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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褲瑤棉紡織機具調查及技術探微 

 

趙翰生  李勁松
1（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  

 

摘要：白褲瑤是瑤族的一個支系，是我國西南具有獨特歷史和文化特徵的一個族群，集

中聚集在廣西南丹和貴州荔波兩地，其中南丹地區的白褲瑤對於自身所創造的獨特的民

族文化保持得更為完好。近年來，我們曾重點考察了南丹裡湖瑤鄉地區白褲瑤的傳統手

工技藝，並對其棉紡器具的技術特點做了針對性探究和分析。認為雖然白褲瑤人棉紡織

器具在技術上來說略顯粗糙，卻又有其獨特之處，反映出白褲瑤人因生活環境和族人認

知行為對這些器具特點形成的影響。 

 

關鍵詞：白褲瑤、棉紡織、紡車、織機 

 

 

一、前言 

白褲瑤是瑤族的一個支系，自稱「瑙格勞」、「多漏」，因其男子穿及膝的白褲而得

名「白褲瑤」。這是一個由原始社會生活形態直接跨入現代社會生活形態的民族，至今

仍遺留著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階段的社會文化特質，現有 3萬餘人，主要居住在黔

桂接壤地區的廣西南丹和貴州荔波兩地。由於地處偏遠的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以及各種

歷史原因，長久以來，白褲瑤人一直處於相對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中。近年來，我們曾先

後兩次對廣西河池市南丹縣的裡湖瑤鄉、貴州瑤山等地的白褲瑤村寨進行了考察，並以

懷裡、裡擺、瑤裡、蠻降、芭地等村（屯）寨為重點，以荔波的瑤山古寨作為補充，以

印證所調查的內容。 

從考察的這些白褲瑤屯寨來看，貴州地區的幾處屯寨由於交通相對便利一些，旅遊

業較發達，現代化的進程較快，除了少數建築、穀倉和驅邪的牛頭外，原有的文化傳統

印記多已消逝在周邊的外來文化中；而廣西南丹地區的白褲瑤聚集地的景象正好相反。

為此，我們對蠻降屯的白褲瑤織染技藝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黎秀英女士專門做

了重點訪談。在這次專訪中，黎女士應我們的要求，對白褲瑤紡織工序逐一做出了細緻

的介紹和演示，使我們加深和完善了對於白褲瑤棉紡織機具和技術特點的認識。 

因白褲瑤的紡織機具也是其重要文化的表現之一，將其技術的獨特性予以說明闡

釋，對瞭解白褲瑤的歷史、民族特性和文化特點不無裨益。此文便是我們將考察所見、

所思整理所得，期望能為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趙翰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電郵：hshzhao@ihns.ac.cn 

李勁松，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電郵：lijs@ihns.ac.cn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期（2017年 12月） 

117 

二、白褲瑤棉紡織機具的特點 

白褲瑤棉紡織工藝包括如下幾道工序：去棉籽、彈棉、制棉條、紡紗、絡紗、制線

球、跑紗、梳紗、絞紗、織布。其中採用的機具有軋車、彈弓、紡車、線球車、牽經工

具、織機等幾種。不可否認，在其它地區都可以看到這些同類機具，但白褲瑤所用機具

在結構細節上有異於其它地區，使其呈現出廣采博納、吸收重構的鮮明特點。下麵根據

調查並結合文獻將這些機具的特點分述之。 

1.軋車 

軋車由車架、踏杆、手搖柄、木輥、鐵輥、慣性棒幾個部件構成（圖一）。其具體

操作過程如下：軋棉者坐在車架上，右手逆時針搖動手柄使鐵輥轉動，同時雙腳前後踏

動踏杆並用左手擺動慣性棒使木輥相向鐵輥轉動，待軋車轉動後，用左手將棉英送至鐵

輥與木輥的間隙處完成去籽工作。 

白褲瑤軋車的工作機理雖與其他地區曾經使用的傳統軋車相同，但它有著獨到的地

方。如與毗鄰地區侗族和彝族所使用的軋車（圖二）相比，前者是坐著操作，後者因沒

有設計坐板，只能站著操作，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勞動強度。與徐光啟《農政全書》所

