽菊（Tagetes erecta）：用花，菊科萬壽菊屬，葉緣具腺點，會釋放異味，故又稱為

臭菊或臭芙蓉。可提煉黃色食用色素 E161b。 

  
 

黃櫨（Cotinus coggygria），又名紅葉樹、煙樹，漆樹科黃櫨屬，落葉喬木。陳藏器：

「黃櫨生商洛山谷，蜀、川界有之，葉圓木黃，可染黃色。」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2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BE%E6%9C%AC%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BE%E6%9C%AC%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8A%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8A%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86%E6%A0%91%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86%E6%A0%91%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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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黃（α-As4S4）：又稱雄黃、黃金石、雞冠石、石中黃子。一種含硫和砷的礦石，質

軟性脆。中黃色，外紫色，石皮內黃。產於低溫熱液礦床中，常與雌黃（As2S3）、輝

銻礦、辰砂共生。不溶於水和鹽酸，可溶於硝酸，溶液呈黃色。陽光下曝晒會變為黃色

的雌黃和砷華，保存時應避光以免受風化。加熱到一定溫度後，在空氣中可以被氧化為

劇毒成分三氧化二砷，即砒霜。 

  
 

4. 棕褐染料——薯莨、薯豆、欖仁樹、台灣水筆仔、楊梅 

薯莨（Dioscorea cirrhosa）：用根，薯蕷科薯蕷屬的一種植物。 

   
 

薯豆（Elaeocarpus japonicus）： 為杜英科杜英屬下的一個種。葉可染黃褐色、樹皮可染

黑色。 

  
 

欖仁樹（Terminalia catappa L.），用乾葉、果皮，使君子科欖仁樹屬：為落葉性之喬木，

大樹易形成板根，樹枝為近水準之輪生，形成傘形樹冠。欖仁樹的成葉、落葉與果皮均

可染褐色，包含黃褐與綠褐等系列色。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C%E8%B4%A8%E5%A4%9A%E6%99%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C%E9%BB%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89%E9%94%91%E7%9F%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89%E9%94%91%E7%9F%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0%E7%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92%E9%9C%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92%E9%9C%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AF%E8%93%A3%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AF%E8%93%A3%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8%8B%B1%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8%8B%B1%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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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筆仔（Kandelia obovata Sheue, Liu & Yong），用樹皮，紅樹科：是常綠小喬木，

樹皮灰褐色。葉革質，先端鈍。樹皮作為染料。富含單寧的水筆仔樹皮，早為先民利用

為染材，所染顏色為黃褐、紅褐與灰褐色系。 

  
 

楊梅（Myrica rubra Sieb.），用樹皮、枝葉，楊梅科楊梅屬：為常綠性喬木，樹幹表皮灰

褐色，內層黃色，為優良染材。楊梅染色可用枝葉或樹皮，所染顏色為土黃、黃褐與暖

灰色系。 

  

 

5. 紫色染料——紫草、紫蘇、紫膠蟲 

紫草（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用根，紫草科紫草屬。多年生草本，高二尺餘，白

色小花，葉互生，長卵形。《本草綱目》草部第十二卷\草之一〈紫草篇〉時珍曰：此草

花紫根紫，可以染紫，故名。《爾雅》作茈草。瑤、侗人呼為鴉銜草。《齊民要術》種

紫草第五十四：《廣雅》曰：隴西紫草，染紫之上者。《本草經》曰：一名紫丹。《博

物志》曰：平氏山之陽，紫草特好也。九月中子熟，刈之。深細耕。不細不深，則失草

矣。不曬則黑，太燥則碎。著敞屋下陰涼處棚棧上。其棚下勿使驢馬糞及人溺，又忌煙，

皆令草失色。其利勝藍。若久停者，入五月，內著屋中，閉戶塞塞，密泥，勿使風入漏

氣。過立，然後開，草色不異。若經夏在棚棧上，草便變黑，不任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8%8D%8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8%8D%89%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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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Perilla frutescens）：用葉，古名荏，又名蘇、白蘇、桂荏（《爾雅》）、荏子、赤蘇、

紅蘇、香蘇、黑蘇、白紫蘇、青蘇、野蘇、蘇麻、蘇草、唐紫蘇、皺葉蘇、雞蘇、臭蘇、

大紫蘇、假紫蘇、水升麻、野藿麻、聾耳麻、孜珠、興帕夏噶（藏語）等，是唇形科紫

蘇屬下唯一種，一年生草本植物，主產於東南亞、台灣、中國江西、湖南等中南部地區。 

  

 

紫膠蟲（Kerria）：生存於鐵刀木上的紫草茸中。 

  

 

