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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尼雅出土的汉锦为研究对象,介绍了汉锦的品种、织物结构和图案风格等,详细阐述了汉锦的织造技术与

工艺,以期加强对蜀锦技艺的进一步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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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锦是古蜀郡即今四川成都地区为主要产地生产

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是中国三大

名锦中历史最悠久的,也是四川地区乃至中国珍贵的

文化遗产。
蜀锦兴起于汉代,是汉至三国时蜀郡所产特色锦

的通称。汉初,中国丝织业发展最盛的地区是黄河流

域,四川位居第二,但秦灭六国之后“移秦民万户入

蜀”,使得大批从事织锦生产的工奴相随而至,他们把

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技艺带到四川,从而促进了川蜀

丝织业,尤其是蜀锦的蓬勃发展,行销全国,不仅成为

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的精湛技艺更是代

表了汉唐年间中国织锦的最高水平。
蜀锦包括经锦和纬锦两大类,从古代至近代、现代

形成的品种很多,而汉锦是古代蜀锦的一个典型品种。
在我国出土的经锦主要是湖南马王堆汉墓和新疆民丰

地区,这些精美的实物使我们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蜀

锦的品质及制作工艺。1995年,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发掘了一批汉锦,品种和图案风格极为丰富,有些甚至

是第1次出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1996
年8~9月,笔者受苏州丝绸博物馆委派,赴新疆考古

研究所专门就这批出土丝织品进行现场了检测与分

析。现以汉锦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古代蜀锦独到而

高超的技艺。

1 汉锦的品种和织物结构

汉锦是汉代丝织品中结构最复杂、工艺最繁多、艺
术最华美、品质最贵重的品种,代表了汉代丝绸的织造

技术水平。汉锦的基本特征,是由多彩的经线起花的

平纹重经组织,并通过组织的变化,在经向显示出多种

色彩的纹样。它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

的经线和一个系统的纬线以平纹为基本组织重叠交织

而成。根据经线系统的组合数不同,可以形成多重平

纹型经锦结构。在新疆尼雅遗址1号墓 M3和 M8出

土的经锦结构种类就有4种,分别是二重平纹经锦、三
重平纹经锦、四重平纹经锦和五重平纹经锦,如图1~
图4所示。分析可知,无论经向重叠丝线根数是多少,
它们的结构模式、显花经线与背衬的不显花经线关系

是一致的,即当一组经线被提起显花时,其余的一组或

几组经线均在表层经线的下面重叠沉背。在相同单位

面积里,重叠根数越多,经纬线紧密度越高,织物就越

厚实、平挺,但织造的技术难度也相应增高。

甲乙

甲 乙

图1 二重平纹经锦的组织图和结构图

据资料考证,由两组经线构成的二重经锦在周朝

就出现了,只是因为出土的物证已看不清两种丝线的

颜色差别,故曾被称之为“素式锦”。而战国墓葬中出

土的“塔形经锦”便是二重平纹经锦保存较完好的例

证。从目前所出土的实物证实,秦汉至六朝的锦,都是

由经线显花的。虽然这种织锦的一个花纹单元纬线循

环根数较少,但花纹的宽度却横贯全幅,图案主要通过

横向的扩展变化和经向丝线色彩的配置来达到独特的

艺术效果。而在新疆尼雅汉晋墓葬出土的织锦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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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重平纹经锦的组织图和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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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重平纹经锦的组织图和结构图

甲乙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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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重平纹经锦的组织图和结构图

