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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砂铸造工艺在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中曾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大机器生产中

的机器铸造基础性铸件，从而成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引领这次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发明翻砂工

艺的中国人，而是西方人。 这是技术史研究中的一个深刻的问题，李约瑟曾经就提出过类似的疑

问。西方传入中国的翻砂铸造技术是与西方率先发生的机械大工业生产相匹配的，该项技术随着

洋务运动的进行、中国近现代工业体系的出现而逐步与中国本土的翻砂工艺相结合而为中国近现

代工业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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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翻砂工艺又称砂型铸造，是一项古老的造型工

艺，即以砂为造型材料，配以适量的水和其他物质

做型砂，用做好的模型置于沙箱中进行造型，造型

完成后用熔融好的金属液浇注进型腔中，待冷却后

起模，清理落砂，加工铸件。它的发明年代，目前学

术界尚无确切说法。凌业勤[1]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提

出砂型铸造在我国开始应用的时间还不十分清楚，

但从唐初开始我国已用翻砂法铸造铜钱。并且提出

我国至迟在十七世纪初叶已经掌握单一砂湿型铸

造小件的全套工艺，其技艺的成熟程度几乎已达到

今天手工造型湿型铸造的工艺水平。
刘森[2]做过我国翻砂铸钱工艺产生时间的专

门研究，他认为我国翻砂铸钱工艺的产生时间，至

迟应产生于北宋初期，不会晚于公元十世纪末。华

觉明和张宏礼[3]在《宋代铸钱工艺研究》中提出翻砂

工艺发明的年代目前比较确切的资料属于宋代。宋
代或者更早至唐代或五代的钱币铸型工艺在造型

材料配比方面和现代有别，但很相似，可能已使用

湿型。
周卫荣[4]提出我国古代翻砂铸钱至迟可追溯到

北朝时期，而砂型铸造在唐代也已用到其他行业。

周卫荣[5]还提出翻砂工艺在 15 世纪传到欧洲以后

被用于机器制造，到 17、18 世纪已发展成为机器制

造业的支持技术。他认为翻砂工艺成就了近代工业

革命，时至今日，翻砂工艺仍是机器制造业不可或

缺的支撑技术，对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

贡献，所以“堪称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翻砂工艺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铸造工艺，曾

今有过辉煌的成就。及至 19 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

的浪潮席卷欧美，砂型铸造作为制造基础零件的重

要工艺发挥巨大作用，没有砂型铸造也就没有珍妮

纺织机及其创造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一次

全新的生产革命，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受资本主

义经济冲击的大清朝也在这股浪潮中开始尝试新

式的大工业生产。然而，翻砂工艺进入到中国的近

代工业化大生产中是传统手工业发展的必然还是

受西方大工业生产的影响，这是一个严肃且有意思

的课题。这个问题同时还反应出深刻的中西技术思

想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

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技术史发展问题的研究。

二、翻砂工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

的应用情况

毋庸置疑，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之一是技术



时间 厂名 主要产品 生产方式 创办方 地址

1850 年 伯维船厂翻砂工场 美商 上海

1867 年 江南制造局铸铜铁厂 铸铜铁件 清政府官僚 上海高昌庙

1890 年 顺昌翻砂厂 “田鸡炉”和机器零件 手工翻铸 顾光裕、罗治记、邓永奉 上海市闸北海宁路

1917 年 公一昌翻砂厂 生铁水管 翻砂卧浇工艺 上海

1921 年 慎和翻砂厂 铸铁管 丁福联 上海周家嘴路安国路

1928 年 施长发翻砂厂 水道铜阀门 手工翻砂 施仁孝 上海东长治路德润里 34 号

1930 年 机器模型工场 机器模型 马荣位 上海市昆明路 766 号

1934 年 上海大鑫钢铁厂 钢件 余名珏

表 1 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翻砂工厂一览表

的革新与进步。但是什么样的技术进步才能促成一

次伟大的能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浪潮呢？中国虽然没

有引领世界工业化的浪潮，但是翻砂铸造工艺在中

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

查阅各种文献、档案，本文对翻砂工艺在近代中国

制造业中的应用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脉络，有助于

理解其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发展的影响。
（一）上海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因为在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由于受到西方浪潮的冲击，开始

了对外贸易，手工生产开始转为机器生产。清末洋

务运动中兴起了一大批军工业，它们成为了中国近

代工业化的先驱，在外御强敌的过程中也同时推动

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如近代军工业的先驱者

之一的江南制造局于 1867 年迁至上海高昌庙后[7]，

设有 8 个工厂，这八个厂分别是机器厂、木工厂、铸
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枪厂和工程处。虽然

