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上京城出土金属及冶炼遗物科技分析

李辰元 李延祥 赵哲夫

〔作者简介〕 李辰元，男，1986 年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李延祥，男，

1962 年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邮编 100083; 赵哲夫，男，1961 年生，黑

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邮编 150008。

〔关 键 词〕渤海国 上京城 冶金考古 铜器 铁器

〔内容提要〕通过使用便携式荧光光谱分析仪( p － XＲF) 、扫描电子显微镜与能谱( SEM － EDS) 等对渤

海上京城宫城、匠造址、东廊、御花园出土的铁质遗物、有色金属遗物以及冶炼废弃遗物进行了初步研究，并

对渤海上京城所进行的金属冶炼工业流程进行推演，同时试图通过遗物本身对渤海国冶金生产技术及商贸

流通提供部分佐证。
〔中图分类号〕K871． 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0483( 2018) 02 － 0045 － 09

渤海上京城自 20 世纪初被学者发现以来，

一直作为东北地区唐渤海时期考古研究的重要

对象。作为效仿唐王朝五京建制的五座重要聚

落，至今为止中京、上京城和东京城的遗址在

学界具有较为普遍的共识①，且皆位于我国国

境之内。上京城两度作为渤海国首都，自天宝

末年 ( 755 年) 文王大钦茂自中京迁都以来，

历时 169 年，仅在贞元时期短暂迁都于东京。
从渤海国 15 世共 229 年的兴衰史来看，上京城

的建设史可以作为整个渤海国历史的集中体现，

针对其遗址本身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也有众

多学者钻研百余年之久②，可见其所具有的巨

大研究价值及潜力。金属的生产在渤海国整个

的社会运转中，除了有丰富的铁器作为其工农

业生产的基本资料和军事装备外③，贵金属、
铜等有色金属的生产也是其工业生产和贸易交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渤海国的地理位置作为

中原王朝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文化科技传

播桥梁，其冶金与金属加工技术的演进流变对

整个中原金属技术传播有着关键性的转承作

用⑤。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已经针对金属遗

物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及初步的分析检测⑥，特

别是最近发现的精美金属遗物更是吸引了更多

的学者关注渤海时期的金属生产⑦。虽然通过

传统考古学能够在形制和风格上一定程度地区

分金属遗物的种属，但如果要探讨渤海国与周

边各势力的商贸往来⑧以及墓葬之中金属遗物

的确切来源⑨等问题，抑或是通过金属遗物等

信息推演动态的历史情境，还需要通过诸如合

金元素溯源⑩等更为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结

合其他类型的遗址遗物，形成对矿冶考古研究

的全面理解瑏瑡，从而复原整个古代冶金生产产

业链。本文试图通过渤海上京城出土的一批冶

炼生产加工废料，如炉渣、炉壁、坩埚碎片等，

结合出土金属遗物的科学分析，为深入研究提

供一个切入点和基础研究数据。同时尝试与临

江六道沟及汪清的同时期铜冶炼遗址建立联系，

形成对渤海国金属制品生产加工的更为立体的

认知。

一、样品提取检测

本次测试样品由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提供

发掘品 75 件，分别来源于上京宫城、东廊、匠

造址和御花园 4 处遗址，主要包括金箔、鎏金

铜饰件、铜器、铁器以及坩埚、炉渣等冶炼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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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基本覆盖了唐渤海时期这一地区所使用的