M3就涉及11件二重平纹经锦和5种不同图案的文

物。就二重纹经锦的结构和织造工艺而言,它是汉锦

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但高经密的织锦仍对织造工艺有

较高的要求。从统计情况看,经纬密度的跨度范围较

大,经密在120~76根/cm,即表层经线密度为60~38
根/cm,纬密在32~22根/cm,其织物紧密度最高的是

“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经密为120根/cm,纬密

为32根/cm,表明该件织锦的织造工艺特别考究到位,
难度也最高,加上织有“世毋极锦宜子孙”的文字,更显

示出这件织锦的高贵,必定是享有特权的贵族亲王才

能穿戴的。
三重平纹经锦要比二重结构的经锦要稍微复杂

些,但仍属于简单结构,在这批汉锦中所占比例最少,
只有2件,而且集中在 M8,均用作饰件的装饰面料。
表层经线密度为44根/cm,其织物紧密度一般。而四

重平纹经锦无论结构还是织造难度较前跨了一大步,
它不仅经向重叠根数有所增多,织物还变厚变挺括坚

牢,且大大地提高了图案的色彩效果,使织锦变得更加

华丽了。在出土的这批织锦中,四重平纹经锦占了很

大比例,涉及16件文物11种不同纹样风格的织锦,数
量之多,用途之广,图案之丰富,却仅出自两个墓葬,实
为罕见。再看经纬密度的配置情况,经密在160~176
根/cm,也即表层经密40~44根/cm,纬密在20~24
根/cm,结构比例较为稳定,显示了汉代在织锦技术上

的娴熟程度。
五重平纹经锦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汉墓出土丝织品

中第1次出现的高经密织锦,倍受专家们的关注。它

的出现不仅是织物结构上更是丝织工艺技术上的高水

平,使汉锦在各方面的品质得到明显提高。在 M8汉

墓中有3件装饰品所用面料是属于五重平纹经锦结构

的。经分析检测,这3件织锦的经密均为220根/cm,
即表层经线密度为44根/cm,与其他重叠根数的汉锦

密度是一致的。从单位体积的丝线增多的状况分析,
其在织机装造、花本制作及织造技术等方面的难度是

可想而知的。由此可见,古代匠人十分聪慧,善于研究

并勇于实践,给后来人留下了精品之作,充分说明汉代

的丝织生产技术在织经向显花的织锦上已发展到了极

盛。

2 汉锦的图案风格及艺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中国古代丝绸的

纹样特征既延绵继承又呈现千差万别,有着各自的独

特性。汉代织锦的纹样题材和艺术风格是我国古代丝

织图案中十分灿烂的一页,从尼雅遗址新出土的一批

汉锦就可见一斑。尼雅遗址1号墓 M3和 M8出土的

丝织品,由于墓葬保存较好,且没有被盗过,其完整性

和色彩的保护程度较以往出土的丝织品要好得多。正

因如此,才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一个距今两千年前后丝

绸之路上的汉代丝织品风韵,尤其是一些首次发现的

纹锦及其色彩组合搭配给予学者们更多的研究依据,
它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遗产。

汉锦纹样与汉代的刺绣纹样在风格上有一定的渊

源关系,但又有变化发展,在构图上自成一格,除传统

的四方连续排列外,新发展了横向独幅,纵向二方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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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在图案题材上内容多为祥禽瑞鸟,形态或作直

立或作奔驰状,与枝叶蔓草和云气缭绕组合成一体,还
常常相嵌着吉祥语。因此,鸟兽纹、文字纹、云气纹、植
物纹、几何纹和人物狩猎纹等均是汉代丝织纹样的代

表,图案富于变化,似行云流水,又井然有序,这些代表

性纹样在 M3、M8出土的汉锦中均有体现,现选择其

中较有代表性的两件作纹样风格分析,从而揭示其艺

术成就。

2.1 “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
“安乐绣”“文大”“宜子孙”出现在 M8男主人身着

的襟上,绛红地兰、绿、白三色为纹,色彩较鲜明,显出

华丽的艺术效果。图案由鸟兽纹、如意纹、茱萸纹与文

字纹组合而成,其中鸟兽纹显示的是虎、豹、鸟,见图5。
古人把虎视作勇敢的象征,《风俗通·礼典》中称:“虎
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而豹在古代视作守卫和保护之

意,常与虎成为配对的武士和卫士,以虎之威猛,驱群

邪恶。另外,小鸟挺立在如意头上,象征着如意平安。
茱萸纹是植物纹中的一种,它的图案形成十分优美,线
条流畅,含有祛灾迎祥之意,它和如意纹被布局在虎鸟

豹之间,应用流线型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种动态的效

果,却又使图案结构非常平稳和谐,体现出战火风云同

仇敌忾保平安的意味。这一主题与东汉末年,战火纷

飞,群雄四起,三国鼎立对峙的历史背景十分相符,可
见任何时候一种艺术或一种文化与它的时代背景总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这件织锦相嵌的文字更是

