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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国内政局相对较为稳定，

中国近代工业得到了暂时相对宽松与自由的发展环境，但近代工业化中能源与材料基础产业——矿冶业

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从矿冶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入手，通过挖掘

相关史料，探讨该时期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矿业法与矿冶业发展、矿冶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矿冶科研学

术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受当时矿冶事业发展曲折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的双重约束，中国矿冶工

程学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原始预期存在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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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27 to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hina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re 
was a relatively loose and free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modern industry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erms of mining industry, the energy and material basis of modern industry, its development failed to meet 
expecta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Mining & Metallurgy as an example. By historical data 
research, it probes into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institute on the regulations,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period, and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mining & metallurgical industry and the lack of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Mining & Metallurgy was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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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十年，即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十年，被称为南京国

民政府的十年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工

业得到了暂时相对宽松与自由的发展环境。但就

近代工业化中能源与材料基础产业——矿冶业而

言，受资源分布与交通条件限制，以及投资较大、

产业技术相对复杂等特点的影响，其发展较其他

产业更加依赖政府的支持。北洋政府时期，矿冶

事业已奠之基受国内外局势影响，未得到应有的

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政府预算被大

量用于巨额军费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息，因此根

本没有余钱投资工矿业的建设，加上 1929 年世界

经济危机，国外资本亦不敢出国投资，这就导致

该时期中国矿冶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困难重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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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沦陷后，国民政府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成立国

防设计委员会，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后于 1935
年 2 月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担负起国防相关的工

矿建设任务。但直至 1936 年 6 月与德国签订《中

德易货协定》后，实施《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

的经费才有所保障。[1]1936-1937 年，在资源委

员会的推动下，关系国防民生的矿冶产业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很快又因全国抗战的爆发而

中断。因此，整个十年建设期间，矿冶事业的发

展低迷且曲折。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以下简称）

作为矿冶专门工程学术团体，是矿冶界同人在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为了振兴矿冶事业而成立的

组织，1927-1937 年也是其开展会务工作最主要

的十年。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针对中国矿冶工程

学会的研究，仅张尔平一篇，[2] 主要围绕学会产

生的背景、学会的成立及其基本情况进行介绍，

未对学会开展工作的细节及具体发挥的作用等问

题作探讨。本文从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入手，通过

挖掘相关史料，探讨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抗战前

十年为振兴矿冶事业所做的努力及其发挥的实际

作用。

一、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的成立

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作为能源与材料

基础产业的矿冶业是洋务运动中除军工业外最早

受到重视并率先得到发展的产业。中华民国成立

后，在“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呼声中，

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矿冶业亦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势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

矿冶事业如煤铁钨锑等均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矿产需求减少，

加上十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事业亦遭受

极大的破坏，矿冶事业走向衰退。1926 年汉冶萍

公司冶炼事业全面停产，冶炼事业沉入最低谷；

1927 年关内煤产量亦减至一千五百万吨的最低记

录。[3] 诚如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缘起中所言，“军

兴以来，武人当轴，近则更变本而加厉，草菅吾

民，蒭狗吾业，据已有之产，毁已奠之基，破产

之局已成”。[4] 与此同时，1926 年南开大学因经

费支绌停办矿科，各教师将星散，恰逢山西省长

公署矿务工程师严庄做客天津，南开大学矿科教

师孙昌克、曹诚克遂与之商议另谋出路并商议组

建学会等问题。组建学会的提议后来又得到北京

翁文灏、张轶欧和李晋等人矿冶界领军人物的支

持。1926 年秋，矿冶学会发起的准备工作在北京

着手进行，并推选严庄、孙昌克、曹诚克三人，

起草会章从事筹备。后于双十节，借北京欧美同

学会召集了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了矿冶学会章

程草稿，并推举翁文灏、李晋、张轶欧、李保龄、

严庄 5 人为筹备委员。[5]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对

于征求发起人、筹备临时经费、和筹备成立大会

三个方面，时时协议，最终征集到发起人 106 人。

（[4]，p.5）

经数月谋划，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于 1927 年 2
月 9 日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 9 号——农商部地质