常见金属遗物遗存。测试除在取样现场对表面

腐蚀较轻的器物进行无损的手持式 X 射线荧光

( p － XＲF) 检测外，还针对破碎、残损的器物

进行了部分有损取样，并对坩埚、炉渣等生产

生活废弃物遗存进行了筛选和破碎取样。
本次检测获得 p － XＲF 数据 202 组，取样

检测样品 29 件，针对金属质地样品进行了金相

显微镜观察，并对所有取样样品进行了扫描电

子显微观察和能谱检测。较小的且质地较软的

样品使用电动微型精钢无齿锯进行切割取样，

较大的且质地较为坚硬的样品使用金刚石带锯

进行切割。切割后的样品使用特鲁利 ( TＲO-
JAN) 材料冷镶后进行打磨抛光处理。金相显

微镜使用莱卡 ( Leica) 公司的 DM400M 型显微

镜，照片拍摄使用奥林巴斯 ( Olympus) 公司的

BH2 － UM 型矿相显微镜。铜制遗物金相观察腐

蚀液使用三氯化铁盐酸乙醇溶液进行预处理，

铁制遗物金相观察使用硝酸酒精侵蚀进行预处

理。扫描电子显微镜使用 FEI 公司的 Magellan

TM 40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背散射影像

观察，成分检测分析使用其安装的牛津仪器公

司 ( Oxford Instruments ) 能 谱 仪 配 合 Aztec －
Feature 软件进行测试分析。样品表面进行了真

空喷碳，能谱测试中的工作电压控制在 20eV，

束流强度根据实验需求进行了微调，半定量的

元素组分采样使用软件的自动模式，所有测试

数据计数率经过软件自动优化均能够达到计量

有效范围内。所获得数据参考测量误差采用至

少小于所得数据一个数量级的结果进行讨论，

对于半定量测试可基本视为有效数据结果。
1. 铁质遗物检测

在本次检测的过程中，由于在之前的发掘

工作中已经有专家对上京城出的铁质文物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瑏瑢。在其研究的 36 件器

物中基本为体量较小的器物，同样在本次取样

研究中 也 对 小 型 残 损 铁 器 样 品 ( 图 版 七，1、
2) 进行了取样和检测。通过金相观察，我们发

现薄片状小型的铁质遗物组织存在较为单一的

铁素体 等 轴 晶 孪 晶发育，基体有大量的夹杂物

图一 上京城出土铁器典型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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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上京城匠造址铁质块状残件夹杂物图 图三 上京城匠造址铁钉残件电镜背散射图