没有专门的翻砂厂，但他的铸铜铁厂的作用是“翻

砂、造模、熔铸铜铁件。通过查看铸铜铁厂的厂房

图，可以发现，在铸铜铁厂中设有专门的翻砂车间，

如图 1 可见，铸铜铁厂的铸造工艺采用的便是翻砂

法。1867～1904 年间制造局制造车床 138 台，制成

钻床、铣床、翻砂机等机具 117 台。由此可见，江南

制造局的大量基础性铸件都是运用翻砂法生产制

作的，没有基础工艺的支持，也不会有后续的生产

及工厂的发展。

根据《上海科学技术志》[8]中工业技术的记载，

“鸦片战争前，上海的铸造作坊，称为“冶坊”，一般

只能生产铁锅、汤罐和犁头等。鸦片战争后，开始为

近代机器翻造零星铸件，同时也出现了新式的翻砂

工场”。1850 年，美国商人开办的伯维船厂翻砂工

场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工业翻砂场。此外，当时的上

海还有诸多其他专业翻砂厂和使用翻砂工艺用于

工业生产的，如表 1。上海不仅工厂数量多，而且工

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也占据巨大的份量。
以 1933 年的翻砂行业生产为例，上海的翻砂工厂

的全年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 88.8%[9]。另外截至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前，上海全市有铸造厂(场)160
多家，大多为手工生产。

图 1 江南制造局铸铜铁厂厂房平面图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科学技术志》第七编《工业技术》）

（二）福州

福州船政局也是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近代造

船厂。在沈经传[11]所著的《福州船政局》中明确提出

该局的铸铁厂是为轮船翻砂制造各种机器铁件。林
庆元[12]主编的《福州船政局史稿》也同样提到了船

厂的铸铁厂，他认为铸铁厂就是翻砂车间，“翻砂车

间(铸铁厂)：占地二四 OO平方米。十五马力动力设

备一台。同时他还介绍了翻砂车间分为铸铁和铸

铜两部分，1873 年外国工人离开车间后，中国工人

独立了一台新型的蒸汽机的铸件和旧型号蒸汽机

的铸件。在孙毓棠[13]编写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上册中，他也提到了福州船政局自制的一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12 年 12 月36



周芃君等：翻砂工艺与中国近代工业化

百五十匹马力的轮机，由于轮机是机制轮船的核心

部件，他还给出了它的制造程序，其工序中便有翻

砂工艺的应用。“一是按轮机各个部件的尺寸分别

缩画图式，二是模厂按图式大小，制造木制横型，三

是打铁、铸铁各厂，照模型打制或翻砂成器件”可见

翻砂工艺不仅在完成军工厂的生产中非常重要，在

造船业中也是一个核心技术。因为蒸汽动力在当时

的工业生产和运输业中非常重要，需要靠蒸汽动力

发动轮船和火车，而运输业又能影响工业的发展，

故蒸汽动力设备的生产工艺是需要采用一种先进

的制造工艺，而翻砂工艺荣幸地担当起这项重任，

足见翻砂工艺占据了当时制造业中的重要位置。
在福州，除福州船政局一类的厂的铸铁间和翻

砂厂能修理帆船、轮船的机件外，民营资本家经营

的工厂也有能利用翻砂技术进行此类修理工作的。
如罗肇前在《福建近代产业史》中介绍的广福利机

器厂[14]，该厂建于 1912 年，于 1922 年增设翻砂间

和铸铁间，不但能修理帆，轮船的机件，还能自己制

造柴油机。
（三）金陵

金陵即今日之南京。金陵有一家很有代表性的

军工厂———金陵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的机器正厂设

有火炉翻砂厂、翻砂模坑屋。吴熙敬主编的《中国近

现代技术史》中更明确提出“金陵机器局扩建的翻

砂厂中，设有翻砂模坑，即地坑造型，为手工铸造大

型炮座之用。是年开办的汉阳荣华昌翻砂厂是具有

一定规模、中国最初的专业铸造厂”[15]。1869 年该局

“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火炮、炮车、炮弹、枪支及各种

军用品”[16]。到 1879 年，金陵制造局拥有机器厂 3
家，翻砂、熟铁、木作厂各 2 家。光绪皇帝在回复时

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一封奏折中批示说：“金陵机

器制造局仿照外洋制造各式炮位、车辆、架具、炮
弹、铜火以及添配炮垒需用物件，分设机器、翻砂、
铁木、火箭各厂，雇募工匠，常期制造，实物纷繁，监

督工作，采办料物，催提押运，搬抬起卸各项，在在

需人，必须分派经理，以期周妥”[17]。此份光绪的回

奏中提到要建的厂子时专门提及的与机器、铁木等

并列的“翻砂”，由此可见可见翻砂工艺是金陵制造

局的一项极其重要生产工艺，更是当时军工生产的

技术支撑。
（四）湖南

关于近代湖南翻砂业的发展情况，在朱羲农、
朱保训[18]所著的《湖南实业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些情况，如“湖南长沙翻砂业，始于民国三年。当

