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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记载追溯坩埚炼铁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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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考证与技术类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清代坩埚炼铁法的

传播和演变进行归纳总结。成书于康熙四年( 1664) 的《颜山杂记》是目前所见

最早记载坩埚炼铁技术的文献。山西阳泉地区两步法坩埚炼铁技术有两种: 第

一种( 两步全用坩埚) 在康熙年间传入山东博山，并吸收了当地焦炭冶炼琉璃的

技术，形成了以焦炭为燃料的坩埚炼铁技术; 第二种技术( 第一步用坩埚，第二

步用竖炉) 于清初传入东北地区，并与传入该地的炼焦、炼铁技术相结合形成另

一种以焦炭为燃料的坩埚炼铁技术，在这种技术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煤炭( 无烟

煤) 逐渐取代焦炭作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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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坩埚炼铁的源流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看法，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基

本上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进行推测。如李约瑟在分析中国

最早炼出生铁的可能原因时就提到坩埚炼铁的优势［1］。杨宽认为坩埚炼铁是从坩埚炼

铜继承下来的，所以其时代应该是战国［2］。这些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是缺乏足够

的证据。第二种是根据考古出土遗物进行推断。何堂坤对洛阳吉利工区出土汉代坩埚进

行了科学检测，认为在汉代可能就有了坩埚炼铁技术［3］。也有学者通过对几个有坩埚出

土的汉代遗址进行总结，断定中原文化区在汉代已发明了坩埚炼铁技术［4］。这样的观点

都有一定根据，但是，还需要确认一点，出土的坩埚是否是用来炼铁的，目前还没有令人信

服的证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三种是一些学者在无法考证其源流的情况下，往往避

开这一问题，以咸丰年间《青州府志》对坩埚炼铁的记载来引出下文。其实，在现有文献

中隐含着一些坩埚炼铁技术源流方面的内容，只是鲜于梳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文献

整理、考证和解读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分析来探讨坩埚炼铁在清代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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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坩埚炼铁的最早记载

上文所提咸丰年间的《青州府志》，被部分学者称为迄今所知关于坩埚炼铁最早的文

献记载［5］。其他学者在引用这一文献时也默认了这一记载的历史地位。近代学者对坩

埚炼铁技术的部分调查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一致，因而更加肯定了这段内容的历

史和文献价值。然而，就文中所述康熙二年( 1663 ) 坩埚炼铁法从山西传入山东博山而

言，由于是孤证，说服力并不强。
查阅原文献可以发现，咸丰《青州府志》在卷 23 中介绍该府下属各县的物产，其中博

山县的物产“铁”中有那段被众多冶金史家广泛引用的关于坩埚炼铁法的文字。原文

如下:

铁: 铁出黑山下，熔石可作铁。县志: 其始，乡之人不知也。康熙二年，孙廷铨召

山西人至此，得镕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驩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

以筒，置方爐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筒与爐，加大火攻其下。每

石得铁二斗，为生铁。［6］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发现“县志”两字。在古代，编修方志时，一般是上一级行政单位

会引用下一级行政单位编撰的志书，也就是说府志会引用县志中的内容。“县志”两个字

可以表明其出处，那么，修于乾隆十八年( 1753) 的《博山县志》中应该有更早的记载。查

阅这本目前所见关于博山地区最早的县志可以找到如下记载:

颜山记，采石黑山，铸而为铁，百石之垆，三合之屑，火烈石礁，风生地穴，清气如

珠，玄精为液，得柔斯和，过刚或折，作为剑器，蛟龙可截，以钢性易脆，生不若熟也。
考石可作铁，其始，乡之人不知也。康熙二年，孙文定公召山右人至此，乃得熔铸之

法。凿山取石，其精良者为驩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罏中，周

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击之碎之，易其筒与罏，加大火。每石一石得铁二斗，为

生铁。［7］

首先看引文的后半部分，并没有标明出处，应该是县志编修者所写。把这一部分与咸

丰《青州府志》的记载相对比可以发现，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府

志中的“孙廷铨”与县志中的“孙文定公”是同一个人，因为孙廷铨赐谥“文定”，世称“孙

文定公”。府志中是“山西人”，县志中则为“山右人”，这是因为以太行山为中心，坐北朝

南，则太行山右侧为山西省，故山西也称为山右，这种称呼在明清文献中比较常见。府志

中称炼铁炉为“方爐”，县志中则为“方罏”，这应该是通假用法，与后代学者调查中提到的

坩埚炼铁方炉是一样的。由此可见，被众多冶金史家广泛引用的关于坩埚炼铁法的文字，

其实最早记载在成书于乾隆十八年( 1753) 的《博山县志》，而不是比它晚 106 年成书于咸

丰九年( 1859) 的《青州府志》。
以上《博山县志》引文的开头有“颜山记”三个字，是指博山最早的地方志———《颜山

杂记》［8］，这是前半部分内容的出处。如果把前后两部分内容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其中的