6. 黑色染料——五倍子、墨水樹、櫟樹、胡桃樹、柿子樹 

五倍子（又名百蟲倉、百藥煎、棓子）：為同翅目蚜蟲科的角倍蚜或倍蛋蚜雌蟲寄生於

漆樹科植物「鹽膚木」及其同屬其他植物的嫰葉或葉柄，刺傷而生成一種囊狀聚生物蟲

癭，經烘焙乾燥後所得。味酸、澀，性寒。樹上摘下後，以沸水煮隨時攪拌，使其由黃

褐色轉變成灰色（約 3 至 5 分鐘），以殺死內部之蟲，取出曬乾或陰乾即得。五至六月

間採收者為「肚倍」。八至九月間採收者為「角倍」。 

    
 

墨水樹（Haematoxylum campechianum）：用木材及樹皮，其中的蘇木精（Haematoxylin）

為優秀深色染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E%E9%9B%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F%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87%E5%BD%A2%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B9%B4%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919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A%9C%E8%99%A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7%92%E5%80%8D%E8%9A%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0%8D%E8%9B%8B%E8%9A%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86%E6%A0%91%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90%E8%82%A4%E6%9C%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F%B2%E7%99%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F%B2%E7%99%AD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919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9C%A8%E7%B2%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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櫟樹（又稱麻櫟，俗名橡樹或柞樹）：用皮、實。是殼斗科的一個屬。落葉喬木，樹皮

粗厚，色灰褐，葉披針形，花黃褐色，結球狀堅果，可食。《本草綱紀》謂樹皮可鞣獸

皮或供染料。 

 

胡桃樹（Juglans regia）：用樹皮、實。胡桃科胡桃屬，落葉喬木，羽狀複葉，花蒼黃

色，果實如青桃狀，核仁供食用，樹皮及果實皮漚爛後可充染料。 

 

柿樹（Diospyros）：用心材，柿樹屬。果實稱柿子。柿樹的木材細膩堅硬，心材黑色，

也被稱為「烏木」可充染料。 

 

三.各色染料萃取 

 大紅官綠色染料萃取：槐花煎水染，藍澱蓋，淺深皆用明礬。 

 豆綠色染料萃取：黃蘖水染，靛水蓋。今用小葉莧藍煎水蓋者，名草豆綠，色甚鮮。 

 至綠色染料萃取：黃銅打成板片，醋塗其上，裹藏糠內，微藉暖火氣，逐日刮取。 

 綠色染料萃取：《本草綱目》木部第三十六卷\木之三〈鼠李篇〉（Rhamnus davurica）

為鼠李科鼠李屬下的一個種。人采其嫩者，取汁刷染綠色。 

 象牙色染料萃取：蘆木煎水薄染，或用黃土。 

 月白草色染料萃取：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莧藍煎水，半生半熟染。 

 至白色（胡粉）染料萃取：造胡粉，每鉛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

內。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鹽泥固濟，紙糊甑縫。安火四兩，養之七日。期足

啟開，鉛片皆生霜粉，掃入水缸內。未生霜者，入甑依舊再養七日，再掃，以質盡

為度，其不盡者留作黃丹料。每掃下霜一斤，入豆粉二兩、蛤粉四兩，缸內攪勻，

澄去清水，用細灰按成溝，紙隔數層，置粉於上。將乾，截成瓦定形，待乾收貨。

古因辰、韶諸郡專造，故曰韶粉（俗誤朝粉）。其質入丹青，則白不減。摣婦人頰，

能使本色轉青。胡粉投入炭爐中，仍還熔化為鉛，所謂色盡歸皂者。 

 黃色染料萃取：槐花花芽。花初試未開者曰槐蕊，綠衣所需，猶紅花之成紅也。取

者張度與稠其下而承之。以水煮一沸，漉幹捏成餅，入染家用。既放之。花色漸入

黃，收用者以石灰少許曬拌而藏之。 

 造紅花餅法：帶露摘紅花，搗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又搗以酸粟或米泔清。又

淘，又絞袋去汁，以青蒿覆一宿，捏成薄餅，陰乾收貯。 

 大紅色染料萃取：紅花餅用烏梅水煎出，再用鹼水澄數次，或稻稿灰代鹼亦可。澄

得多次，色則鮮甚。染房討便宜者，先染蘆木打腳。紅花最忌沉、麝，袍服若與衣

香共收，旬月之間袍服色即毀。紅花染帛後，若欲退轉，但浸濕所染帛，以鹼水、

稻灰水滴上數十點，其紅一毫收轉，仍還原質。所收之水藏於綠豆粉內，放出染紅，

半滴不耗，染家以為祕訣。 

 殺花法:《齊民要術》（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摘取即碓搗使熟，以水淘，布

袋絞去黃汁；更搗，以粟飯漿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絞去汁，即收取染紅勿棄也。

絞訖，著甕器中，以布蓋上，雞鳴更搗以栗令均，于席上攤而曝乾，勝作餅。作餅

者，不得乾，令花浥鬱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B3%E6%96%97%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6%A1%83%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6%A1%83%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8C%E6%9C%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C%A0%E6%9D%8E%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C%A0%E6%9D%8E%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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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燕脂法:燕脂染料萃取-燕脂古造法以紫礦染綿者為上，紅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