載「太倉式攪車」相比，兩者的運動和碾壓棉籽方式非常接近，白褲瑤軋車上面的慣性

棒所起作用，與太倉式攪車上面增強碾軸轉動慣量的「飛輪」是相同的。 

圖一：白褲瑤軋車結構圖          圖二：彝族軋棉機結構示意圖 

 

2.紡車 

白褲瑤人紡棉紗使用的紡車系單錠手搖紡車，由繩輪架、繩輪、手柄、錠座、錠子、

車梃等部件組成（圖三）。與其它地區傳統通用紡車的結構基本相同，差異主要表現在

兩個方面：一是因繩輪架底木下麵安置了短立木，使紡車的放置整體呈傾斜狀；二是錠

子仍呈比較原始的狀態。 

白褲瑤人為什麼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樣把紡車平置？在訪談中我們問過多人，得到

的回答多為「自古就是這樣」，或是「不知道」。究其紡車傾斜擺放的原因，可能是錠子

形狀導致的。棉紡織發達地區所使用的錠子，尤其是標準的鐵錠都是專門製作的（圖

四）。一般中間徑圍約為 2釐米，兩端逐漸變尖。在錠子約二分之一處有兩個溝槽，俗

稱「苴葫蘆」。其作用是既可以較好的將錠子固定在錠座上，又能防止其旋轉時前後滑

動。在錠子約五分之三處還另套有一木殼轆子，其作用如孫琳在《紡織圖說》所言「木

殼轆子周圍刻渠子兩道，以承輕弦」。木殼轆子即繩弦與錠子的交接部位，俗稱「弦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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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它在錠子上的位置可以根據個人習慣作適當調整。白褲瑤人使用的棉紡車，其輪

徑與棉紡織發達地區基本相同，但紡車上的錠子看似相近，卻差之甚遠，只是一兩頭尖

中間稍粗上面沒有任何溝槽的光滑鐵條。我們知道，紡紗操作時，紡工坐在小凳上，一

手轉動曲柄，使繩輪帶動錠子旋轉，一手引導紆管上的紗線。在此過程中，加撚和牽拉

紗縷的工作是靠手和錠子，一小段一小段相互拉扯完成的。而錠子的旋轉是靠繩輪摩擦

帶動，旋轉速度是由繩輪直徑決定，其旋轉阻力則主要來自所紡紗線的力道。這個力道

取決於紡婦左手牽拉紗線的力量和紗線與錠子的角度。如果用同樣的力量牽拉紗線時，

即假設紗線與錠子垂直的力 F1、紗線與錠子呈一定角度的力 F2相同，勢必是未經分解

的 F1對錠子的旋轉阻力大（圖五）。白褲瑤人使用的錠子，因上面沒有溝槽，必然會減

弱其與繩弦的摩擦。為保證紡紗品質和效率，防止錠子丟轉，節省體力，就需增加錠子

的旋轉阻力。白褲瑤人在長期的紡紗勞作中，在不改變紡車結構和增加製作錠子的成

本，因陋就簡，通過將紡車前傾擺放，使紡婦操作時牽拉的紗線很自然地與錠子形成直

角，巧妙又經濟地加大了錠子與繩線的摩擦，克服了錠子結構的缺陷。 

圖三：白褲瑤使用的單錠手搖紡車  圖四：標準鐵錠   圖五：.錠子和紗線的受力關係 

 