主要技术点基本相同。《博山县志》( 以下简称县志) 中把坩埚炼铁的炉称为“方罏”，《颜

山杂记》( 以下简称杂记) 中为“百石之罏”。方炉是坩埚炼铁炉的常用名称，在杂记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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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字，但是“百石”意指炉子能装一定数量的炉料，这正符合方炉坩埚炼铁的特征，因

为方炉是一次性装炉的，有一定的限度，不像竖炉那样可以连续上料冶炼。在县志中把凿

山所取的“驩石”和“硬石”都击碎，“和以煤，盛以筒”，杂记中把这三种物质统称为“三合

之屑”。虽然杂记中没有提到坩埚的同义词“筒”，然而一个“屑”字透露出坩埚炼铁的技

术特征，因为往竖炉中添加的炉料是块状的，而加入坩埚中的是粒度为 0 ～ 2. 5 厘米的矿

石块、屑混合物与煤屑。县志中记载燃料为“礁火”，杂记中为“火烈石礁”，都指以焦炭为

燃料。另外，正如县志中记载“考石可作铁，其始，乡之人不知也。康熙二年，孙文定公召

山右人至此，乃得熔铸之法。”当地人之前并不会炼铁，是孙廷铨于康熙二年从山西引入

了这项技术。而《颜山杂记》是孙廷铨于康熙三年( 1664) 因病罢官回到颜神镇( 即现在山

东淄博博山) 之后，病情好转而“聊疏乡里间事”，数月而成( ［8］，序) 。也就是说，《颜山

杂记》是记录孙廷铨家乡( 博山县颜神镇) 的事物，两者相符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在目前可见古代文献中，成书于乾隆十八年( 1753) 的《博山县志》是最全

面、最准确记载坩埚炼铁法的文献，而成书于康熙四年( 1664) 的《颜山杂记》是最早记载

坩埚炼铁技术的著作。而且，《青州府志》、《博山县志》和《颜山杂记》三篇文献相互佐

证，可以证康熙二年坩埚炼铁技术从山西传入山东博山的史实。

2 坩埚炼铁技术从山西传入山东

从 19 世纪 70 年代李希霍芬对坩埚炼铁技术的调查起，中外学者完成了不少关于这

项技术的珍贵记录。结合这些文献记载和笔者的调查，可以从冶炼过程的角度把坩埚炼

铁技术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即一步法和两步法。一步法是在坩埚中一次性从铁矿石中还

原出较为纯净的铁。装满矿石和煤面的坩埚放入炉中，坩埚下部和周围都是用作燃料的

煤炭，自燃和鼓风冶炼相结合一天之内可以在坩埚底部炼出块状铁。两步法则需要进行

两次冶炼，在不同的炉和坩埚中完成从矿石到铁的还原过程。两步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操

作方法是先把装有矿石和煤末的坩埚放入下部铺有炭块的炉中，再让炉在不鼓风的情况

下自燃一段时间( 一般三到七天) ，冶炼出渣、铁混合物，然后再把其中的海绵铁放入坩埚

或竖炉中进行熔炼。这种方法又可细分为两种，两种的第一次冶炼都是用坩埚，区别在于

第二次熔炼用坩埚还是用小型的竖炉。从传统工艺调查来看，一步法和两步法的分辨还

体现在地域分布上，一步法主要集中在山西的晋东南地区( 今山西晋城市和长治市) ，两

步法则以山西阳泉地区为主要集中地。
从上文《博山县志》中“考石可作铁，其始，乡之人不知也”可知在康熙之前的博山地

区还不知怎样用坩埚炼铁，而且康熙二年从山西传入山东博山的是两步法的坩埚炼铁技

术。由此推断，很可能是山西阳泉地区的工匠把坩埚炼铁技术传入了山东博山。需要注

意的是，山西阳泉地区的坩埚炼铁技术原本有两种类型( 第二次冶炼用坩埚或竖炉) ，传

入山东博山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两次冶炼都使用坩埚。
从燃料的角度来看，上文所引《博山县志》中“周以礁火”说明此处的坩埚炼铁是以焦