之。 

 [燕脂法1]《齊民要術》（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預燒落藜、藜、藿及蒿作灰，

無者，即草灰亦得。以湯淋取清汁，初汗純厚太釅，即殺花，不中用，唯可洗衣；

取第三度淋者，以用揉花，和，使好色也。揉花。十許遍。勢盡乃止。布袋絞取純

汁，著甕器中。取醋石榴兩三個，擘取子，搗破，少著粟飯漿水極酸者和之，布絞

取瀋，以和花汁。若無醋石榴者，以好醋和飯漿亦得用。若複無醋者，清飯漿極酸

者亦得，空用之。下白米粉，大如酸棗，粉多則白。以淨竹箸不膩者，良久痛攪。

蓋冒至夜，瀉去上清汁，至淳處止，傾著白練角袋子中懸之。明日乾浥浥時，捻作

小瓣，如半麻子，陰乾之則成矣。 

 [燕脂法2]《本草綱目》草部第十五卷\草之四〈紅藍花篇〉：志曰：紅藍花，即紅

花也，生梁漢及西域。其花曝乾，以染真紅，又作胭脂。時珍曰：紅花，五月開花，

侵晨採花搗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又搗，以酸粟米泔清又淘，又絞袋去汁，以

青蒿覆一宿，曬乾。或捏成薄餅，陰乾收之。 

 [燕脂法3]《本草綱目》草部第十五卷\草之四〈燕脂篇〉時珍曰：按伏候《中華古

今注》云：燕脂起自紂，以紅藍花汁凝作之。調脂飾女面，產于燕地，故曰燕脂。

時珍曰：燕脂有四種：一種以紅藍花汁染胡粉而成，《蘇鶚演義》謂燕脂葉似薊，

花似蒲，出西方，中國謂之紅藍，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者。一種以山燕脂花汁染粉而

成，《段公路北戶錄》謂端州山間有花叢生，葉類藍，正月開花似蓼，土人采含苞

者為燕脂粉，亦可染帛，如紅藍者。一種以山榴花汁作成者，鄭虔《胡本草》中載

之。一種以紫礦染綿而成者，謂之胡燕脂，紫梗是也。落葵子亦可取汁和粉飾面，

亦謂之胡燕脂。 

 造藍靛法： 

 [藍靛法 1]《天工開物》凡造靛，葉者莖多者入窖，少者入桶與缸。水浸七日，其

汁自來。每水漿一石下石灰五升，攪沖數十下，靛信即結。水性定時，靛沉於底。

近來出產，閩人種山皆茶藍，其數倍于諸藍。山中結箬簍，輸入舟航。其掠出浮沫

曬乾者曰靛花。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執竹棍攪動，不可計數，其最佳

者曰標缸。 

 [藍靛法2]《齊民要術》各藍第五十三：七月中作坑，令受百許束，作麥泥泥之，

令深五寸，以苫蔽四壁。刈藍倒豎於坑中，下水，以木石鎮壓令沒。熱時一宿，冷

時再宿漉去，內汁於甕中。率十石甕，著石灰一五，急手抨普彭反之，一食頃止。

澄清，瀉去水，作小坑，貯藍著坑中。候如強粥，還甕中，藍成矣。 

 [藍靛法3]《本草綱目》草部第十六卷\草之五〈藍澱篇〉 時珍曰：石殿也，其滓澄

殿在下也。亦作澱，俗作靛。南人掘地作坑，以藍浸水一宿，入鍛石攪至千下，澄

去水，則青黑色。亦可乾收，用染青碧。其攪起浮沫，掠出陰乾，謂之靛花，即青

黛。 

 染包頭青色染料萃取法：此黑不出藍靛，用栗殼或蓮子殼煎煮一日，漉起，然後入

鐵砂、皂礬鍋內，再煮一宵即成深黑色。 

 醱酵法造藍泥：所含的靛藍量，木藍只有 0.2~0.4﹪，山藍所含也只有 0.3~0.4﹪。

日本引先加熱再醱酵法，所得 Indigotin（靛藍中所含的重要色素成分）可達 78﹪。 

 作紫粉法:《齊民要術》（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用白米英粉三分，粉一分，

不著粉，不著人。和均調。取落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淺者，

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 

 

四. 結論 

  《本草綱目》草部第十六卷\草之五〈藍篇〉恭曰：菘藍，可為澱，亦名馬藍。由本

文第二章得知應為錯誤的認知，菘藍與馬藍乃為相異之植物。期盼本文的整理，能有助

於有志研究中國古代染料萃取法者。 

http://www.baike.com/wiki/%E7%93%AE%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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