存在，形态大多为长条状且方向较为统一。在

一些铁钉样品的组织可以观察到少量铁素体和

锯齿状的魏氏体组织存在，而主要由珠光体和

铁素体组织组成。同时也有少量的块状铁质遗

物具有亚共晶铸铁的莱氏体组织 ( 图一) 。总

体看来小型金属残块的金相结构十分复杂，不

仅有质地较软能够便于捶揲加工的熟铁热锻残

块，也有具有较好刚性机械性能低碳钢制作的

破损铁钉，同时也有质地较硬熔点较低的亚共

晶铸铁器物的残块。
通过电镜的背散射图像，可以更加清楚地

看到不同的铁质遗物的夹杂物形态，虽然能够

观察到的夹杂物大都为复相夹杂，但针对不同

的夹杂物，能谱数据却有很大的差别。其中片

状残件的夹杂物氧化铁相 ( 图二中 A 相) 相对

氧元素与铁元素的摩尔比约为 1. 8 ～ 3，而铁钉

的夹杂物铁氧摩尔比约为 1 ～ 1. 1 ( 图三中夹杂

物相) 。玻璃体相的成分比较稳定 ( 图二中 B
相) ，都是以氧化硅为主，但在铁钉一类的残块

的中夹杂较少。铸铁类样品中几乎没有找到能

够进行能谱测试的夹杂物。总体看来铁质器物

的生产加工原料和处理条件不甚相同，而这些

区别明显与不同的几何结构和机械性能需求有

着直接的关联。
小型器物的情况与前续研究的发现基本一

致，而笔者在这次的检测中还选取了两件体量

较大的铁器进行观察和研究 ( 图版七，3、4 ) 。
其中一件大型铸铁件的残长近 30 厘米，正面锈

蚀较为严重但仍然可以辨识出卷曲的拟植物类

的纹饰印记，其背面仍保留有明显的铸缝，可

能是故意保留作为增加机械强度的加强筋。另

一件齿轮类的大型铁器同样表面已经较为严重

地腐蚀，但仍旧能够辨识出其辐射状的五等分

轮齿，在齿轮表面同样能够观察到残留的铸缝。
这些铸造而成的大型遗物应是建筑构件的一部

分，从器物的外形来看可能为门轴瑏瑣或车轴的

一部分。由于器物相对完整且保存状态较为稳

定，因此未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有损取样。
2. 有色金属遗物检测

虽然从数量来看金属类遗物主要为铁器，

但考虑到已有对有色金属器物的研究较为初步，

同时此次检测的出土铁器与之前的出土器物，

器形和种类相比没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检测也

着重对铜制及相关的贵金属器物和加工废弃遗

物进行研究。本次检测的样品中除了有一部分

出土于早前的上京宫城发掘中瑏瑤，其余样品均

为同一批次的发掘出土遗物，总体来看其保存

情况较铁器更好，能够进行器形的基本辨识。
在针对这部分样品的 XＲF 检测中，除了发现在

古代铜合金中赋存量较普遍的几种元素外，在

某些样品中还赋存有微量的锑、钼、锆、硒和

钛，但其赋存的量级与其误差率基本处于同一

水平，在 p － XＲF 的检测中很可能由于检测本

身有限的准确性和器物表面的杂质污染导致所

检测到的数据不能科学地反应材料本身的属性。
因此在讨论其材料的构成情况中不予以进一步

的讨论，在数据统计中将对应的数据予以剔除

后将其余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 图四) ，此

后不再赘述。从总体的数据分布情况来看，样

品基本都属于铜基质的合金材料所构成的器物，

其中锡和铅的赋存情况较其他金属相比更为普

遍，金的赋存情况与鎏金或镀金工艺有直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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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渤海上京城博物馆检测铜器 p － XＲF 数据分布