汉锦纹饰所特有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纹样中“寄情寓

意”的一种表现形式,“安乐绣”“文大”“宜子孙”则更清

楚地表白了纹样要体现的主题。安乐、如意、平安、延
年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封建时代人们祈福求祥、趋吉避

凶的思想情感。

图5 “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

2.2 “长乐大明光”锦
“长乐大明光”锦是 M3女主人身着的锦裤,藏兰

地绛红、绿、黄白为纹,十分高贵而美丽,整体风格仍是

汉锦典型。图案由动物纹、如意纹、云气纹、人物狩猎

纹和文字纹组合而成,它表现的意境是鸟兽神人奔驰

腾跃于云气之间,具有很强的生命气息。其人物骑马

狩猎的纹饰在汉代其他丝绸图案中应用很多;而云气

纹与龙纹相缠绕,又像是烟云缭绕的山岳,使奇禽怪兽

与狩猎人穿插其中奔腾飞跃,表达了一种鸟兽和仙人

一道游息同处、长生不死、延年宜寿的思想情感,见图

6、图7。

图6 “长乐大明光”锦

图7 “长乐大明光”锦纹样图(现场临摹)

汉锦纹饰所选题材除上述两件表现出来的外,还
有龙、凤、孔雀、鹿、仙鹤、独角兽等动物纹样,葡萄、灵
芝、荔枝、花卉、萱草枝叶等植物纹样,山峰、华藻、树木

等景物纹样,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的追求与向往,可谓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特别是铭文吉语与纹样的珠联璧

合,深化了纹样本身的思想主题。因此,汉锦纹样十分

丰富且富有情感,它是工艺技术与时代的思想潮流、文
化意识相结合后通过艺术创造和美化的成果,更是秦

汉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留下的光辉印迹。

3 汉锦的装造工艺及织造技术

用于织造汉锦的织机主要是多综多蹑纹织机、丁
桥织机和束综提花机,一般根据织锦花纹的简繁情况

及门幅要求来选择机型。
多综多蹑纹织机适于制织经密小,经线重叠显花

层次少,图案又简单的织物,但穿综时比较复杂,须采

用一经穿多综、一纬提一综的穿经和提综的织花方法,
因此这种提花装造在造机时非常花工夫,而织造时就

只需一人操作了,可以降低劳动成本。尼雅遗址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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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M3出土的“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锦、“人物禽兽

纹”锦、“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就可以用这种机型制织,
见图8、图9。

图8 “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锦

图9 “千秋万岁宜子孙”锦

丁桥织机(见图10)的装造原理与多综多蹑纹织机

十分相似,也是采用一经穿多综,一纬提一综的穿经和

提综的织花方法,不同的是它只有织造30cm门幅以

内较窄的带状织锦面料,导致成品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但正是因为门幅窄,利于综片上下运动,可以使综片数