4.線球車 

線球車是白褲瑤人以木及竹為材料製作的機具，由繞線和線框兩部分構成，專門用

於跑紗線球的加工（圖六、圖七）。其中繞線部分的地框呈「T」字形，地框上有用於置

放繩輪的兩立柱。繩輪的軸與手柄為一體。立柱上端安裝有一「山」形木框，「山」形

兩口橫貫一軸，其中一山口的軸上固裝一啞鈴狀木塊，繩弦繞過它與繩輪相連。另一山

口的軸上套裝線球紆管。線框部分的地樁由木塊或石頭經簡單加工而成。框軸以鐵軸或

木軸為之，垂直固裝在地樁上，一個直徑大於軸的竹管外套軸上。竹管中部橫貫 2細竹，

上口端另插 4細竹。用線分別將此 4根細竹的頂端與橫貫細竹一端相連，並繃緊成傘狀。 

線球車兼具絡紗功用，其型制在其它地方很少見。傳統的絡車是由張紗的柅和捲繞

紗線的籰子組成。而白褲瑤人使用的線球車，摒棄了轉籰繞紗的方式。就其結構和運轉

原理來看，應該是他們為滿足後續整經工藝的特點，根據手搖紡車的架構改進出來的。

時至今天，這種線球車仍然被大量生產，只是全部改用鐵條焊接而成。我們在裡湖鄉鄉

政府附近的集市上，發現了一個加工作坊。作坊的主人是楊氏兄弟，他們除了加工製作

傳統的碼垛、鼓風機外，還將傳統的木質線球車改用鐵條焊制。據楊氏兄弟介紹，他們

的鐵質線球車大多是裡湖鄉的人購買，也有少數貴州瑤王寨那邊的人前來購買，在當地

的佔有量至少應該有一半。一架線球車售價約 150～200元，使用壽命 6～8年，近年來

年銷售量平均在 200～300架左右，其中 2008年最多賣出了 500架。根據這對兄弟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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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推測，當地使用中的線球車應在兩千架之多。從這一側面反映出白褲瑤傳統紡織技

藝仍是今日白褲瑤婦女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六：線球車操作實景                      圖七：線球車示意圖 

5.整經工具 

白褲瑤人稱整經為「跑紗」，所用工具有竹樁、竹梳、竹筘、跑紗框等。其過程需 3

～4人參與，其中一人專門負責穿筘。其過程大致如下：在一空曠的場地中，按方形分

三層立 10根短竹樁。先將跑紗框所裝線球上的紗線綁在中間的一個樁上後，人一手持

跑紗框，一手導引紗線，沿樁走動把紗線一層層繞在樁上（圖八、圖九），待走到最外

面的最後一個樁後，將紗線扯斷，將線頭交予穿筘人，穿入筘中，完成一個輪次的跑紗。

如此反復，直至滿足所需經紗根數的要求，即告完成。10根短竹樁，有 8根起撐繞紗線

的作用，最外面的最後 2個樁，相距約 30釐米，一個起紗線裡外分層的作用，即紗線

在此樁的走向是一個輪次裡圈，一個輪次外圈；另一個上面綁有筘，其目的是便於經紗

分層和穿筘（圖十）。這些工作完成後，一人將經軸系於腰前，板動軸架將經紗捲繞在

經軸上。其餘幾人在旁邊或梳理經紗，或幫助捲繞經紗。 

整經中所用跑紗框在其它地區的紡織工具中沒有發現，它是白褲瑤人獨有的工具。

其由木製成，型制及實測尺寸如圖十一所示： 

 

 

 

 

 

 

圖八：跑紗                   圖九：跑紗 

 

 

 

 

 

 

 

圖十：過筘                      圖十一：跑紗框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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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褲瑤人的整經形式，屬地樁式整經工藝，比較原始，淵源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

