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3 期（总 229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39, No.3 (Serial No.229)
2017 年 5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May 2017

传统冶铁鼓风器木扇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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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人对木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古籍、壁画上的图画分析其结构和使用方法，并推测其应用史。

本文以新发现的传统冶铁木扇实物为基础，结合文献、田野调查资料，对木扇的历史、结构和使用方法

进行总结。在部分地区木扇一直使用到了现代；木扇上下不同弧度的拱形结构与鼓风时风道内没有活门的

使用方法可以为古代冶金机械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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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decessor’s study about mushan all based on the picture of ancient works and murals. They 
analyzed the mushan’s structure and use-method, and infer the history of the blower.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mushan newly discovered, studies the documents and field research data, and finally concludes mushan' history, 
structure and method of use. Mushan is still being used in some modern place, it's different-curcature arch and no-  
valve air flu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literature related dra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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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扇是我国古代主要鼓风机械之一，而且也

可能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发明创造 [1]，学界一般认

为它是皮囊之后，风箱（此处指活塞式风箱，下同）

之前所使用的鼓风器。对它的发掘和探讨不仅揭

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对古代机

械史和冶金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前人对木扇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入手。

杨宽 [2]，[3]，[4]、李崇州 [5]，[6]、刘仙洲 [7]、李约瑟 [8]、

华觉明 [9] 等人在复原水排的过程中讨论、分析了

作为水排一部分的木扇的结构，并做出相应的复

原。复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新史料的过程，

这一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杨宽先生，他先后发现

了《农书》、《农政全书》、《武经总要》和《熬波图》

中的木扇图。李约瑟在《榆林窟》[10] 一书中发现

了西夏壁画《锻铁图》中的木扇 [11]。随后，王静

如 [12]、戴念祖 [13]，[14]，[15]、陆敬严 [16]、华觉明 [17]、

张柏春 [18] 等学者探讨了木扇的使用性能、生产效

率、操作方法及历史作用。前人的分析和复原都

是建立在已有的几张图上，图像只能间接的反映

古代器械，而且图画在经过原作者的加工和后来

的翻刻之后，保留的原始信息相对有限，如果出

现错画和失真就离事物本身更远了，而以图画为

据的原理推断是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的，下

文正是在这一点上补充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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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扇的使用时代

目前学界以宋代为木扇开始使用年代，而且

普遍认为在明代由于风箱的发明，木扇就退出了

历史舞台。从已有的资料和我们的调查反映的却

是不同于这种认识的历史。

清康熙年间成书 [19]的《广东新语》中描述明、

清时期佛山炼铁炉时记载：“炉后有口，口外为一

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

一合一开，以作风势 [20]”。佛山是明清时期我国南

方最为重要的冶铁集中地，这里的生产技术几乎

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的生产水平，这段记载说明木

扇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1910 年，日本人在本溪地区调查当地坩埚

炼铁时绘制了木扇鼓风图（如图 1），并在文中描

述：“在（坩埚炉）后面，一堵墙（50cm 厚）把

炉边的两个木扇分开。炉壁有两个正方形风孔

（13×20cm），使木扇的风鼓入炉底部的风道中[21]”。

图1  本溪坩埚炼铁炉(木扇)剖面、平面图 [21]

本溪地区的冶铁技术是东北地区的代表，以

上文献说明木扇在当地的冶铁鼓风器械中仍占有

重要地位，而且能够追溯到更早的使用年代。

抗战时期周志宏在调查重庆一带灌钢技术时

这样描述抹钢炉的鼓风器：“鼓风设备，比较特殊，

两个风箱平列用砂石砌成，截面成三角形，箱内

以宽 40.6 厘米，高 96.5 厘米的薄木板两块为叶瓣，

用绞链分别架在两个风箱的上顶角横边上，木板

的下部有方孔，内衬厚布，为空气的进口，再下

有铁环连接于长柄的一端，这个长柄就是工人操

作的把手（图 2）。往返抽动时，风被连续地鼓入。

这种结构的方法，可使炉中获得足够的风压和风

量。同时并提高了炉内的温度 [22]。”

