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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西传统坩埚炼铁技术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步法和两步法，每种类型又包含多种不同的方法。一步法主

要集中在太行山南段，两步法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中段。形成两种类型的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同的资源特征，矿石品位

低且还原性好、还原剂含硫量低的地区采用一步法;矿石品位高且还原性差，还原剂硫含量高的地方采用两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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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坩埚炼铁是我国传统冶炼工艺中一项独特的技

术。学术界对坩埚炼铁技术的科学考察是从李希霍

芬开始的，1870 年他对晋城坩埚炼铁技术进行调

查，较为细致地记录了这种工艺的相关技术
［1］30 － 31。

1924 年丁格兰著作《中国铁矿志》中汇总了清末民

国时期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坩埚炼铁的调查结果
［2］。

20 世纪 50 年代，范百胜实地考察了当时还在生产

中的晋城坩埚炼铁法，介绍了炼铁原料、工艺设备和

操作步骤，并对其物理化学特点做了分析
［3］。1983

年韩汝玢、柯俊和张长生通过考察整理了方炉的结

构和坩埚炼铁过程的资料，并首次对坩埚炼铁渣进

行了科学分析
［4］。

田野调查之外，部分学者还做了综合研究。乔

志强著《山西制铁史》参考太岳根据地档案对当时

晋城地区的冶铁技术、生产组织和规模做了概括和

总结
［5］。吴斗庆在《泽潞地区传统冶铁技术初探》

中对晋城地区的坩埚炼铁法所用原料进行调查和分

析，并细致梳理、总结了坩埚炼铁法的工艺流程
［6］。

前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晋城市，以至于后来出

版的各种冶金( 铁) 史著作基本上都是引用国内外

学者(主要是李希霍芬) 对晋城坩埚炼铁法的描述。

实际上，坩埚炼铁一直是山西传统炼铁的主体技术，

其中以晋城为代表的炼铁法只是坩埚炼铁技术的一

个具体类型。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坩埚炼铁技术，

本文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掘新史料，总结前人

研究成果，整理与该技术相关的文献，进行综合分

析，归纳出坩埚炼铁技术的主要类型及其在山西的

分布情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二 技术类型及分布特征

不同地区的坩埚炼铁法在炉型结构、坩埚形状

及鼓风、燃料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区分起来比较

复杂。以工艺过程为标准，以生铁冶炼为基础，可以

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两种类型。一步法是经一次性

冶炼把坩埚内的矿石还原为铁，而且渣铁分离较好;

两步法是经两次在不同的坩埚内完成矿石的还原，

实现渣铁基本分离。尽管这两种类型可以涵盖山西

大部分地区的坩埚炼铁法，然而实际上每种具体方

法中又有炉型、坩埚、鼓风、产品等方面的不同。
( 一) 一步法及其分支方法

一步法是用坩埚一次性炼出生铁的工艺概括，

在这种方法之中，由于炉型和鼓风的不同又可分为

两种分支方法。
最具代表性的一步法是在方炉中冶炼，以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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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风。方炉建在平地之上，炉子的大小因技术传统