1，不過白褲瑤人因在實際操作中借助竹梳、竹筘、跑紗框等工具，使之工藝過程大為

改觀，尤其是牽經中所用跑紗框，乃是白褲瑤人最具特色的獨有工具。與傳統經耙式整

經相比，白褲瑤人牽經要多費一些時間和體力。其主要原因是白褲瑤人使用的跑紗框只

能裝 10個線球，每一輪次的牽經最多只能引導 10根棉紗；而傳統經耙式牽經，由於籰

子是固定擺放在地上的架子上，數量可遠遠多於 10個，每一輪次的牽經根數可達牽經

人能力所及。 

地樁、竹梳、竹筘、跑紗框構成的白褲瑤人整經架構，使其整經工藝既接近於傳統

經耙式整經，又保留有一些原始整經特徵。在開闊的場地上，身穿民族服裝的白褲瑤女

子手持跑紗架跑紗，是白褲瑤人紡織技藝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6.織機 

白褲瑤所用織機可大致分為機架、裝紗、提紗和打紗四個部分，屬平織機型（圖十

二、圖十三）。 

圖十二：白褲瑤人織布實景圖              圖十三：白褲瑤織機結構圖 

機架部分由水準機梁、前後機柱、經軸托木、疊助木托木、布軸托木和坐木組成。

機架通長 165釐米，通寬 130釐米。前機柱高 42釐米，後機柱高 168釐米；經軸托木

貫穿於前機柱上端 40釐米處；疊助木托木嵌於前機柱上端 19釐米處；布軸托木嵌於後

機柱上方；坐木擱放在機梁的最後方。 

裝紗部分按從機頭到機尾順序排列，由卷經軸、壓紗木、分經竹、卷布軸組成。卷

經軸架放在經軸托木上。壓紗木實際上是借用機架的橫框起壓經作用。分經竹直徑約 2

釐米。卷布軸直徑約 5釐米，右端有用於插卷經木板手的交錯槽孔。 

提紗部分由 2個腳踏板、2片綜、1個老鴨翅組成。2片綜的下端分別水準系掛一細

竹與腳踏板相連，上端分別用吊綜繩系掛在老鴨翅前後兩端。綜長 75釐米，高 23釐米。

老鴨翅則吊裝於疊助木上橫樑。就提紗部分整體連接方式而言，屬雙躡連雙綜，即二塊

腳踏板分別控制兩片綜的提升，每片綜均兼有提經和壓經的作用，它們輪流一次提經，

一次壓經。當一踏板被踩下時，與此相連的綜片下降，而另一綜片因杠杆的作用被提升，

形成一個較為清晰的梭口。當踏動另一踏板時，亦然。 

機架部分由水準機梁、前後機柱、經軸托木、疊助木托木、布軸托木和坐木組成。

機架通長 165釐米，通寬 130釐米。前機柱高 42釐米，後機柱高 168釐米；經軸托木

                                                 
1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編：《紡織與礦冶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8年，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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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於前機柱上端 40釐米處；疊助木托木嵌於前機柱上端 19釐米處；布軸托木嵌於後