调查所图书馆会议室成立。成立大会到会会员 44
人，推举翁文灏为临时主席，由主席提出修订学

会章程议案，大会逐章讨论后通过，确立以“联

络同志，研究学术，发展中国矿冶事业”为宗旨。

（[4]，p.9）通常情况下，工程学术团体是工程事

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但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的成立则有所不同，如学会“筹备经过”所言，

“由于矿冶界同人，无坚固之集合，乏研究之精神，

致不能振衰起敞，应付潮流，倘不及时团结，亟

图奋起，将见外人之压迫日增，吾国之工业愈绌。”

（[4]，p.5）可见，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不是矿冶

事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发行为，而是矿冶界同

人对矿冶事业幼稚且发展低迷状况的一种“反抗”，

属于自为行为。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围绕学会宗旨，在抗战前

十年中开展一系列会务工作，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1）研究矿冶各种问题；（2）辅助全国矿冶事业之

改进；（3）编订矿冶名词；（4）设立矿冶图书馆；（5）

设立矿冶研究所；（6）发行会志及关于矿冶各种书

报；（7）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矿冶事

业上一切问题。（[4]，pp. ⅶ - ⅷ）1934 年中国矿

冶工程学会曾列举了该学会的成绩，包括贡献矿

业法意见、发起并筹办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召

开年会讨论发展矿冶业的方案及学术问题、发行

会志及各种矿冶书报、调查矿产、介绍技术人才等。
[6] 下文就这一时期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矿业法规

与矿冶业发展战略、矿冶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矿

冶学术科学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并进一步探

讨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振兴与发展矿冶事业中所

发挥的实际作用。

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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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业法》制定与矿冶业发展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作为矿冶专门工程学术团

体，曾为政府制定《矿业法》与矿冶业发展战略

贡献过自己的意见，并为矿冶业的发展提供技术

人才支持。

1. 为政府制定《矿业法》贡献意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增进国防与民生事

业，计划制定矿业法振兴矿业，因此急需矿冶界

专家学者为其提供建议。1928年8月中国矿冶工程

学会第一届年会在首都南京召开，讨论了由孙昌

克、虞和寅等 12 人提出，吴健、王宠佑、翁文灏

等 10 人联署的“拟订矿法原则”的提案。该提案

对矿业权、矿区、矿政机关、用地、矿税、矿工、

矿业保安和矿业遗弃等 8 个方面提出建议。年会

上通过了矿法原则十七条，并以年会名义呈请中

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农矿部。（[4]，p.64-74）由

于彼时对于矿业法的修订，诸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矿业所有权应为“国营”还是“民营”是争