系，由于 p － XＲF 的检测反应的是对象表层数

微米的赋存情况，因此这些数据所阐释的基本

上也是器物外表面的元素组成情况，与材料基

体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在所有馆藏样品中，个别样品可以直接判

断其为鎏金或镀金样品 ( 图版七，5、6; 图版

八，1) ，器物表面明显呈金色，在对其保存较

好的部分进行 XＲF 检测时可以发现其具有较高

的金元素赋存，大多数此类残块的金色表面都

仅存在于一侧，或两侧赋存情况有较大的差异。

图五 上京城匠造址鎏金青铜饰件残块扫描电镜及能谱元素分布图 图六 上京城匠造址鎏金青铜饰件残块金相及偏光矿相观察

在一些通过裸眼观察判定为铜合金的样品中也

存在其外表面赋存金元素的器物，且经过更加

仔细的观察能够发现在局部仍存有可以肉眼观

察到的黄金表面残留，对照 XＲF 数据可以发现

更多的外表面残留金元素的铜器存在，在表面

残留黄金的样品占比不超过 10%。完整器物大

多数为小 于 6 厘 米 的 小 型 饰 件 ( 图 版 八，2、

4) 。薄片状残件经过观察和统计其平均厚度不

超过 6 毫米，其连接结构固定所用的钉子的横

截面直径 ( 圆钉) 或最大对角距离 ( 方钉) 不

超过 6 毫米 ( 图版八，3 ) 。笔者获得的样品几

乎都是各种饰件的残块，没有古兵器、工具、
容器等发现，这也基本符合铁器时代将铜金属

主要用于装饰品的制造使用倾向。
从细部观察中可以发现，大多数材质比较

厚的铜泡和较大铜钉都是采用铸造的手段生产

的，在其内侧不易进行机械打磨的地方能够清

楚观察到铸缝的残留，这些铸缝除了可能是不

易进行打磨加工而残留的外，同样也能起到加

强筋的作用，使这些器物的架构更加耐用稳固。
在所有进行测试的样品中非铸造的器物几乎都

是片状样品，质地轻薄且较柔软，能够轻易弯

折并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其机械性能明显区别

于铸造器物。通过表面的 XＲF 测试可以发现这

几件片状器物都是由较为单一的纯铜金属制造，

能够明显区别于其他铸造器物使用含锡、铅等

的多元青铜合金。铸造器物的外表面和内表面

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外表面和边缘应经过

较好的打磨形成了较为光滑细致的质感，而相

对的内表面则较为粗糙，有的器物还能够观察

到细小的凹凸和空洞的存在，这可能是由于使

用的铸造模具内壁较为粗糙以及铸造中产生的

气体排出不畅及导热不均所造成的表面缺陷。
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遗物表面的痕迹比较细

密且方向统一，因此判断其可能进行了打磨和

抛光处理，而非为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磨损的结

果。更多的加工细节由于样品表面大多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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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锈蚀层，通过表面的微痕已经无法进行准