（6、风叶，7、活门，8、送风柄，9、风箱墙）

图2  重庆抹钢炉（木扇）截面图

说明木扇在当时仍是四川地区必不可少的鼓

风器，而且不仅用于炼铁炉，加工灌钢时也在用。

同样是在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相关机构在山

西所做的调查也有木扇使用的证据。1940 年（日）

山西省陆军特务机关调查队在晋城一带调查时记

录当时坩埚炼铁炉鼓风是“以人力推动韛板，将

风送入炉内 [23]，”这里的“韛”在晋城地区是木扇

的俗称，而且之后的一个“板”字更符合木扇的

特征。这种“韛”（木扇）与风箱共同应用于当地

的传统冶铁业中。这一传统在晋东南地区一直延

续到了 1958 年，直到今天仍有部分熟悉木扇冶炼

的老工匠健在，他们为我们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线索和资料。

山西阳泉地区的冶铁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仍

然以“状如龟板，用人工推拉 [76]”的木扇为主要

鼓风器。这一现象在文献、图片（如图 3）和调查

中都得到充分证实。

图3  1950年代阳泉冶铁所用木扇 [24]

从以上文献和调查中可知，木扇在广东、东北、

四川和山西自清初以来一直在使用，并未因风箱

的发明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部分地区的冶铁

传统冶铁鼓风器木扇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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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一直保留到了 1950 年代，使木扇的应用史延

长到上千年。 

二、木扇结构与使用方法

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

县大东沟发现了传统冶铁使用过的一个木扇（如

图 4、5），为进一步了解其结构提供了实物依据。

图4  晋城木扇外面

图5  晋城木扇里面
木扇整体呈上下不同弧度的拱形结构，上边

弧长为 61cm，下边弧长为 44.97 cm，高为 78cm，

从外观看，木扇外形大致是上窄下宽的梯形。上

边有略带弧度的木棍，中部、下边有一定弧度的

木板固定。顶部两边突出的长约 9.5cm 的木棍作为

转轴用来悬挂木扇，距下边 12.5cm 处有边长为 20-
21cm 的方形孔作为进风口（在当地叫做“风刀”），

距左右两边约 16-18cm。进风口之上 5cm，中部弧

形木板上钻两个相距 10cm 的孔，两孔居进风口中

间，从里面固定和悬挂活门（当地也叫“风舌头”）。

木扇下边弧形木板中间相距 11cm 的两个铁环距离

底部 4cm，是用来安装送风柄的。外表面左右两边

钉长约 80cm，宽约 5cm 的木条以增加耐磨性，上

下部木板结合处用小木条钉住缝隙。为加强木扇

的机械强度，在四角和中部两边分别使用了 6 个铁

玛簧钉。

木扇大小因用途不同而变化，一般炼铁炉使

用的木扇尺寸较大，化铁炉较小，锻铁炉更小。

一般两个木扇配合使用，有时也可单使用一个。

木扇在炼铁炉上使用时装在炉后，后壁用砖

与土砌三堵（或四堵）与炉壁垂直的墙，每堵墙

略高于木扇高度，长约 50cm（以单臂长为限），厚

约 10-20 厘米，墙与墙之间隔约一米，上窄下宽。

两堵墙顶部紧贴炉壁处凿出两个孔用来安装木扇。

木扇底部前后活动的部分要挖出一定的弧度。在

两堵墙之间的炉壁下部掏出向炉内倾斜的通风道，

圆形或方形通风道与炉底风道相连。

木扇顶部的两个柄装入墙上孔中，使木扇以

顶部木棍为轴能前后运动。煽木扇的人手持与木

扇相连的长柄前后推拉，其运动幅度以一臂为限

（如图 6）。向前推时，活门关闭，木扇与墙壁之间

的风进入炉内，向后拉时，活门打开，空气从外

部进入木扇与墙壁之间。左右两堵墙与木扇边缘

之间涂抹湿牛粪，以起到密封的作用，牛粪变干

之后需要再次涂抹，因此木扇在山西很多地方都

叫做“牛屎韛”。

图6  木扇（牛屎韛）坩埚炼铁 [25]