比多综多蹑纹织机有所增加,从而使图案的循环增大,
就可织出较为复杂的图案。当然根据一经多穿的原

理,穿经穿综的工艺就更加复杂,这也是蜀锦技术的精

湛与巧妙之处。尽管如此,仍然受到织机的许多限制,
例如由于整体机身较小,可容纳的脚踏板不是很多,故
要求所制织的织物同样要求经密不能太大,经向重叠

的丝线也只能控制在二重或三重。该织机在四川成都

比较普遍,为家庭作坊所适用,至今还保存着。
束综提花机(见图11)突破了多综多蹑机不能制织

大花纹的弊端,是织花机械发展史上一个创造性的飞

跃。束综提花机有小花楼和大花楼织机2种,可以根

据织物图案的情况来选择。它的装置由花综和素综组

合构成,其中花综是由长长的综线与衢脚相连接,使每

根经线只用一根综线提升,每织一纬时,就将相同浮沉

的显花经线归纳出一把综线,因此形象地称为束综。
束综又与专门用棉线制成的花本相连接,使花本能够

控制束综的运动,从而使经线按图案的要求提升,再通

过素综设置的基本组织形成平纹重经结构。经密越

大,织造难度就越大。

图10 丁桥织机

图11 束综提花机

尼雅 M3和 M8出土的20多件织锦,大部分都需

用束综提花机来制织,技术难度最高的当属五重经锦

结构的护膊面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突出体现在

其经密大,丝线粗,且为五重平纹经锦结构,这是迄今

为止出土汉锦中密度最高的织锦,要将它按原件的技

术数据制定织物规格和装造方案,需要进行探索性的

研究。若用束综提花机来制织,束综部分采取一线一

综下吊一根衢脚的方法是无法操作的,因为衢脚有一

定的体积,必须采用双吊跨穿的装置工艺来解决矛盾,
既减少了牵线数和衢脚数,又减轻了劳动负荷。而在

素综部分取用10片范,同时又增加4片栈,使综密能

在最大限度内达到最小,减少经丝的摩擦力。对于二

重、三重平纹经锦而言,因为经密小,用单吊就能解决

问题了,而对于四重平纹经锦来说,一般经密就达140
~160根/cm,故也必须采用双吊跨穿的装造形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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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的锦被面料“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男
锦裤和手套面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锦帽面料“安
乐如意长寿无极”锦、女锦裤面“长乐大明光”锦等。由

此可见,用束综提花机制织汉锦的最关键要素是根据

经密的大小来确定束综的吊置方式和素综综片数。织

造时,由挽花工控制花综,由织造工踏动脚竹控制素

综,一素一花交替提综,用一把梭子引纬制织,对经密

大,门幅宽的经锦,一般需要2个挽花工同时操作才

行,遇有特殊情况时还需1人在机旁协助理经、开口。
汉锦除了具有经密大,花回小、且为独幅的特点

外,在经线的准备工序中,彩经分区排列的牵经工艺也

是汉锦的一大特点。在出土的汉锦文物中我们发现,
应用彩经分区排列工艺的织锦相当多,在二重、三重、
四重平纹经锦中均有出现,使原来只有2种、3种或4
种颜色的织锦由于其中一组经线用2种或2种以上的

色经在整幅内分区排列,从而增加了织锦的经显花色

彩,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多彩效果,如“王侯合昏千秋万

岁宜子孙”锦、“长乐大光明”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
锦(见图12)、“安乐如意长寿无极”锦等,都应用了彩经

分区排列的技术。

图12 应用彩条分区排列的“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

4 结语

汉锦是我国汉代织锦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成熟和更

臻完善阶段的产物,是汉代盛世造就了汉锦独特的工

艺技术和艺术成就。它的组织结构、丝线在色彩上的

巧妙运用,纹样艺术及风格表现手段、丝织机械的继承

与创造应用,以及高超的提花技术和织造技艺等,都成

为了中国古代纺织科学技术史上重要的部分,它所蕴

藏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和民族精神是我国宝贵的文

化遗产。同时,它作为古代蜀锦的一个种类及蜀锦的

早期产品,使蜀锦不仅在我国织锦史上最为悠久,而且

为蜀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人杨雄和晋人左

思在《蜀都赋》中就对汉代川蜀织锦的精湛技艺作了极

为生动的描述。三国时的蜀锦生产发展更为迅猛,成
为川锦对外物资交流的一宗主要商品,特别是军需开

支,全靠锦缎贸易。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冲击和影响,蜀锦生

产受到严重波及,但近十年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视,蜀锦的保护传承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视与

强化。沈从文先生在1959年撰写的《蜀中锦》一文中

讲到:“使蜀中锦在国内外重新引起广大人民的重视,
恢复本来盛名,应当是今后作研究工作和主持生产设

计以及具有优秀技术和丰富经验的织锦工人共同努力

的一个方向。”现在读来,似乎就发生在昨天,这需要我

们不断地努力,去实践。

DiscussonShuBrocadeSkills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
ofHanBrocadeUnearthedfromNiyaRuins

WANGChen
(SuzhouSilkMuseum,Suzhou215001,China)

  Abstract:Thevariety,fabricstructureandpatternstylesofHanbrocadewereintroducedbasedonHanbrocadeunearthedfrom
Niyaruins.TheweavingtechnologyandprocessofHanbrocadeweredetailedtostrengthentheinheritanceandprotectionofShubro-
cadeskills.

Keywords:Niyaruins;Hanbrocade;skills;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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