时湘省矿业，日渐发展，矿山需要之炉门、铁板、厂

瓢、炉桥等，须由翻砂厂翻制，于是长沙下碧湘街之

倪茂昌，合资一千元，应时创立。民国六年，庆和丰

亦开办于楚湘街。在民国十九年以前，市内专业翻

砂者有四家，斯时湖南之锑、锌、铅、锡之销路颇大，

翻砂业连带兴旺。”另外湖南地区翻砂厂的产品种

类，以机械零件、矿山炉桥、轮船汽缸、机器带轮、轧
面机件、印刷机器等占多数。笔者根据搜集到的资

料就长沙，湘潭两县的翻砂工厂生产情况做如下统

计，详见表 2 及表 3。

（五）山东

据政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员会学宣文史委

员会编的《潍城文史资料·第 5 辑》记载[19]，潍县翻砂

业是从 1915 年同盛铁厂的建立开始的。此后，潍县

的手工制品从原来生产简单的犁和耙、车钏、车锏、
打铁用的帖子，生活用的炉口、炉底等扩大到能够生

产织布机、水车、弹花机、轧花机等，一切铸件毛坯全

部由同盛铁厂供应，到 1929 年，增加了铸锅。
（六）兰州

兰州自古既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又是历朝

政权掌控的重要军事基地。其经济、工业发展对整

个西部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左宗棠在兰州设立兰州机器局[20]，这是兰州近

代工业的先锋。清光绪年间（1875- 1908 年），兰州

先后建成 4 家商营机制翻砂厂，分别为三益成、三
益铭、永福祥、永盛祥；民国初期，又新建成 3 家私

营翻砂厂，分别为元兴福、德盛公、永顺和。这些翻

砂厂主要为封建军阀政府制造弹药、枪械外，在民

用方面生产一些铁铧、铁锅、火炉、车串等手工小农

表 2 长沙县翻砂工厂生产情况

根据资料（[17]）统计、制表

厂名 设立年月 原料 主要产品 设备

倪茂昌 民三年 生铁 机械零件
冶炉两座，马达一架，

马力三匹

庆和丰 民六年 生铁 机械零件
冶炉一座，马达一架，

马力三匹

福泰隆 民十八年 生铁 机械零件
冶炉一座，电力 马 达 一 架，

马力三匹

厂名 设立年月 原料 主要产品 设备

杨乾顺 民九年 生铁钢
翻制轮船汽车零件

及修理

冶炉一座，
风箱一座

谭福泰 民十九年 生铁钢
翻制轮船汽车零件

及修理

冶炉一座，
风箱一座

黄利顺 民二十年
废铁旧

铜

翻制轮船汽车零件

及修理

冶炉一座，
风箱一座

根据资料（[17]）统计、制表

表 3 湘潭县翻砂工厂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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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日用金属品[21]。由此可见，兰州的军用武器的

制造和农用、日用品的生产很依赖翻砂工艺。

三、翻砂工艺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之关系

探讨

第一，中国近代工业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师夷

长技”的产物，从结构上看是完全效仿西方资本主

义社会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机器大工业生产从

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是组合工具为根本的生产工具，

而组合工具需要机器以不同造型呈现出来才能有

效的实现组合。翻砂铸造在由于造型的灵活性，且

造型材料———砂在所有的铸造工艺中适应造型条

件的能力极强，故翻砂铸造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

中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没有中国工匠对传统翻砂

工艺的继承和对适应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翻砂工

艺的学习以及有效地完成本土和西洋工艺的耦合，

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组合工具复杂造型就没法顺

利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受阻。
第二，翻砂工艺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

发挥了基础性的建设作用，让各种铸件的生产得

以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利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

在近代中国开始萌芽发展。但推动这个过程进行

的还需要看到西方技术与中国本土翻砂手工艺融

合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这个问题反映出的

也不仅仅是翻砂工艺对工业化生产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必然趋势。既是大的

社会环境成就了翻砂工艺对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同时也是工业化对翻砂工艺的需要使得翻砂工艺

站上时代的舞台。
第三，洋务运动对实现中国近代工业化功不可

没，并帮助翻砂工艺在这次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积极

作用。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起的军工厂在进行各种铸

件的生产甚至炮弹的生产中都离不开翻砂工艺。可
谓翻砂铸就了近代军工业。

第四，军工生产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内容，

同时民用品的生产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民族资本主义和由传统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铸造

厂、翻砂厂对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也同样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翻砂工艺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传统

手工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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