确判断，但根据传统工艺的加工方法进行推测，

很可能也是采用砺石等表面坚硬且较为细腻的

材料进行打磨并使用细沙和柔性材料进行抛光

处理的。
在匠造址出土的金属样品中有几件较为轻

薄的饰件由于本身机械强度较差部分破碎，使

得取样时能够获得部分碎片进行更为深入的观

察和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残破的鎏金

泡饰 ( 图版八，1) ，其凸起外表面能够清晰观

察到鎏金或镀金层的残留，凹陷的内侧则没有

发现金的残留，通过 p － XＲF 的无损检测发现

其外表面金元素的赋存质量百分比在 10% 左

右，且含有 12% 的锡元素，没有其他合金元素

被检测到。背面的检测结果 显 示 其 为 含 锡 量

10%左右的二元青铜合金。在电镜图片中 ( 图

五) 可以观察到样品的厚度大约为 300 微米，

其基体部分的晶胞边缘有轻微的腐蚀存在，但

保存状况较为良好，能谱数据与 XＲF 数据有较

好的一致性，为约含 8% 锡元素的二元锡青铜

合金和约 1% 的硫元素。其外表面附有一层极

薄贵金属层，整体观察发现金属层最薄处仅有

2 微米左右，最厚的位置有 5 微米左右，平均

厚度约 3 微米，仅在极少的位置存在缺失，这

与笔者观察所发现的斑驳表面有一定出入，样

品的金属层外侧还有一层较厚的氧化层，因此

斑驳的表面应是由于锈蚀物的覆盖遮挡。通过

能谱的分析发现这一极薄的金属层是由金和微

量的汞混合而成的，其汞质量组分在 6% 以下。
根据过往的研究，汞在鎏金的过程中通过加热

是无法完全去除的，残留的汞可以作为判定鎏

金工艺的重要参考瑏瑥，且其汞残留量和鎏金层

厚度也符合中国古代鎏金工艺的技术特点瑏瑦。
这件器物经过鎏金工艺处理，且鎏金层厚度纤

薄均匀代表了其具有较为高超的工艺水平。进

一步观察金相 ( 图六) ，可以清晰地看到含少

量锡元素的 α 固溶体再结晶晶粒和孪晶，器物

应经过热锻等机械加工，这一特征在古代小型

青铜饰件中较为常见。配合偏光显微观察，可

以看到器物上下表面的腐蚀情况差异较大，具

有鎏金层的外侧锈蚀较薄且修饰层主要呈棕黄

色，仅在最外侧呈绿色，而另一侧的腐蚀层较

厚且大部分为绿色矿化的锈蚀产物，说明鎏金层

很好地保护了器物的外表面，减缓了劣化进程。
在东廊出土的做工精致但已经破碎或断裂

的铜钉样品，则显示出了不同的技术面貌。取

样针对样品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切割，从而对

其整体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分析。通过对金相

观察发现其纵切面晶粒和夹杂物形变量都较大，

应为冷加工而成。结合电镜 及 能 谱 数 据 可 知

XＲF 检测中的金元素同样仅存在于表层，基体

检测结果一致，均为红铜材料。电镜观察发现

在纵切样品的钉帽部分残留鎏金层，其同样为

含微量汞和银的鎏金层，其颗粒状的微观形貌

可能同样源自使用 “金汞齐”的火镀金法进行

镀金 加 工瑏瑧，鎏 金 层 存 在 多 孔 的 颗 粒 状 结 构

( 图七) 。根据传统工艺推测，这种结构空洞可

能是由于汞齐在加热过程中作为溶剂的汞单质

气化流失所造成的瑏瑨。此样品中鎏金层虽然已

经严重脱落，但从残存的部分可以观察到，鎏

金层与铜钉基体结合仍较为紧密。在进行取样

的若干残损铜钉中，虽然共同出土的铜钉外观

相同，但硫化亚铜的夹杂物赋存却不相同 ( 图

八) 。同 时 在 一 同 出 土的 片状的残损红铜样品

图七 上京城东廊出土铜钉纵切面背散射图及金元素 Mapping 图八 上京城东廊出土铜钉纵切面背散射图及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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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能够发现硫化亚铜夹杂物赋存并不统

