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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曲坪头遗址看晋西北史前

建筑技术的承袭发展

张登毅 李延祥 高 策 刘 翠 郭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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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对河曲坪头遗址前后两期房址的建筑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地区

窑洞式建筑在窑跨、门洞处理、防潮技术、白灰烧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建筑技术方面的

承袭发展。通过对房址进行建筑力学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先民对黄土窑洞结构力学的稳定性已经有了

很好的认识。最后对房址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碳十四测年，扫描电镜分析显示: 后期房址

白灰烧制技术比前期提高; 碳十四测年显示: 前期房址距今 3835 ± 25 年，后期房址距今 3535 ～ 37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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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坪头遗址位于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刘

家塔镇坪头村，其背风向阳，东倚山丘，西与

内蒙古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南北为流水冲沟

( 图一、二) 。该遗址于 2009 年发现 5 座龙山时

期的白灰面房址①。其均为在黄土台塬上的掏

挖圆角“凸”字型窑洞式房址②。其中 F5 发现

于 F2 门前庭院的活动面之下 ( 图三、四) ，根

据地层叠压关系及房址形状推断，F1 ～ F4 为同

一时 期 ，F5在 相 对 年 代 上 应 早 于F1 ～ F4。这

图一 坪头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二 坪头遗址发掘平面图

样，以 F5 为代表的早期房址与四处晚期房址便

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建筑形制及居住面貌。对前

后时期居址长、宽、室内面积、白灰厚度及成

分含量等技术参数的对比研究，便可窥见龙山

时期晋西北先民营建技术的不同及建筑技术的

承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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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坪头遗址总平面图
图四 F2 与 F5 的位置关系