论的焦点。以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为代表主张矿业

国营与民营应并行不悖，而以中华矿学社①为代表

则主张矿业国营。鉴于此，当时的农矿部长易培

基于 1928 年秋通函国内专家，广征修订矿法意见，

并聘请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会员虞和寅和中华矿学

社社员范柏年为矿业法规起草员，期望能够调和

两说，形成一个折中的矿业法。由于在国营民营

的主张上不同，二者草拟的矿法草案大纲亦存在

较大差异（见右侧表 1）。

1929 年春，农矿部特设委员会审查虞、范二

人所拟草案大纲，因国营、国与民并营的意见未定，

虽然开会数次但毫无结果。其后又因组织农矿法

规起草委员会从事起草农矿各种法规而使矿业法

无形搁置，直至年终，经各方催促，由于彼时农

矿部处境十分困难，虽欲定矿业国营，但国库空虚，

实无经营全国矿业的财力，若采用建国方略中所

说的利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时又难

以实现，如果勉强推行，则无异于将全国矿产全

行封锁，不免有违国家发展矿业的本意，且为舆

论所不许；若欲顺应国情，采用个人与国家经营相

表1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与中华矿学社
关于矿法草案大纲之异同

类别
虞和寅拟矿法草案大
纲（矿冶工程学会）

范柏年所拟矿法草案大
纲（矿学社）

矿质所有权 国有 国有

享有矿业权
主体

未采矿质，国与民均
得依法开采

经私人或法人呈领开采
之矿质由政府经营之

采矿限制
关系国防国存之矿得
限制开采，为相当之

保留
无

矿业待遇
国营矿业与民营矿业
应受同等之限制与保

障

国营矿业未发展以前，
对于已准时任或法人经
营之矿业，仍认其存续，

与国营矿业待遇平等

矿业权取得 只限本国人民 今后矿业由政府经营

矿业权
取得标准

铁及石油采特许制，
其他各矿采优先制

矿业国营，
废止优先制

探矿权存废
主张废止，许人民自
由探矿，订奖励探矿

办法

主张废止，
定奖励人民觅矿法

矿区限制
限制小矿，奖励大矿，

展宽矿区面积限度

政府经营矿业与矿区面
积应无限制，对于从前
已准私人或法人经营之

矿不得增加矿区

矿区收回
时期

矿区注册满三十年以
上，政府有依价收回

之权

对于从前已准私人或法
人经营之矿而有外资关
系者，政府有收回经营

或接收管理之权

土地使用 厘定用地办法 厘定土地使用法

矿业保安
规定保安大纲，

另订矿业保安规则
厉行矿业监察制度，

厘定保安法

技术人员
规定技师资格并其职

务
规定保障及取缔技术人

员

矿工
改善矿工待遇，

订矿工服务规则
改良矿工待遇，

订矿工服务规则

矿税
减轻矿区税、矿产税，
用屡进税率直接征收

所得税

划一税率以平等待遇为
准则，酌量增加矿区税、

矿产税

附加税 限制各地附加税
一切杂税苛捐应悉厉禁

豁免

矿税用途
矿税应属特别会计作
为矿业行政及矿业发

展诸经费

订定矿税及国营矿业盈
利之用途，以优先施用
于发展矿业为原则，实

行特别会计制度

小矿处置
从前业经注册小矿誓

维现状，俟期满消减，
但得展期一次

无

①中华矿学社，原社名为矿学研究会，1928 年 4 月组织成立于南京，以“研究矿学、调查矿产共谋中国矿业之发展”为宗旨，
出版《矿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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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而行的政策，又未免有奖励私人资本的嫌疑，

顾此失彼，难以两全。鉴于上述诸因素，国民政

府最后采取“混而同之”的办法制订矿业法，于

1929 年 12 月 31 日送请立法院审查，经立法院加以

修正，1930 年 5 月 26 日由国民政府令公布，同年

12 月 1 日施行。《矿业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域内

之矿均为国有，非依法取得矿业权，不得探采；外

国人可入股中国矿业公司，但所占股份不得过半

数；铁矿、石油矿、铜矿以及适合炼焦的烟煤矿应

归国营，由国家自行探采，且政府对此类矿产拥

有“先买权”；钨、锰、铅、锑、铀、铣、钾、磷

等矿则在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划为国家保留区，

禁止探采；此外，还对矿业权、国营矿业、小矿业、

用地、矿税、矿业监督等作了详细规定。[7]

2. 为制定矿冶业发展战略提供建议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发行《矿冶》会志初期，

先后发表许多有关振兴矿冶事业的言论，对发展

中国的矿冶事业特别是冶炼事业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除此之外，学会还针对发展矿冶事业问题

积极向政府提案。全面抗战爆发前，学会分别于

1928、1929、1933、1934、1935、1936 年 举 行 了

六届年会。历届年会的学术讨论会除演讲论文以

外，还对矿冶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讨，并审核

会员有关提案，提案审核通过后以学会的名义向

政府提出建议案。除矿业法拟定原则的提案外，

还在设立矿冶研究所、提倡矿冶工程教育、矿冶

事业经营方式、国防矿冶事业等多个方面为政府

出谋划策，这些建议案对于矿冶业发展战略的制

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至五届年会研讨的主

要矿冶问题及提案如右侧表 2 所示。

3. 为矿冶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持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的技术人才支持作用，主