一，而且一件铜片样品中，还发现了大量弥散

分布的银颗粒，可见加工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

并不相同。
总体上来看 p － XＲF 数据中含有锡、铅合

金元素青铜饰件，大都为铸造产品，而少量纯

铜样品中和部分铸造样品中能够检测到 2% 左

右的铋元素。能谱数据和 XＲF 数据除了部分鎏

金铜器的金元素赋存情况有较大出入外，所反

映的金属基体数据基本能够保持一致。同时表

面含金的青铜饰件和红铜饰件都采用了鎏金工

艺，虽然鎏金层的厚度不一，但技术都较为成

熟且相对普通铜饰件保存更为完好。虽然对于

完整的馆藏器物尚无法进行有损的取样来进一

步使用能谱等进行定量或半定量研究以及采用

金相观察确定其具体的加工工艺，但仅就笔者

掌握的信息已经能够粗略说明上京城宫城出土

的铜制饰件至少使用了包括铸造、锻打、鎏金

在内的两种以上的制造方法对器物进行成形加

工，且使用的原料可能存在差异。
3. 冶炼废弃遗物检测

在遗址所发现的遗物除金属外还包扩一系

列的冶金活动副产物，如大量出土的炉渣、耐

火材料等。大多数炉渣表面富集较厚的绿锈，

XＲF 数据显示含有大量的铜元素，在取样时将

这一类归类为铜渣。这些铜渣的宏观形貌相似，

大小不一 ( 1 ～ 14 厘米) 且有些较小个体明显

为较大个体破碎后的。在采样过程中按照出土

位置及肉眼观察的细微差别将铜渣简单分为Ⅰ、
Ⅱ两个类型。Ⅰ型 ( 图版八，5 ) 表面较为洁

净且能直接观察到大小不一的气孔，样品表面

流线流畅，质地比较坚硬。通过观察Ⅰ型铜渣

的背散射影像，可以发现其基体以玻璃态为主，

在部分炉渣中能够看到细小的铁橄榄石树枝状

结晶组织结构，渣相分布较为均一且各元素组

分比例也较稳定，我们将渣基体数据处理后对

照渣相相图进行分析发现，其软熔温度分布较

集中，在 1200 ～ 1300℃ 左右，借助不同的经验

相图所获得的结果也基本落在近似温度区间范

围。渣体中包裹金属颗粒大多为球形且分散相

对均匀 ( 图九) ，同一渣体内的金属颗粒组分

较为接近，但也存在微量元素赋存的差别。Ⅱ
型 ( 图版八，6 ) 的外层包裹了大量的沙土和

杂质，大多较薄，外表面线条同样呈流线形。
从其断面观察两者质地差别不很明显，但Ⅱ型

相对具有更大量的气孔，且质地较 I 型略疏松。
在扫描电镜能谱观察中，发现渣体包裹着许多

体量较大形状不规则的金属颗粒，这些颗粒的

合金成分有较大差距 ( 图一○) 。渣基体中除

了大量裹携沙土颗粒，其不同区域形貌也有较

大区别，有些区域大量的聚集氧化锡、青铜等

颗粒，有些区域几乎不含有任何金属颗粒，同

时其组分比例也有较大的出入，因此无法准确

的估算其软熔温度等性质。这类炉渣的冶金内

涵和出土的部分耐火材料挂渣较为类似，且具

有类似的夹杂颗粒，因此将二者视为同一类渣。

二、生产技术讨论

1. 铜制品生产

铜质器物的数量在出土遗物中并不多，但

从种类上来看最为丰富。除 了 能 够 直 接辨识的

图九 上京城匠造址出土Ⅰ型炉渣背散射图 图一○ 上京城御花园出土Ⅱ型炉渣背散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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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泡、铜钉等较为完整的遗物外，还有大量的

破碎残损的起固定作用的小型遗物。所有的铜

质遗物都可以粗略地归类为装饰性用途，因此

其机械强度方面对其实际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

影响。从总体的元素构成来看，机械性能较好

的青铜制品在所进行检查的样品中也确实不占

有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在检测的带有鎏金的残

件中，纯铜制品的赋存更为普遍，且其质地相

对纯净。结合两种检测手段的数据能够发现，

鎏金铜制品的制造原料为较为纯净的纯铜和含

锡较低的锡青铜制品，最主要的杂质为硫化亚

铜夹杂物，其赋存应与其冶炼原料有关。虽然

也存在不含夹杂物的纯净的纯铜样品，但其元

素构成中皆含有微量的铋元素，且形制相同，

可能其生产原料也是相同的，是精炼工艺不稳

定造成的差异。这些含有银和铋的铜料很可能

是产自渤海国境内的，在笔者的另外一项平行

研究中能够发现其与宝山六道沟铜矿瑏瑩生产的

粗铜原料有较好的对应性。
对比已经发表的六顶山渤海墓葬出土的包

金及鎏金器物，上京城的鎏金器物的基体部分

更类似于前者出土的包金器，使用较为纯净的

纯铜进行制造并且体积都相对细小纤薄瑐瑠。但

在此次检测的样品的金层中都能够检测出汞的

残留，因此可能前者的包金工艺判断有待进一

步商榷。虽然没有更多的发掘资料披露，但仅

从获得的鎏金薄片和细小的鎏金铆钉来看，这

一类遗物可能是囊匣的一部分，同时可能与渤

海国的国教佛教在处理宗教性物品时喜欢使用

鎏金等材质有关瑐瑡。因此对于鎏金铜器原料的

使用应有多重的考量，首先在生产制造较为细

小轻薄的饰品时由于需要进行冷锻等机械加工，

材料的延展性要求更为苛刻，因此纯铜更为适

合作为生产原料。而当生产可以铸造的较为粗

大的器物时则更趋向于考虑铜液的流动性和机

械强度，因此各种比例的合金青铜则为上佳之

选。但这除了说明渤海工匠能够清楚地认识到

各种金属材质的区别外，还需要考虑是不是出

于对宗教的考量，在制造宗教相关的物品时选

取更为纯净和色泽更好的材料进行生产，而且

这些制品的生产是否在同一地区也是造成原材

料选择本身区别的重要因素。
没有鎏金层存在的普通铜器相比前者在组

成组分上有较大的波动，大多数的普通铜质遗

物都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部分表面锈蚀较为严

重的样品的 p － XＲF 检测数据有较大波动，相

比能谱数据锡元素的赋存情况有所提高，这可

能是由于铜器在锈蚀过程中的铜元素流失和锡

元素的表面迁移的共同结果造成的。同时考虑

到 p － XＲF 数据本身有限的精确性，可能铜质

样品的组分波动并没有整体数据上所体现的那

么大。从现有发表数据来看，各种出土的铸造

青铜饰品中数量最大的带扣带饰一类器物的锡

元素合金比例大概在 20% 上下，处于进行青铜

铸造生产中兼顾流动性和机械性能的较为理想

的合金比例区间，但组分波动比较明显。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渤海工匠是有意地将合金比例调