一、前期房址技术形态

F5 为一处圆角“凸”字形窑洞式房址，其

长宽跨度较大，窑跨最大可达 4. 2 米。这样大

的窑跨，使得窑洞上部覆土架空的较多，坍塌

的可能性增大。
F5 的居住面进行过防潮处理，通过解剖可

知，处理工序至少三道: 最下为经过夯实的生

土，然后在生土上涂抹草拌泥，再涂抹较厚的

白灰层。
F5 周壁涂抹有白灰墙裙，墙裙高 12 ～ 19

厘米。解剖可知，白灰涂抹的顺序是，先涂抹

地面，之后涂抹墙壁。
火塘位于房址室内中间，其周围有凹弦纹

装饰，处理手段应是在白灰未干之前用石或骨

器刮刻而成，弦纹处理的或深或浅，极不规整。
根据凹弦纹残留的宽度推测，刮刻工具的宽度

应该在 2 厘米左右。

二、后期房址技术形态

以 F3 为代表来描述后期房址的建筑技术形

态。
F3 为一处圆角“凸”字形窑洞式房址，其

最大窑跨为 3. 2 米，这样的跨度，更有助于房

址顶部覆土的稳定性。通过解剖发现，F3 墙壁

及地面均均匀涂抹草拌泥和白灰。白灰涂抹较

薄，厚 2 ～ 4 毫米，涂抹厚度均匀。白灰墙裙高

度 58 厘米左右。
F3 居址门的处理，比前期房址讲究，主要

表现在: 1． 门道出口位置没有完全堆砌石头，

而是在黄土台塬上掏挖口小里大的形状，只在

门口垒砌少量石头以增加黄土门洞的牢固性。
2． 在 F3 门洞内侧发现门砧石，这是前期房址

所没有的。这说明在后期房址已安上了门。
居室中央设有直径 1 米的圆形火塘，火塘

边缘有圆圈三角形装饰，用绳子压印而成，根

据残留痕迹可推测，用于碾压纹饰的绳子至少

由四股撮合而成。至于其制作原料及技术，应

该是由树皮纤维或者稻草先撮成细小的股子，

然后再相合而成。
后期房址无论是在窑跨、门洞的处理，还

是在地面及墙壁白灰、火塘周边装饰技术的处

理，都较前期房址有很大改善，这是早期人类

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营建思维的改变。

三、白灰成分与年代分析

为了解五座房址白灰面的成分，对取自五

处房址的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 X 射线能谱

( SEM) 分析，成分分析采用扫描电镜电子显微

镜无标样定量分析，使用德国 ZEISS EVO18 扫

描电 镜 和 BＲUKEＲ X Flash Detector5010 能 谱

仪。分析条件: 激发电压 20kV，扫描时间≥
60s。每个样品面扫描分析三个部位，取其平均

值。实验结果见表一。
分析结果显示，前期房址 ( F5) 样品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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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坪头遗址前后时期房址白灰面扫描电镜 X 射线能谱分析结果 ( 单位: % )

实验编号 原编号 取样部位 Ca C O Si Al Mg Fe

F2 － 1 SXHP100714F2 房址东壁与北壁拐角 26. 57 39. 61 32． 66 1. 16

F2 － 2 SXHP100714F2 房址火塘边缘 33. 34 27. 5 38. 07 1. 09

F3 － 1 SXHP100714F3 房址东南墙壁 34. 19 26. 42 38. 51 0. 88

F3 － 2 SXHP100714F3 房址地面东南部 37. 23 20. 98 41. 17 0. 62

F4 － 1 SXHP100714F4 房址东壁北部 32. 205 30. 755 36. 255 0. 785

F4 － 2 SXHP100714F4 房址地面东北部 39. 14 21. 46 38. 93 0. 47

F5 － 1 SXHP100714F5 房址东壁北部 26. 37 28. 97 37. 96 3. 09 1. 23 1. 12 1. 25

F5 － 2 SXHP100714F5 房址地面东北部 27. 655 29. 29 40. 86 0. 965 0. 35 0. 65 0. 23

有一定量的 Al、Mg 和 Fe 元素，其中 F5 － 1 的

Al、Mg 和 Fe 含量分别达到 1. 23%、1. 12% 和

1. 25%，样品 Ca 含 量 为 26. 37% ～ 27. 655% ;

后期房址 ( F1 ～ F4 ) 没有检测出 Al、Mg 和 Fe
等元素，Ca 含量最高达 39. 14%。

Al、Mg 和 Fe 应该为土壤杂质等的成分含

量，早期房址白灰中含有较多 Al、Mg 和 Fe，

说明早期烧制白灰对于底料的把握不是很准，

掺杂有其他的杂质; 后期房址 Ca 的含量明显高

于早期，说明后期对于白灰的烧制技术更加成

熟。
为了更确切把握坪头遗址的年代，对取自

房址的白灰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实验结果见

表二。
表二 坪头遗址前后时期房址白灰面碳十四测年结果

最薄

( mm)

最厚

( mm)
描述

年代

( BP)