和冶炼规模而不同，左右两边是用砖或粘土砌成的

墙，前面和顶上敞开着。后墙连着一个矮小的茅屋，

里边放着用两个人拉的风箱”［1］30 － 31，炉后底部有鼓

风口与小屋里的风箱相通。炉底用碎坩埚片铺成风

道，其上再铺一些较大的坩埚片以便透气，上面放一

层大块的无烟煤，之上再加一层小块的无烟煤。煤

块层上均匀放置 6 － 12 堆点着的引火柴。坩埚一般

呈圆筒状，大小不一，其中装入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

的矿石、黑土。装好的坩埚摆放在煤块层之上，数量

因炉的大小而定，从几十到上百个不等。坩埚之间

要留有一定的空隙，放入无烟煤块。顶上还要放一

层煤块( 有些地方还要加一层炉渣)。在装炉的同

时把炉前用废坩埚或炉渣堵上。这样装炉就完成了

(如图 1)。

图 1 ( 晋城) 大阳方炉冶炼情形
［7］854

冶炼过程中最重要的操作技术就是鼓风，其次是

看火色和听声音，这三者相结合形成的操作制度构成

了整个冶炼工艺的主要内容。鼓风因地域和时代不

同而有所差别，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先鼓风

后自燃，另一种正好相反。炼出的铁大多呈饼状沉在

坩埚底部，将底部打碎后就可以取出(如图 2)。也有

部分坩埚因温度和时间不够，渣铁还没有完全分离，

需要把坩埚完全打碎，捡拾炉渣中的铁粒。
这种炼铁法在晋东南地区(山西省晋城市和长

治市) 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安泽县、交城县也采用一步法，炉型结构、坩埚形状，

鼓风器具等基本相同，较为明显的区别在于炉料，坩

埚中只加入矿石和煤末，不加黑土，冶炼方法和晋城

一样
［8］450 － 462。
此外，还有一种一步法是在地下槽炉中冶炼，以

木扇鼓风。建槽炉先在地下挖坑，中间安防炉条，这

样就把炉分为上下两部分。炉前端安两个烟囱，上

部高出地面，下部通于炉条之上。炉后有孔洞斜向

图 2 坩埚铁( 本样品由阳城许国龙提供)

通于地面，与安置好的木扇相连接。装炉时先在炉

条上铺一层引火柴，柴上再放一层煤块，然后将装入

矿石和煤末的坩埚放在煤块上。装好后点火冶炼，

一昼夜即可炼成
［8］470。这种方法流传于以保德为代

表的晋北地区。
( 二) 两步法及其分支方法

两步法是将矿石还原过程分两次在不同的坩埚

和炼炉中完成，两次所用的坩埚、炉子、鼓风方法及

冶炼工艺均有一定差别，按照主要的工艺过程可以

把两步法再分为“焖铁法”和“焖矿法”两种类型。
焖铁法的第一步是在方炉中进行冶炼。方炉结

构非常简单，三面围以砖石砌成的墙，后墙留两孔以

便通风，炉前留空，方便装炉时进出。炉底先铺坩埚

片做风道，其上依次放置大块炭、小块炭和一层炭

末。炭层之上分埋六把火，点燃后开始装坩埚。坩

埚较高，其中装矿石与煤末。装坩埚时相互之间留

有一定空隙，以小炭块填满。炉内所装坩埚的数量

视炉之大小而定，一般装 250 － 300 个。坩埚顶部盖

坩埚片。炉前下部用坩埚片砌成，与炉内风道，炉后

孔洞相连以便通风，炉前上部用废坩埚(或炉渣) 堵

塞，抹泥封闭
［9］。装好炉之后，炉内燃料自行燃烧

一到三天后等炉凉出炉(如图 3)。
坩埚取出后，打破其下半部即可得黑色圆柱形

海绵铁(阳泉地区称之为“焖铁”，如图 4)。
焖铁可以熔炼为生铁直接用于铸造，还可以作

为炒炼熟铁的原料。熔炼焖铁的炉与第一步所用的

炉大致相同，只是尺寸略小，炉后装有鼓风器。与第

一步相比，所用坩埚较小(如图 5)。坩埚中放入打

碎的焖铁，与第一步一样装入炉中，在坩埚之上覆盖

煤末或炭块。炉装好后熔炼约 24 小时即可。用长

铁钳取出坩埚就可以直接铸造各种铁货
［8］86。这种

两步法主要分布于今阳泉地区。用焖铁炒熟铁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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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隰县、宁武县都有。