整在这样一个比例，而且在较大的一个地理范

围和时间跨度中这一技术理念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渤海国虽然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唐代中原

帝国的铜料来源地之一瑐瑢，其铜器制造水平和

中原王朝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无法稳

定地大批量生产货币一类对合金比例要求较高

的产品，这可能也是渤海虽然富有铜资源却并

没有自己的通行货币的一项客观原因。
匠造址和御花园发现的铜生产废弃遗物，

从数量和冶金学内涵判断与矿石冶炼不相关，

从进行分析的铜渣来看仅有能体现精炼合金过

程的熔炼渣以及铸造过程的熔渣存在。在器物

样品中出现了一定量的纯铜样品，且其铋、银、
砷的含量和 I 型炉渣中的合金金属颗粒具有一

致性，但这些炉渣并非是生产制造这些纯铜饰

件的过程废料，因为古代并没有从多元合金提

纯某种金属的技术存在的迹象。两种类型的炉

渣中除了能够确定其加工生产对象为铜制品的

冶金内涵外，也可以明确其对多种金属进行混

合的意图，因此纯铜器物的加工废弃遗物可能

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给予支持。
针对青铜制品实际操作的冶金过程推演，

两种炉渣所对应的冶金过程可能是一个工艺流

程的两个步骤，也可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工艺

流程。出土较为广泛的匠造址Ⅱ型渣和御花园

出土的Ⅱ型渣及坩埚材料的挂渣，虽然在基体

成分上没有较好的统一性，但其包含的金属颗

粒却能够反映出较为一致的热力学与动力学状

态。这些合金比例相差巨大的纯铜、青铜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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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量较大且不规则的形貌以及大量出现在基