三、木扇技术要素分析

以上木扇实物与传统工艺调查相结合可更加

确定可靠地说明木扇的结构特征和技术要素，并

对前人的理论推测做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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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木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并不像古代图

画中显示的那样是平板一块，而是由内向外隆起。

这种结构有多种作用。第一，拉起木扇时，外表

面中部凸起结构可以减少空气对木扇的阻力，其

原理类似于汽车的流线型外壳。第二，内部凹面

要比平面具有更大的迎风面积，迎风面积越大，

鼓风量越大。第三、因为木扇弧形左右是对称的，

对木扇进行受力分析，当木扇向前推时，木扇内

弧面主要会受到固定轴的拉力、拉手对木扇的推

力、木扇与固定壁之间的摩擦力、木扇本身的重

力和风对木扇的阻力（即风对木扇的压力），对压

力进行分解，在水平方向会有向心力，因为木扇

弧形左右对称，两边向心力互相抵消，左右方向

受力平衡，所以做成弧形会增加木扇左右方向的

稳定性，在操作木扇鼓风时，木扇左右方向不会

摆动，不会破坏木扇与固定墙壁之间的密封性，

这样木扇在左右方向是稳定的，就会使对木扇的

推力最大部分的成为有用功，避免因需要稳定木

扇左右摇摆而消耗的功，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

木扇的工作效率。第四、木扇做成弧形要比做成

平面更加结实、耐用，弧形结构使木扇的引力集

中于同一方向，不易变形。第五，由内向外隆起

的弧形木扇在向下推时，空气沿着上下不同的弧

形面不断向弧形中心运动，促进扇面所有的风向

下部中心区聚集。也正由于以上因素使木扇具有

相对更大的风压而应用于治炼行业，因为炼铁，

特别是使用矿物燃料时，对风压的要求更高。如

在晋城圆炉炼铁时，工匠特意选择木扇，是因为

他们认为木扇风压较风箱大，更适合于以煤为燃

料的圆炉。

梯形外形的木扇是因其特殊的结构需要形成

的。要实现内部不同弧度的拱形结构其剖面必须

是梯形，因为只有上窄下宽的木板成拱形相连时

才能使上下呈现不同的弧度，若用长方形板只能

形成上下弧度相同的拱形。

木扇作成梯形，可以把重心降低，一方面是

为了增加稳定性，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木扇被拉到

最高点，要向前推进行鼓风时，利用木扇重心靠

下而使推动变得省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其作

用原理类似于钟摆，以加大自身惯性达到节约外

力的作用。

杨宽等学者在认真研读行炉图（如图 7）、 锻铁

图（如图 8）和熬波图时发现图中木扇是上窄下宽

的梯形结构，由此，我们推测宋元时期的木扇可

能已经实现了拱形结构，能够产生更大风压。当然，

也可能拱形木扇是在宋元木扇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图7  《武经总要前集》行炉图 [26]

图8  敦煌榆林窟西夏锻铁图

“活门”问题是复原木扇的一个焦点。李崇州

在复原水排的过程中强调在与炼铁炉连接的进风

孔处要安装活门，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在木扇向

后拉时容易吸出炉内热空气，而且可能吸出高温

火焰，这对冶炼操作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6]。刘仙

洲（如图 9）、李约瑟（如图 10）、华觉明（如图

11）在其复原及说明中都注意到了木扇本身及通

风道上的活门。

传统冶铁鼓风器木扇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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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刘仙洲推想马排（木扇）图（[156]，p.53）

图10  李约瑟木扇复原图 [7]