要体现为会员对矿冶事业具体建设的支持。以国营

矿冶事业的建设为例，南京国民政府曾先后进行过

马鞍山中央钢铁厂和湘潭中央钢铁厂的筹备与建设

计划。其中，马鞍山中央钢铁厂由实业部主办，于

1931 年 4 月组成国营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中国

矿冶工程学会的会员翁文灏、朱谦、张轶欧、黄金涛、

吴健、王宠佑、胡庶华和胡博渊等 8 人参与了筹备

讨论。由于当时尚未对全国工业进行统一规划，因

此钢铁厂建设计划遭到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

灏的反对，而该次中央钢铁厂计划也因国民政府内

部的部门权利之争被迫停止。1936年资源委员会制

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提出建设湘潭中央钢

铁厂并成立了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而筹委会的

主任委员翁文灏、常务委员程义法、专门委员严恩

棫亦为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会员。但遗憾的是，湘潭

中央钢铁厂的计划在武汉会战失败后被迫暂停。[12]

表2  第一至五届年会研讨的重要矿冶问题
及有关提案列表（1928-1935）

年会届数 地点 年会上研讨的重要矿冶问题及提案

第一届
（1928）

南京

着重围绕矿业法规和发展矿业议案
的研讨。研讨了拟订矿法原则案、
设立矿冶研究所案、工业团体组织
法原则案、请政府提倡矿冶教育
案、设立矿业辅助所案、保护矿商
案、设立国家矿业银行案、限制铁
砂出口及奖励勘采铁砂案、规定矿
质进出口税率案以及设立大地测量
署案等。此外，还对政府疏畅运销、
蠲免税捐和救济矿业等议题进行讨
论。（[4]，p.67-95）

第二届
（1929）

辽宁
沈阳

对东北三省的矿业动态尤为关注。
提出“设立国营矿业公司经营矿冶
事业”和“保护矿业建议”的提案；
并请将“设矿冶研究所案”再呈农
矿部。[8]

第三届
（1933）

浙江
杭州

宣传矿冶在国难时期的重要性，对
于国防矿冶事业，力求贡献。[6] 围
绕“学会在全国总动员时应有的贡
献与准备”及“如何发展关于国防
之矿冶业以纾国难”两个主题进行
了讨论。[9]

第四届
（1934）

天津
北洋

推举朱行中、孙昌克和李保龄三人
组织方案委员会，由朱行中召集，
针对制炼钢铁焦厂、颜料工厂及工
厂与矿厂局地发展等问题，提出方
案，交由理事会向政府建议。[10]

第五届
（1935）

河南
焦作

增设矿冶工程教育委员会，对当
时的矿冶工程教育作各方面公开
研究。通过翁文灏的“编译采矿
专书案”和曹诚克的“编译矿业
词典案”。[11]

三、矿冶科学技术知识传播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为了引起矿冶业及全国公

众对矿冶事业的注意，通过发行《矿冶》会志和

举办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等行动，传播与普及矿

冶科学技术知识。

1. 发行《矿冶》会志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的组织乃矿冶界同人为振兴

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78

矿冶事业所采取的措施，该学会发行的《矿冶》会

志，则为矿冶界同人提供了交流与发声的平台。

1927 年学会成立时，编纂委员会讨论编纂事宜，

确定专业学术刊物《矿冶》（Mining and Metallurgy）

为会刊，按季度发行，该刊物是学会经营多年的主

要刊物，从 1927 年 8 月在北平创刊至 1936 年 12 月

后中断刊行，共发行 8 卷 32 期。抗战期间于 1942 年

12 月勉强复刊，另起卷号，至 1944 年共出版复刊号

（半年刊）共 5 期。（[2]，p.222）《矿冶》会志作为

学术期刊，在办刊初期，设有“言论”、“著述”、“调

查”、“统计”、“近闻”、“杂俎”、“会务报告”等栏

目，内容较为全面。从 1930 年 2 月的第三卷第十一

期开始，“近闻”、“书报介绍”、“统计”、“会务报告”