体中的氧化锡颗粒，代表了这些冶炼遗物可能

出自氧化气氛为主的，在开放条件下的加工工

序。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代表着纯铜的原料和

锡、铅等合金原料被按照一定比例在开放环境

下进行加热混合。也可能反应了针对不同种类

的铜合金的热加工过程，在热加工中所使用的

容器或炉膛等温度较高的烧融部分集中残留而

成。如果是前一种加工目的，则材料可能还需

要进行进一步的混熔和排渣。
在匠造址出土的Ⅰ型炉渣具有比较稳定的

基体结构，除了有能够代表还原气氛较强的以

玻璃态和铁橄榄石相为主的渣相外，浑圆的金

属颗粒形貌和较好的分散分布，对应其高钙渣

的组分特点和较低的软熔温度区间，其反应的

加工条件能够为渣与金属的充分反应分离提供

有利的动力学条件。因此匠造址Ⅰ型渣代表一

种在小区域内的较为集中生产过程，其产品为

青铜制品并可能直接对应出土众多的铸造青铜

饰件，而Ⅱ型炉渣反映了青铜合金器物的最后

铸造生产之前，可能存在初步加热混合的工序。
但如果Ⅱ型炉渣所反映的是单一的热加工工序，

则在匠造作坊进行的进一步的造渣和排渣可能

是在为其生产青铜加工原料或初级的铸造产品，

制造活动的产品可能不仅有青铜，还有未进行

合金化的纯铜原料直接进行加工作为不同需求

的有机补充。在御花园的冶金活动没有发现Ⅰ
型渣的原因，可能源于其通过使用小型的坩埚

等设施进行小规模的临时性加工操作，直接使

用半成品原料。而在匠造址没有发现坩埚的现

实情况，可能是因为其在操作中使用了效率更

高的封闭炼炉进行集中化生产，因此能获得流

动性更好更易分离排出的液态炉渣，这也符合

笔者对这一生产过程的推演和猜测。但同时还

需要注意，如果炉渣本身不是人为搬运，则御

花园遗址的用途和内涵可能更为丰富和复杂。
2. 铁制品生产

针对渤海上京城出土的铁制品相关遗物，

有关专家已经给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瑐瑣。在此

次的研究中仅就出土的几件残破铁器进行了简

单的金相和电镜能谱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提

取更多的信息。在出土的炉渣等冶铸废弃物中

除了发现了含有极少量铁金属颗粒的渣和少数

富含浮氏体结构的渣外，并没有更多的成规模

的进行铁制品相关的加工冶炼活动证据出现，

说明铁金属的生产加工在上京城内即使是匠造

址都是仅限于小规模的二次加工，这也符合作

为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的上京城在环境影响上

的考量。结合先前的研究瑐瑤可以了解到，上京

城的铁器种类十分丰富，除了有直接的生铁铸

造产品外，也存在对半成品进行回火淬火等加

工获得拥有更好的机械性能的低碳钢，或直接

将生铁制品和熟铁制品进行混合使用，利用不

同碳含量的铁制品间的碳扩散获得理想的复合

材料的“夹钢”工艺。通过对典型器物的检验

性测试，的确能够从有限的材料中获得与先前

学者研究的类似的信息，并通过铁器中的形态

不同且组分各异的夹杂物结果中推演出铁制品

生产原料来源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供应体系。

三、结 论

总体来看，上京城出土的渤海国金属遗物

虽然很多在外观和用途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单从外观和形制无法进一步进行分析和分类。
但通过现代材料及冶金分析手段，可以从遗物

的材料特征和理化性质推演其加工方法、可能

采用的技术路径和原材料本身的来源流通。从

现有的材料分析，上京城出土遗物的技术路线

和原料来源内涵十分丰富且相对复杂，但也从

侧面说明上京城中的冶金加工体系并不稳定，

相比中原王朝系统性较强的金工匠作体系，作

为当时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制品生产系统，可能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原王朝的技术传统建立

在成熟的体系和稠密的人口基数之上，一般大

规模集中量化生产能够同时保证其品质和效率，

但同样的生产模式在渤海国并不一定能够有效

的进行瑐瑥，工匠可能同时使用铸造和锻造生产

简单的铜制饰品，兼顾生铁和熟铁两套不同的

技术路线进行中小规模的混合型的生产实践。
这种生产策略在效率上可能并不能达到最优，

但考虑到其本身的产品需求量和有限的技术水

平，不失为一种更为适用的冶金生产模式。而

这种更富有创造性的对技术的吸收和融合，不

仅能够体现出渤海国与技术更为发达的中原王

朝的紧密联系，也能反映出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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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生活中体现出的灵性和智慧。同时很多

生产流程的表征遗物的缺失以及物料来源的不

确定性，除了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掘工作进行

不断的理解加深和认识进步外，也需要更为广

泛的考量渤海国作为重要的贸易流通环节的地

缘优势，将整个冶金生产链条放置于更大的社

会贸易系统之中，更多地考虑金属原料的回收

利用。同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采用更多的技术

手段获取物料流通信息并推演技术文明层面流

变，为考古工作提供更为深入的研究佐证和更

为丰富的参考数据。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句丽、
渤海 问 题”研 究 专 项 项 目 ( 项 目 批 准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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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alysis on the Metal and Smelting Ｒelics from the Upper Capital of Bohai Kingdom
Li Chenyuan Li Yanxiang Zhao Zhefu

A preliminary study was done on the irons ，nonferrous metals and smelting waste unearthed from the
palace ，workshop address ，the east gallery and imperial garden of the Upper Capital of Bohai Kingdom by
using the scientific instrument p － XＲF and SEM － EDS． They tried to deduce the metal smelting industry
process ，further study the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trade of Bohai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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