图11  华觉明水排（木扇）复原图（[10]，p.330）
在木扇本身的活门问题方面，我们发现的实

物及调查访谈中都得到了确认。在木扇下部有一

方形活门，其上有两圆孔，孔是用来吊厚硬布片的，

其面积略大于活门。挂在里面的厚布在木扇拉起

时因外部空气的压力而打开，木扇推向前时，内

部空气的压力又使厚布贴在方孔之上，使其密封。

这一结构对周志宏的调查做了很好的注解，因为

在上文周志宏的报告中有如下描述“木板的下部

有方孔，内衬厚布，为空气的进口 [22]”，这一令人

费解的语句在结合以上对木扇活门的分析时就容

易理解多了。

连接炼铁炉的通风道之上的活门是一个较为

复杂的问题，李崇州在其论文中强调了这一点，

其他学者的复原图中也画出了这个活门，但是我

们在山西晋城实地访谈了熟悉木扇使用的老工匠

张小吹、张戌林、张惠勤、李究红等人，在阳泉
访问了刘四本等工匠，他们答案都是否定的。而
且曾于 1957 年前往阳泉地区调查传统炼铁技术的
北京科技大学孔令坛教授证实也没有这个活门。

经过认真分析，我们发现进气孔处没有活门
是可行的，因为通风道是否需要活门决定于木扇
与墙壁之间空间的压强与炼铁炉炉底的压强大小
关系，如果木扇与墙壁之间空间的压强大于炉底
处的压强，就不需要在通风道设置活门，如果木
扇与固定壁之间空间的压强小于炉底处的压强，
这样烟气就会由压强大的一侧向压强小的一侧运
动，就需要通风道设置活门来阻止炉底烟气向木
扇与墙壁之间空间运动。而由于以下因素使炉底
的压强始终小于木扇与墙壁之间空间的空气压强：

一、木扇是弧形的，内部隆起，这样的话就
不会像平板那样在推到墙壁上时与其相贴形成真
空，而是在木扇两边紧贴墙壁时，内部留有拱形
空间，这种状态下拉起木扇通过通风道对炉内的
吸力就小。

二、炉内是热空气，温度高，压力小，而且
炼铁竖炉本身有向上抽风的“烟囱效应”，外面的
冷空气压力大，炉气上行活跃，所以底部热风被
抽走的可能性就小。

三、最为重要的是木扇本身有活门，而且活
门较大，在向后拉时，活门打开，外部空气进入，
这样就不会形成从炉内抽出热空气的压强差。

活门的有无与通道距离也有一定关系，炉室
与鼓风室连接的通风道足够长，可有效缓解炉内
热风对木扇的影响。

反过来再看古代文献及壁画中的木扇，可以
发现《武经总要前编》行炉图中的木扇本身有活门，
画得准确，其它几幅图都漏画了这一部分。通风
道的活门可以没有，近代不同学者调查报告中的
几幅图也都没有体现。

木扇的悬挂方式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因为在周志宏和日本相关人员及我们的调查中都
发现木扇是挂在靠近炉壁一侧，这样在扇体向前
推时可以最大限度的接近墙壁，使其中的空气最
大限度地鼓入炉内，从而增加风量。从这个角度
看古代几副关于木扇的图，可以发现，行炉图、
水排图和熬波图都是挂在箱体的外侧，只有锻铁
图挂在内侧。挂在顶部外侧的木扇在向前推时，
木扇在箱体之外时几乎没有鼓风作用，而且当其
底部接触靠近炉壁的墙体时，木扇就达到了活动
极限，这时在墙壁和木扇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三
角体空间，这里会聚集大量受挤压的空气，对风

量和风压都有影响。李约瑟在其复原图（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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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木扇与前面墙壁之间画成了三角形，说明他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