年代

误差

F2 － 1 1. 38 2. 56 表面光滑 3535 25

F2 － 2 2. 8 8. 86 表面粗糙 3625 25

F3 － 2 3. 3 4. 32 表面光滑 3725 30

F4 － 2 3. 8 4. 7 表面光滑 3715 35

F5 － 1 2. 9 6. 6 表面粗糙不平整 3835 25

测年结果显示: F3、F4 年代相差不远，各

距今约 3725 ± 30、3715 ± 35 年，其年代对应考

古学上的纪年大概相当于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

早期。F5 的年代距今 3835 ± 25 年，比前期房

址早一百多年，对应的考古学纪年大致为龙山

文化末期③。测年结果与考古发掘层位关系及

类型学研究结果一致。

四、建筑技术承接发展

坪头遗址前后时期房址均坐北朝南，形制结

构基本相同，均为圆角“凸”字形窑洞式房址，

每座房址都为独立修建，各有一个向外延伸的院

落，形状为长条形或喇叭形，形成封闭的单元。
居住面及墙壁施白灰，室内靠近门道处施火塘。
房址大致分三步建造，首先清理梁峁; 其次竖向

下掏挖穴式庭院，造出掏挖窑洞的断崖; 最后依

断崖继续向内掏挖窑洞。这种形式的建筑模式最

适合边寒地区人类的居住行为选择，其前后承袭，

是人类经过长期实践摸索的结果。可以这样说，

窑洞式— “凸”字形—施白灰—施火塘是新石器

时代晚期晋西北边寒地区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天人

和谐的建筑技术模式。

表三 坪头遗址前后时期房址建筑技术参数对比

承袭

结构 程序

发展

尺寸 防潮 墙裙 火塘装饰

窑跨 面积 手段 厚度 高度 支力 白灰衔接 手段 纹样

F5

F3

圆角“凸”

字形窑洞式
三步

4. 2m 21 ㎡ 三层 厚 12 ～ 19cm 有
先地面后

墙裙
刮刻 凹弦纹

3. 2m 11． 6 ㎡ 四层 薄 58cm 无
自然

衔接
压印

凹弦纹

或圆圈

三角纹

注: 支力设置代表指的是前期的房址在墙壁下面靠近拐角处可能有意识地向内多掏挖一些，使得可以涂抹的草拌泥较厚，这样

下部的草拌泥支力便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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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时期房址建筑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建筑技术的不同之上: 表现在窑洞跨度、防潮

技术、墙裙、地面与墙裙衔接、火塘装饰等方

面。由表三可知: 前期窑洞窑跨为 4. 2 米，后

期为 3. 2 米。前后期窑洞窑跨之差达到 1 米。
之前笔者作过模拟实验，大致复原了坪头窑洞

的高度在 2. 8 米左右④。下面对 F5、F3 由窑跨

不同而导致的窑洞牢固性的不同进行结构力学

分析。

图五 不同窑跨系数的窑洞受力分析 ( 1． F5 2． F3)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在窑顶取任意一点进

行承重分析。顶部覆土的重力 G 对窑洞任何一

点所形成的力可以分解为正压力 Fn 和切应力

Fm，其中正压力对窑洞的牢固性是不利的，若

来自覆土的正压力很大，而窑洞的顶部支撑不

够牢固，加上顶部黄土较差的直立性，这样的

窑洞则很容易坍塌。而切应力 Fm 由于直接作

用于黄土，这样的力可以使得靠近窑洞的黄土

更加紧密，所以切应力对于窑洞的牢固性是有

利的⑤。如图五所示，若窑顶覆土的重力 G 是

一定的，那么 G 与正压力 Fn 的关系为:

Fn = Gcosθ
与切应力 Fm 的关系为:

Fm = Gsinθ
在受力点、窑高不变的情况下，窑跨越小，

窑洞弧度越大，这样在同一个受力点上，∠θ 越

大，根据以上公式，便可以得出，窑洞来自顶部

覆土的正压力 Fn 便越小，切应力 Fm 则更大。
也就是说，前期窑洞 F5 的大窑跨对于窑洞

的承重非常不利，如果窑洞的支撑不是太好，

那这样的窑洞很容易坍塌，这便是后期房址为

何在很大程度上缩减窑跨的原因。由此可以看

出，生活在晋西北的坪头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当中，对窑跨的大小之于窑洞稳定性的作用

力这一结构力学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

图六 F3 居住面解剖

在防潮技术方面，前后时期的差别不大，

都有用到部分踩踏及夯压技术，并有涂抹草拌

泥及白灰。唯一的不同在于与前期房址相比，

后期在草拌泥之下、垫土层之上多加一层夯土，

该层夯土厚薄较为均匀，厚约 5 毫米 ( 图六) 。
前后时期房址门洞的处理差别较大。前期

房址在掏挖窑洞的时候直接将门道打通，但是

敞阔的门道非常不适合晋北地区的风沙和寒冷

天气，因此建造者在门道出口处两边规整地堆

砌石头以形成出入的洞口 ( 图七，1 ) 。到了后

期，建造者在掏挖窑洞的时候有意将出入口留

小，仅在两边堆砌很少的石头形成石门以加固

门道 ( 图七，2) 。

图七 前后期房址门洞的处理技术变化 ( 1． F5 2． F3)