等栏目陆续撤销，至 1930 年 11 月第三卷第十四期，

《矿冶》只刊登载“著述与调查”类论文。至此，《矿

冶》正式成为矿冶业的专业学术刊物。

从传播内容来看，据笔者统计，1927-1937 年，

《矿冶》共刊发相关言论、调查报告与著述等类文章

206 篇，涉及内容包括对介绍国内外矿冶业发展现

状、发展矿冶事业的建议与计划、矿山地质勘查与

各种矿产地质调查报告、矿冶机械设备与方法、矿

冶政策与管理、矿冶试验报告、以及矿冶工程教育

问题探讨等，此外，还对已故会员和业内学者亦有

传记性介绍。从传播范围来看，当时《矿冶》会志

的发行时虽定有各项推销的办法，但未能全体举行，

除了寄送给会员外，仅有交换、赠阅、定阅、寄售

及门售等几种。（[4]，p.145）据 1929 年 4 月统计的

《矿冶》发行数量来看，当时《矿冶》已发至第五期，

其中第一期共发行 848 册，第二期共发行 619 册，第

三期共发行 588 册，第四期共发行 615 册，第五期共

发行512册。20个月各期会志累计发行3182册。（[4]，

p.151）由此可见，《矿冶》会志作为矿冶业的专门

学术期刊，其传播范围主要局限在矿冶业领域。

2. 筹办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

筹办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是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在推动矿冶技术与传播新知方面所做的影响力较大

的事件。彼时，由于缺乏对地质矿冶等科学技术的

充分宣传介绍，且未能积极促进新式采矿冶金机械

的引进，一般社会公众对地质采冶事业缺乏深切认

识与注意。为了唤醒国人对矿冶事业的注意，倡导

发展矿冶事业，1933 年冬，学会联合北洋工学院、

地质调查所和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动议，拟借学会

1934 年在北洋工学院举行第四届年会之机，举办全

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13] 国民政府获悉后，鉴于

实业部与教育部原有举行此类展览会的意图，认为

此事属于创举，意义重大，应由政府主办以明示国

家提倡矿冶地质的旨意，遂委托上述四个机关团体

为筹备机关，由政府提供经费二万五千元资助办展

览会，地点不变，展期则稍延后。该展览会以“征

集全国采矿冶金地质之各种标本模型图表以及与矿

冶地质有关之中外各项仪器机械，定期陈列，举行

公开展览以增进矿冶地质之学识与技术，发展矿冶

事业”为宗旨，目的是“藉此会使国人对于各种矿

物有观摩认识之机，以为发现利用之导，……以期

介绍近代矿冶技术，引起国内之应用；……以陈列展

览，传布新知”。（[7]，p.752）

展览会下设筹备委员会，筹备会会长由实业

部部长陈公博和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担任，并由会

长聘请国内专门人士 39 人组织（其中，29 人为中

国矿冶工程学会会员），且由会长在委员中指定翁

文灏（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李书田（时

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曹诚克（时任北洋矿冶系主

任）、雷宝华（时任陕西建设厅厅长）、谭锡畴（时

任北洋教授）、徐光熙（时任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主

任）、李保龄（时任致和公司董事）、施勃理（时

任北洋教授）、谢家荣（时任地质调查所技师、北

大教授）9 人为常务委员，负责主持一切会务的进

行，另以委员孙昌克（建设委员会）为驻京代表。

后因翁文灏在武康遇险，其事务工作遂由胡博渊

（实业部简任技正）代理，徐光熙因操劳过度身故

后，改任刘基磐（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为陈列

组组长，其他事务委员，除由北洋工学院全体兼

任外，另由特约人员及雇员充任。（[7]，p.753）

该展览会征集的陈列物品范围包括各种矿物地质

标本、矿冶地质工具仪器与机械、洗选制压工具

及设备、矿冶厂通用机械及材料、矿冶相关各种

模型、矿冶地质的各种产业统计及刊物样本以及

矿冶工厂工作活动影片照片等七个大类。（[7]，

p.754-755）此外，还设立审查委员会，分地质矿

产、冶炼出品、机械用具与模型图表四组，对此

次参加展览会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个人进行审查褒

奖。（[7]，p.785）

展览会于 1934 年 7 月 8 日开幕，7 月 9 日正式公

开展览，至 7 月 28 日闭幕，入门签到的参观者共有

28919 多人（未签名者甚多，无从统计），其中，参

观展览的政府机关代表即有 54 个，矿厂公司 3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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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14 家，路局 7 个，报馆 11 家，学术团体及大中