况下，他在文章中没有具体描述。现在看来，宋

元时期的木扇挂在木箱内侧更为合理，这一点并

不是技术上的进步，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实践经验，

古人不可能认识不到，于是行炉图和水排图画错

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从现代学者及我们的调查中都发现，用于鼓

风的木扇与冶铁炉之间应有一定的距离，且中间

要有隔热的设备，木扇与炉之间以通风道相连。

在木扇的密封问题方面。牛屎的作用与活塞式风

箱中的鸡毛一样，鸡毛具有很好的韧性，可以在

长时间内起到密封作用，湿牛屎只在一段时间内

有效。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木扇经历了一个由

单扇向双扇发展的过程。行炉和水排图中的木扇

都是单独使用，鼓风是间歇性的，在锻铁图和熬

波图中已实现了双木扇作用，交替推拉可以达到

连续鼓风的效果。

正因为以上独特，巧妙的结构，使木扇在活

塞式风箱发明之后仍然长期流传。

四、结   语

技术的变迁并不是简单的顺序替代和线性发

展，技术的应用史更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

行考察和总结。新发现冶铁用木扇在梯形外形、

上下不同弧度的拱形结构和使用时通风道没有活

门等方面都对以前的认识有所突破，而且对前人

的复原方案进行了验证和纠正，同时也正是因为

特别的结构使得木扇能够延续到现代。

当然，木扇既然一直使用到了现代，那就一

定还有较多的实物存在，不同地区的冶炼技术和

传统可能采用不同的木扇。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

开端，能够通过传统工艺的调查进一步认识木扇。

[参 考 文 献]

[1] 梅建军 . 古代冶金鼓风器械的发展[J]. 中国冶金史料 , 

1992（3）:44-48.

[2] 杨宽 . 我国古代冶金炉的鼓风设备[J]. 科学大众 , 1955
（2）:73-74.

[3] 杨宽 . 关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讨论[J]. 文物 , 
1959（7）：48-49.

[4] 杨宽 . 再论王桢农书“水排”的复原问题 [J]. 文物 , 
1960（5）:47-49.

[5] 李崇州 . 古代科学发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及其复

原[J]. 文物 , 1959（5）:45-48.
[6] 崇州 . 关于“水排”复原之再探[J]. 文物 , 1960（5）:43-46.
[7] 刘仙洲 . 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62, 51-54.
[8] 李约瑟 . 中国古代对机械工程的贡献[A], 潘吉星 : 李约

瑟文集[C],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6，933.
[9]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委员会 . 榆林窟[M]. 北京：中国古

典艺术出版社 , 1957,18.
[10] 华觉明 . 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

[M]. 郑州：大象出版社 , 1999，330.
[11] 李约瑟 . 中国在铸铁冶炼方面的领先地位[A], 潘吉星 :

李约瑟文集 [C],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6, 
916-923.

[12] 王静如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J].文
物 , 1980（9）：49-58.

[13] 戴念祖 . 中国力学史 [M].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88, 531.

[14] 戴念祖、张蔚河 . 中国古代的风箱及其演变[J]. 自然科

学史研究 , 1988（2）:152-157.
[15] 戴念祖.中华文化通志•科学技术典-物理与机械志[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8，327-328.
[16] 陆敬严 . 水排[J]. 寻根 , 1999（1）：6-8.
[17] 陆敬严、华觉明 . 中国科学技术史 • 机械卷[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00, 131.
[18] 张柏春 .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 • 传统机械调查研究[M].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 2006, 178.
[19] 南炳文 .《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11）：74-75.
[20] 屈大均 . 广东新语[M]. 北京：中华书局 , 1985,408.
[21] Zenshirohara. 'Crucible Smelting in Manchuria '[J].

Archeomaterials, 1992(6):131-139.
[22] 周志宏 .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创造性的成就[J].科

学通报 , 1955(2)：25-30。

[23] 山西省陆军特务机关调查队 . 高平、泽州地区地下

资源调查概要报告 , 1940[B]. 北京：全国地质资料馆

（3768）:13.
[24] 政协阳泉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阳郊文史 • 照

片专辑[G]. 未正式出版 , 2008, 61.
[25] 阳泉市二轻工业局志编撰办公室 . 阳泉市二轻工业局

志[M]. 未正式出版 , 1992,12.
[26] 黄兴、潜伟 . 木扇新考[A], 万辅彬、张柏春、韦丹芳 :

技术 : 历史、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第二届中国技术史论

坛论文集[C],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 2013,84-91.
[27] 曾公亮、丁度 . 武经总要全集 • 卷十二[M]. 北京 : 中华

书局 , 1959, 55-56.
[28] 陈椿 . 熬波图（卷下）[M].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1986, 31-32.
[29] 王祯 . 农书[M].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 1981, 347.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

传统冶铁鼓风器木扇的调查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