炭为燃料。有学者据此认为，山西在明末清初就发明了焦炭炼铁技术，并传入了山东［9］。
然而，目前所见的各种记载中并未提到山西有以焦炭为燃料的坩埚炼铁技术，而且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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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进行传统冶炼工艺的调查中也未发现这种方法。因此，以焦炭为燃料炼铁技术从山

西传到山东的可能性不大。
从山东博山地区来看，《物理小识》中就记载该地用焦炭来冶炼琉璃，但这并不是最早

的，早在嘉靖四十四年( 1565) 成书的《青州府志》物产中就有如下记载:“琉璃器，出颜神镇，

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珠，穿燈、屏、棋局、帐钩、枕顶類，光莹

可爱”［10］。这里的记载要比崇祯癸未( 1643) 编成初稿的《物理小识》早 78 年。考古证据不

仅验证了以上记载，还把时间提的更早。1982 年发现的位于博山大街北首路西的元末明

初玻璃作坊遗址中有焦块和焦煤［11］，而且遗址发掘者认为当时作为燃料的焦炭，为附近

山中出产［12］。还有学者认定遗址南侧的长方形炉坑是烧炼焦炭的设施［13］。
该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坩埚分为两种，一种是硝礶( 炼玻璃的坩埚) ，高 33 厘米、口

径 18 厘米、腹径 28 厘米、底径 17 厘米; 另一种坩埚是直筒状，圜底，残高 16 厘米( ［12］，

534 页) 。前者因口径比腹径小而更像罐，而且还有盖，炼铁坩埚中从未见过这种结构。
后者则与普通炼铁坩埚一样，只是尺寸大小不同而已，如盂县的炼铁坩埚高 110 厘米，内

径 12 厘米，外径 14 厘米［14］; 阳城的坩埚高 60 ～ 100 厘米［15］，直径 20 ～ 25 厘米。总体来

说，两者的形制相似，虽然大小不同，用途却近似，同样是把炉料放入坩埚内，再把坩埚放

入炉中通过炉内燃料加热进行冶炼。炼琉璃的炉与坩埚炼铁炉也有同样的用途，不同的

是，博山传统的玻璃炼炉只能放一个坩埚［16］，而坩埚炼铁炉中可以同时放几十个甚至更

多数量的坩埚。总之，从考古证据和传统工艺调查两方面都说明古代博山炼玻璃采用坩

埚内部放炉料，外部以燃料加热的熔炼技术，这也与《颜山杂记》中“硝，柔火也，以和内;

礁，猛火也，以攻外”( ［8］，卷 4，7 页) 的记载相印证。原理和工艺上的共同性促使技术上

的学习和借鉴，山西的坩埚炼铁法在传入山东博山之后，与当地的坩埚炼玻璃技术相结

合，因焦炭各方面的性能优于煤，所以焦炭取代了原来的煤作为燃料，产生了以焦炭为燃

料的坩埚炼铁技术。

3 坩埚炼铁技术传入东北

坩埚炼铁技术在东北地区也有很长的历史，目前所见文献中对于该地区冶铁技术的

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李希霍芬认为东北地区的冶铁技术来自于山东，因为辽东的居民

多半是来自山东的移民［17］。这种推测合乎常理，而且东北地区民间也传述着山东工匠在

当地从事矿冶的回忆［18］。日本相关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当地工匠都说坩埚炼铁是清初由

山西工匠传入的［19］。这种说法在笔者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很

难断定其真正的来源。
近代学者对东北地区冶铁技术的调查记录，主要集中在本溪地区。1870 年前后李希

霍芬在调查本溪地区时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地的坩埚炼铁技术，该技术是两步法坩埚炼

铁，第一步使用坩埚，所用的燃料是焦炭( ［18］，96 页) ，第二步使用竖炉。几年之后，王

正辅通过调查描述了竖炉的尺寸和效率。丁格兰在《中国铁矿志》中认为，李希霍芬和王

正辅的调查内容之间已经间隔了一次技术变革，两个人所记的不是同一种技术。实际上

两个人所记的是同一种技术，王正辅对竖炉的描述是两步法坩埚炼铁的第二步而已，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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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兰以为之前的坩埚炼铁技术已经不存在了。由于缺乏对冶炼技术的全面了解，丁格

兰对王正辅关于当地冶铁效率的记录表示怀疑，因为王正辅记载，在竖炉中焦炭和矿石的

比例是 2∶1，而这种比率即使现代高炉也达不到。［20］实际上，王正辅所记的应该是坩埚炼

铁第二步中焦炭与渣、铁混合物的比例，熔炼渣、铁混合物比冶炼矿石节省燃料。1910 年

左右日本相关人员所做的调查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本溪地区的坩埚炼铁技术，与李希霍