小学校 100 个（所）；参观者来自北平、天津、南京、

上海、湖南、广东、福建、甘肃、江苏、陕西、山西、

山东、河北等省市县共一百数十处。（[7]，pp.783-

784）为了扩大展览会的宣传力度，安装有两座广播

无线电台每日进行广播、放送名人讲词、唱片，并

在幻灯表演室映射电影十余次，包括开滦晋北等矿

的实际工作情形、外洋及各洋行运来的各种工业制

造影片，对于启发采矿冶金制造知识帮助极大。此外，

还邀请国内专家名宿撰写了各种关于采矿冶金的文

字，于展会期间在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和商报书刊

上编辑展览会专刊共七期。（[7]，pp.784-785）这

些宣传活动的举办，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公众对矿

冶事业关注，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公众对矿冶的认知。

四、矿冶科学研究

研究矿冶学术是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的宗旨，

《矿冶》作为当时矿冶业的专业学术期刊，其刊载

的研究论文情况可以间接反映当时矿冶业的科研

状况。从抗战前《矿冶》会志刊载的 206 篇文章看，

最多的是“国内外矿冶现状，国内矿山概况及矿

业史”类文章，“矿山地质勘探”类文章数量居第

二位，“矿山企业建设、组织与劳资关系”类文章

占第三位；此外，对金属冶炼、原材料制备和冶

金机械类也有介绍。（[2]，p.223）文章内容侧重

于调查报告及介绍概况，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报

告只有少数几篇。若将所有文章按事业分类，则

与采矿业相关的文章 133 篇，占总数的 64.6%；与

冶炼业相关文章 38 篇，占总数的 18.4%；矿冶类文

章 8 篇，综合及其他类文章 27 篇。可见抗战前十

年，矿冶业发展以采矿业为主，冶炼业则相对低

迷。以钢铁业的论文为例，《矿冶》刊载论文只有

十余篇，主要为工程概况、工程计算方法、工程

设备以及工程理论等方面的介绍，未见钢铁冶炼

技术方面的研究论文，这与同期日本钢铁业的科

研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据方一兵研究表示，随着

钢铁工业的发展，日本在 1914 年将钢铁从矿业会

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协会组织——日本钢铁协

会，①以钢铁相关的学术、技术及其他一切问题的

调查研究和日本钢铁业的振兴发达为目的。该协

会发行会志《铁与钢》，从 1915 年 3 月开始，每月

发行一期，从未间断，主要刊载与钢铁技术研究、

钢铁业界发展以及国外钢铁动态等方面相关的文

章。像黑田式炼焦炉、八幡制铁所的平炉、高炉

等技术改善、大型高炉的设计建设、特殊钢铁技

术的引进与发展等日本近代以来的许多技术研发

成果，都以论文形式刊登其中，使得该期刊不仅

成为日本钢铁技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见证

了日本钢铁技术研发的发展历史。（[12]，pp.224-

226）即便从采矿业来看，与工程技术相关的著述

论文与调查报告只有 37 篇，仅为采矿类文章的

28%。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采矿事业尤其是冶

炼事业的发展，均未达到迫切需要进行矿冶科研

的程度。矿冶业所产生的技术开发与科研需求不

足，使得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科研上作为引领矿

冶事业发展的“发动机”作用受到限制，而这一

状况反过来又制约了学会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学会在开展矿冶学术研究方面

曾做出许多努力。为了便于开展矿冶学术研究，早

在 1927 年学会成立时即设置了“筹备矿冶图书馆

及研究所委员会”，以王宠佑、王正黼和翁文灏为

常务委员。学会曾将设立矿冶研究所的希望寄托于

政府的支持，并于 1928 年第一届年会时即以年会

名义向中央党部和农矿部提出“设立矿冶研究所”