白灰墙裙，前期房址的高 12 ～ 19 厘米，后

期房址的高均在 48 厘米左右。这样的差异源于

技术的改进，其优点主要有二: 1． 墙裙提高更

适于成年人背靠墙壁坐在地面，此高度正好可

以全部遮拦背靠的范围; 2． 墙上的白灰面积增

大，有助于增大地面的反光强度，增加室内亮

度。此外，相比前期，后期白灰涂抹得薄且光

滑平整，对白灰的烧制与调制技术和涂抹工具

及涂抹技术均有改进。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地面与墙壁拐角处的细

微技术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内到外两方面:

其一，拐角底部涂抹草拌泥厚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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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前后时期房址墙壁与地面拐角处的技术处理手段

1． F5 2． F3

前期房址在墙壁底部靠近拐角处有意识地向内

多掏挖一些 ( 图八，1 ) ，使得涂抹的草拌泥较

厚而增大支力，这样便减轻了上部的白灰和草

拌泥由于墙壁内弧及重力的原因向下沉的力。
随着营建技术的提高，这样有意识的技术形态

在后期便很难发现 ( 图八，2) 。
其二，地面与墙壁白灰面的衔接。前期白

灰的涂抹顺序为先涂抹地面，再涂抹墙壁白灰，

而后期两处的白灰为自然衔接。在草拌泥涂抹

技术上同样表现了这样的变化。
火塘周边装饰变化主要表现在装饰技术与

装饰手段的变化之上。前期的装饰手段是在火

塘周边随意刮刻几道凹弦 纹，制 作 粗 糙 简 单

( 图九，1) 。用于刮刻凹弦纹的工具可能为表

面磨制光滑的骨器或石器; 后期房址火塘周边

图九 前后时期房址火塘周边的装饰风格示意图

1. F5 2. F3

装饰成圈纹、三角纹 ( 图九，2 ) 。至于其纹饰

的处理，则是用四股搓合而成的绳子压印而成。
圈纹的压印极为规整，三角纹两两拐点之间距

离相差甚微。三角纹与圆圈纹组合，使得装饰

效果美观大方，足显坪头先民智慧与审美的层

次。

五、结 语

坪头遗址从以 F5 为代表的早期窑洞式建筑

发展到以 F3 为代表的后期窑洞式建筑，前后时

期居址在窑跨、防潮技术、门洞处理、白灰烧

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方面变化

明显，这是建筑技术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这

样的发展是坪头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不断总结摸索的结果，是坪头先民营造思想的

提高。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 对以窑跨大小为

主要影响参数的窑洞式建筑结构力学稳定性的

探索与掌握，基于省时省力的石洞式向土洞式

门洞的改进与发展，窑洞式房址白灰烧制及涂

抹技术的娴熟，刮刻式的不规整凹弦纹向压印

式的圆圈三角纹装饰的转变。这样的建筑技术

表现形式及发展技术，是晋西北地区龙山时期

建筑技术形态的展现，对研究早期晋西北地区

建筑的发展变化及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结果表明，早期房址白

灰面含有大量的 Al、Mg 和 Fe 等杂质元素，而

后期房址白灰相当纯净，这说明后期对白灰的

烧制技术更加成熟。碳十四测年表明，早期房

址年代距今 3835 ± 25 年，为龙山文化末期，后

期房址年代距今 3535 ～ 3715 年，大致为龙山末

期至夏代早期。
基金项目: 山西省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

项目“山西科技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 编号:

2014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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