芬的记录的不同之处是第一步冶炼所用燃料是煤炭( ［20］，133 页) 。
从这些对技术的调查记录中可以看出，本溪地区的冶铁技术是典型的两步法，先用坩

埚冶炼出渣、铁混合物，再用竖炉熔炼出较纯净的生铁。通过将技术分析与民间记忆相结

合可以判断其来源，因为清前期的山西和山东都有这种两步法坩埚炼铁技术，但是山东博

山的两步法全用坩埚，而阳泉的两步法在第二步可以用坩埚也可以用竖炉，所以，本溪地

区的坩埚炼铁技术应该是从山西阳泉地区传入的。
清代，不仅山西铁器大量输入东北地区成为当地铁器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山西的冶

铁工匠也把坩埚炼铁技术带入当地。本溪湖畔慈航寺道光七年( 1827 ) 的碑刻记载: “凡

我溪湖，铁矿、梅窑，利益无穷。”该碑文末有: “山西太原府盂县清池村张聚武施，正中黄

锻帐幔一联，银十四两”。这说明当地的冶铁与山西人有紧密的联系［21］，而且碑中所提及

的盂县也正好属于现在的阳泉地区。在阳泉地区也有多通碑刻反映两地之间的互动和交

流，如现存阳泉市郊区冶铁集中地荫营镇三都村寿圣寺的嘉庆九年《募化碑记》中就有:

“本溪湖张凤鸣施银二十两，张添富施银三十两”。
但是如果从燃料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的坩埚炼铁技术还吸收了山东坩埚炼铁的技

术要素。山西阳泉的两步法坩埚炼铁在第一步冶炼时坩埚外面加热所用的燃料是煤炭，

而山东博山用的是焦炭，李希霍芬记载中本溪炼铁所用的燃料是焦炭。也就是说，冶炼方

法来自山西，使用燃料的技术则可能来自山东。这应该是山西的坩埚炼铁技术在传入东

北之后与传入东北的山东炼焦、坩埚炼铁技术相融合而产生的。而到了日本相关人员调

查的时候，第一步冶炼所用的燃料则是煤炭，这时对煤炭的应用也进行了区分，碎块的烟

煤与矿石相混合放入坩埚内，坩埚之外加热用的燃料则是无烟煤。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

炼铁工匠在发现和掌握了当地无烟煤的特性之后用它代替焦炭，省去了炼焦的过程，节约

了能源。然而，使用焦炭的技术因素也没有完全消失，当地的工匠有时也在坩埚内添加一

些焦炭碎末。
以本溪地区为代表的东北冶铁是以山西阳泉地区传入的两步法坩埚炼铁技术为主

体，同时在燃料方面吸收了山东炼铁的技术因素，并在实践中与当地资源相结合不断地发

展和改进。

4 结 论

成书于康熙四年( 1664) 的《颜山杂记》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坩埚炼铁技术的著作。
该书中所记山东博山炼铁技术是康熙二年由山西阳泉地区传入的，传入之后吸收了当地

焦炭冶炼琉璃的技术，形成了以焦炭为燃料的坩埚炼铁技术。成书于乾隆十八年( 1753)

的《博山县志》全面、准确地记载了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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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山东博山的炼铁技术是山西阳泉地区两步法坩埚炼铁技术两种类型中的一种，

即两步都使用坩埚。同样是在清初，阳泉地区的另一种两步法坩埚炼铁技术( 先用坩埚

后用竖炉) 传入以本溪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并与来自山东的炼铁技术因素相结合形成当

地的冶铁方法，这种方法在与当地资源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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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rucible Smelting Through Documentary Ｒecords

LIU Peifeng，LI Yanxiang，QIAN Wei
(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Metallurgy ＆ Materials，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the textual researches of mathematical literatures and technology type
analysis，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of crucible smelting in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ork Yanshan Zaji is the first historical mention of the crucible smelti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rucible smelting in the Yangquan area Shanxi province． One of them ( the use
of crucible in two steps) spread to Boshan，and assimilating the way of coke smelting glass，the tech-
nology become coke crucible smelting． Another technology ( the use of crucible in the first step，shaft
use in the second step) spread to northeast Chi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which integrating the
technique of coking from Shandong grew up into a new coke crucible smelting． In the process of con-
tinuous development，anthracite replaced coke as the fuel in this technology．

Keywords crucible smelting，origin and development，co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