的提案，阐述了设立必要性，并提议由政府设立“绝

对国营”性质的“矿冶研究所”。提案对研究所的

任务、经费、所长及筹备等方面的组织大纲都提出

建议，并提交了组织矿冶研究所的具体计划。（[4]，

pp.74-87）1929 年第二届年会又一次将该提案呈请

政府。但是，受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该提案未

能获得国民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尽管缺乏相应的实

体科研机构作依托，但学会在开展会务中仍然励精

图治。为便于开展会务工作与促进矿冶学术研究工

作，学会曾尝试依靠自身力量筹设永久会所、矿冶

图书馆与矿冶研究所。学会为了避免学会地址迁移、

行止无定影响会务开展的问题，理事会先后发起筹

设临时会所与永久会所，于 1933 年募得基金 3427
元，购置临时会所于南京国府路东梅园新村三十六

号。[14] 但该临时会所面积太小，用于存放刊物书

①日本在 1885 年即成立了日本矿业会，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1914 年又将钢铁从矿业会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协会组织——
日本钢铁协会。该协会是日本钢铁产业及其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标志着日本钢铁技术发展的一种社会建制
的形成，日本钢铁协会的成立也因此被日本学界视为其钢铁技术进入科学化时代的标志。

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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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尚恐不够用，因此又计划筹建永久会所。永久会

所的初步建筑拟为两种，一为图书馆、矿冶陈列室、

办公室附开会室，一为研究所，专为技术实验所用，

建筑基金预定需 5 万元。[15]该计划又因抗战爆发等

原因而被迫搁浅。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也由于长

期缺乏进行科研的基础设施与条件，而使得学会在

矿冶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开展受到极大制约。但值

得一提的是，学会会长翁文灏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

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后，逐渐“弃文从政”。他在

抗战时期出任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为抗战时期

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开发后方

的矿冶资源，在翁文灏的推动下，经济部于 1938
年 3 月 3 日成立了矿冶研究所，促进了抗战时期后

方的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冶技术进步。[16]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前十年，中国矿冶工程学会虽

然在多方面做出努力，但除了在《矿业法》与矿冶

业发展战略制定以及矿冶科学技术知识传播方面取

得一些成绩外，在矿冶科学研究以及振兴矿冶事业

的具体建设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

因，可从学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两个方面来总结。

从外部条件看，来自矿冶事业推动以及政府支

持的力度均不足。从理论上说，工程学术团体是特

定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与水平的产物，当事业发展

到一定程度，为了进一步促进事业发展，就会相应

的工程技术科研需求，这也是促使工程学术团体产

生的内在动力之一，而政府的鼓励与扶持则是工程

学术团体产生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就抗战前十年学

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矿冶事业发展的科研需

求，还是政府的支持力度，均显不足，学会发展更

多的是依靠自身力量，因此学会只能结合自身的实

际情况，力所能及地开展部分工作。

从内部条件看，受学会基础设施条件匮乏与经

费不足等方面的约束，会务工作开展受到相应的限

制。学会作为矿冶业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也是当

时唯一的全国性的矿冶学术研究机关，但由于缺少

相应的实体机构作依，始终只能以一种无形的学术

团体存在，组织力度较为松散。尽管学会的会长、

副会长，如翁文灏、张轶欧、李晋、王宠佑等均为

当时矿冶界学术、行政、事业等方面的泰斗，有一

定号召力，而且学会在开展会务方面亦有勇猛精进

的精神，但终因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匮乏等因素的限

制，使得矿冶学术研究工作难以取得应有的进展。

受内外部条件的双重约束，中国矿冶工程学

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与预期存在一定偏差。但对于

矿冶工程技术人才而言，学会的设立，为矿冶工

程师和矿冶界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探讨与交流学

术的平台，聚集了大批矿冶技术人才，起到蓄水

池的作用；而有关矿冶人才与技术的积累，为后来

支援抗战与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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