機柱上方；坐木擱放在機梁的最後方。 

裝紗部分按從機頭到機尾順序排列，由卷經軸、壓紗木、分經竹、卷布軸組成。卷

經軸架放在經軸托木上。壓紗木實際上是借用機架的橫框起壓經作用。分經竹直徑約 2

釐米。卷布軸直徑約 5釐米，右端有用於插卷經木板手的交錯槽孔。 

提紗部分由 2個腳踏板、2片綜、1個老鴨翅組成。2片綜的下端分別水準系掛一細

竹與腳踏板相連，上端分別用吊綜繩系掛在老鴨翅前後兩端。綜長 75釐米，高 23釐米。

老鴨翅則吊裝於疊助木上橫樑。就提紗部分整體連接方式而言，屬雙躡連雙綜，即二塊

腳踏板分別控制兩片綜的提升，每片綜均兼有提經和壓經的作用，它們輪流一次提經，

一次壓經。當一踏板被踩下時，與此相連的綜片下降，而另一綜片因杠杆的作用被提升，

形成一個較為清晰的梭口。當踏動另一踏板時，亦然。 

打紗部分由疊助木和筘組成。疊助木架放在疊助木托木上，其形如圖 15所示。筘

安裝於疊助木下端的筘框中，呈梳狀，寬 60釐米，高 15釐米，裡面筘齒高 6.5釐米。

筘框的位置可通過疊助木下端預留小孔上下移動，以方便調整經面角度。 

這種織機看似與相鄰的其它民族所用平機大體相同，但細究起來有三處差異，亦即

三個特點，表現的非常突出。首先，經軸安放位置遠遠高於布軸，而相鄰地區棉織機上

的經軸位置一般稍高於或低於布軸。當織造過程中出現經紗斷頭時，顯然經軸高的較易

發現斷經處。其次，筘安放在疊助木上面，打緯時可借助疊助木重量的慣性力來減輕勞

動強度，並且筘的位置可以上下移動，方便調整經面角度。相鄰地區棉織機上的筘多是

吊掛在機架上，或是直接懸浮在經面上，經面角度是固定的不可改變，打緯時完全靠臂

力。第三，經面與機梁成約 45度角向前下方傾斜。而相鄰地區棉織機上的經面則大多

呈水準狀或向前上方傾斜。比照這兩種傾斜方式，顯然經面呈水準或向前上方傾斜稍具

優勢。因為坐著操作的織工，可以更自然地看到開口後經面是否平整，經紗有無斷頭。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無論是前傾，還是後傾，經面位置線有一個傾角，用經紗導棍和

織口卷布導棍更易繃緊經紗，既能得到比較均勻的經紗張力，又能使織物獲得平整豐滿

的布面，織工也比較省力2。可以說這三處差異，前兩點的結構優勢彌補了後一點的結

構劣勢。 

這三處差異的原型機構淵源，在文獻記載及一些傳統織機中不難尋覓。首先，經軸

安放位置遠遠高於布軸的織機，早在漢畫像石中就已出現，如江蘇泗洪縣曹莊出土畫像

石中被稱為「斜織機」的織機，經軸就高高在上。元代王禎《農書》中所附織機、布機、

臥機三種織機圖，經軸位置也都很高。其次，筘安放在疊助木上面的方式，似應出現在

宋末元初。王禎《農書》記載的布機（圖十四），筘即安裝在疊助木下端。可惜在王禎

《農書》及元代的其它文獻中，都沒有描述筘在疊助木上的位置是否可以調整。相關的

明確記載直到明代才出現，宋應星《天工開物》載：「機末以的杠卷絲，中間疊助木兩

枝，直穿二木，約四尺長，其尖插於筘兩頭。……其機式兩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樓向

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許，則疊助力雄。若織包頭細軟，則另為均平不斜之機。坐處鬥二腳，

                                                 
2 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科學出版社（北京），1984年，頁 199～200。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期（2017年 12月） 

122 

以其絲微細，防遏疊助之力也3。」可見在花機上為確定經面傾斜角度，筘在疊助木上

的位置是可以調整的。第三，就織機的發展過程而言，經面呈向下傾斜狀的只有最早出

現的原始腰機（圖十五）。這是緣於腰機過於簡陋，織造時，織工須席地腳踏經軸、腰

系布軸導致的。而後的織機，由於具備了機架，經面發生了從向下傾斜，到水準和向上

傾斜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織機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白褲瑤人的棉織機已具備機

架，為何還採用這樣的經面形式？在調查中，我們問過多人，他們均認為這樣可以把緯

紗打得更緊實。實際上在打緯過程中，緯紗是否緊實，與經面角度關係不大，反而使用

同樣的力量，從下到上搬筘打緯時的緯紗受力，比從上到下搬筘打緯時的緯紗受力要小

一些，畢竟這個力量有一部分分散到抵消筘的重力上。 

 

 

 

 

 

 

 

 

    

圖十四：王禎《農書》記載的布機      圖十五：腰機織布示意圖 

 

三、白褲瑤棉紡織機具技術特點形成原因 

我們知道，任何一項技術的形成，原因都是多方面的，如歷史背景、經濟、文化、

宗教、行為方式、生活環境、認知行為等都有其不能忽視的作用。筆者認為，在這些眾

多因素中，主要是生活環境和認知行為兩個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成就了白褲瑤棉紡織

機具「廣采博納、吸收重構」的鮮明特點。 

其一，生活環境。據民族學資料，現居住在廣西南丹和貴州荔波兩地的白褲瑤，是

自隋唐時期開始由湖南南部和廣西河池、環江、東蘭、宜山等地陸續遷入現居住地的，

這個過程大約在宋代即已基本完成。此後，白褲瑤先民只是在黔桂邊區頻繁互遷，直至

1949年才完全安居4。另據白褲瑤族生態博物館副館長黎夏介紹，白褲瑤鬼師念詞中有：

「白褲瑤的老祖宗是先從江蘇糯米街來到貴州獨山，後才來到南丹和荔波安居的」之

說。可見白褲瑤不是當地的原住民，他們在現定居地之前曾在多處地方停留。正是由於

不斷遷居，使白褲瑤人有機會接觸不同型制的紡織機具。當他們最終定居後，便將在各

地看到和學習過的紡織機具，廣采博納，融會貫通，並結合自己棉紡織工藝特點，吸收

重構，自行設計出與它地棉紡織機具既相通，又有所不同的棉紡織機具。 

需要注意的是，在漢代到元代期間，平織機型的織機，經軸在織機上的位置都較高。

元以後，經軸位置才逐漸下移到與布軸相差不多的位置。明代《便民圖纂》和《蠶桑萃

                                                 
3 宋應星：《天工開物》，鐘廣言注釋本，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1976年，頁 85。 
4 朱榮等著：《中國白褲瑤》，廣西民族出版社（南寧），1992年，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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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所載平織機型插圖，很能說明這個變化。白褲瑤人織機上的經軸位置，亦反映出白

褲瑤在現居住地定居的時間至遲不會晚於元代，可作為研究白褲瑤遷居史研究的一個重

要實物佐證。 

其二，認知行為。在歷史上，由於白褲瑤人一直生活在交通不便的高山深谷中，始

終處於社會發展的底層。他們一方面受外部社會的制約和影響；另一方面不斷建構自身

的認知結構，並在進一步指導自身行為的同時，又頑強地保留先人的傳統經驗。從前述

白褲瑤人各種棉紡織機具的結構和特點來看，白褲瑤人對棉織機具的認知行為主要來源

於其觀察學習和親歷實踐所獲得的經驗。以棉織機為例，在它的三個特點中，前兩個特

點無疑是借鑒和學習而來，後一個特點則來自自身的生產經驗。儘管這個來自自身的生

產經驗，在相對成熟的織機上並不適用，但他們依然固執地採用。由此也反映出白褲瑤

人在長期的閉塞環境中，為應對生存壓力，性格淬煉的非常保守。在外來技術和傳統經

驗兩者間，他們更傾向于內化在心中的傳統經驗，而且這些傳統經驗往往還轉化成認知

中的思維定勢。美國當代著名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曾指出：「行

為、認知和其他人的因素以及環境因素三者作為相互決定因素共同起作用」5。可見，

人們的所思所想除影響著他們的行為方式外，行為的內部回饋和外部結構反過來又部分

決定其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而環境作為行為的物件或現實條件，雖決定了行為的方向

和強度，但行為也能改變環境從而適應人的需要6。確實如是，白褲瑤所處的地理位置、

周邊環境，所經歷的歷史變革、命運變化，所使用的語言，所創造的具象實物，乃至行

為舉止、慣用的神態手勢等各個方面無不反映出這個民族的認知行為特徵。 

 

五、結語 

白褲瑤是一個懷祖、崇祖意識很強的民族，他們所服用的白褲，褲型及其上面的紋

樣，自出現時起，基本沒有變化，乃至成為族群標誌。這種不肯違背祖先章法的價值觀

同樣也表現在他們的紡織技藝上。前述那些具有鮮明特徵和風格的技術和機具，是白褲

瑤人世世代代不間斷地努力而創造的具有文化意義的技術產物，其所體現的技術體系，

在族內已形成一種公眾性知識，得到了整個族群充分的認可、尊重以及自覺的傳承，並

成為區別於其他族群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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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iku Yao is a branch of Yao nationality. And it is an ethnic group having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assembles in Nandan of 

Guangzhou and Libo of Guizhou, of which Baiku Yao in Nandan has kept its creative 

national culture better. These years, we have inspected the traditional craft in the area 

of Lihu Yao Villege in Nandan and make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technical 

properties of its cotton textile machines. We think though the technique of cotton 

textile machines of Baiku Yao appears rough, it has something special which reflects 

Baiku Yao people have influence on the features formation of the machines because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 and cognitive behavior of clan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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