图 3 焖铁炉冶炼中
［10］23

图 4 焖铁
［7］868

图 5 熔炼焖铁炉
［10］24

以上的两步法中，主要的还原过程是在第一步

中进行的，但是由于温度低，还原不完全，渣铁不分。
第二步主要是一个熔化的过程，同时也有部分渣中

的铁被还原。
焖矿法的不同之处是主要还原过程在第二步完

成，第一步冶炼与“焖铁法”中的第一步类似，焖四

五天之后把坩埚从炉中取出，倒出其中的“焖矿”和

煤灰，这种焖矿还原程度较低，仍保持着矿石的外

形，还需要再次在坩埚中冶炼来得到生铁。这一步

所用的坩埚可以多次使用。
冶炼生铁时将焖矿打碎和煤粉装入坩埚内，这

种坩埚比第一步的要小。所用的方炉与焖铁炉不

同，建在地上或半地上，尺寸比焖炉要小，炉后墙与

风箱通过孔洞相连。装炉方法与焖铁炉大体相同，

装好之后即开始鼓风，冶炼 10 个小时左右停风。待

炉凉之后用长铁叉夹出坩埚，从下部击碎即可得到

圆块状生铁
［8］463。在阳泉部分地区可以在炼出铁水

之后直接铸造，而在和顺、昔阳、左权等地则是炼出

生铁后或者再化为铁水铸造，或者把生铁炒为熟铁。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两步法坩埚炼铁技术，即

坑式炉自然风冶炼法。这种方法其实与“焖铁法”
的第一步基本相同，都是炼出焖铁，只不过这里用的

是坑式炉，炼出的铁不经再次熔炼，直接用来炒熟

铁。这种技术主要分布于太原、阳曲等市县。
( 三) 两种技术类型的分布特征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我们的调查成果，可以把

坩埚炼铁法在山西地区的主要分布区域总结如下:

总体来看(如图 6)，一步法主要分布在晋东南

(长治市、晋城市)，两步法中的焖铁法主要集中在

晋东(阳泉市)，焖矿法在晋中较多。从坩埚炼铁在

山西省的总体分布来看，这种冶炼工艺集中于山西

东部，沿太行山脉展开，其中一步法密布于太行山南

段，两步法处于中段，两步法中的焖矿法居中段南

部，焖铁法集中于中段北部。当然，这种分布只是各

种技术集中分布的概括，并不绝对，在一些地方是几

种方法共存的。

三 两种类型形成原因分析

以晋城为代表的一步法和以阳泉为代表的两步

法都是坩埚炼铁技术，但具体工艺过程却不同，造成

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原料

特征，其次是生产效率和技术传统。篇幅所限，下文

仅从原料特征方面展开。
资源是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技术类型与当地

的资源特征有很大关系，一定区域内的生产者总是

采取适用于周围资源的生产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资

源决定生产方式。阳泉、晋中和晋城三地同属于沁

水煤田，山西式铁矿遍布几个地区，但是，在相同的

矿区，由于地质结构和地层变化的不同，造成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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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城市泽州县，2． 晋城市阳城县，3． 晋城市陵川县，4．
晋城市高平县，5． 晋城市沁水县，6． 长治市壶关县，7． 长

治市长治县，8． 长治市区，9． 长治市长子县，10． 临汾市安

泽县，11． 长治市平顺县． 12． 长治市襄垣县，13． 长治市潞

城县，14． 长治市武乡县，15． 临汾市隰县，16． 晋中市左权

县，17． 晋中市和顺县，18． 晋中市昔阳县，19． 太原市区，

20． 吕梁市交城县，21． 阳泉市平定县，22． 阳泉平定县，

23． 阳泉市区，24． 阳泉市郊区，25． 阳泉市盂县，26． 太原

市阳曲县，27． 吕梁市临县，28． 忻州市静乐县，29． 忻州市

保德县。
图 6 坩埚炼铁法分布图

要可采层的不同以及具体成分的差异，生产者会根

据不同地域的矿产特征对技术做出调适，以更加合

理的方式开发、利用资源。

图 7 太行山地区主要含矿地层特征

山西所在的华北地区，地层(如图 7) 由下向上

依次可分为奥陶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其中石炭纪本

溪组(统)、太原组( 统) 与二叠纪山西组( 统) 为主

要含矿地层
［11］。本溪组在山西东部的阳泉地区厚

度约 45 － 55 米，而在晋东南地区则分布不稳定，厚

度明显降低，晋城部分地区本溪组缺失，太原组直接

与奥陶纪侵蚀面接触。太原组在山西东部的阳泉地

区厚度约为 80 － 90 米，在晋东南一带该组厚度减至

70 米之下。山西组在厚度上也不同，在阳泉地区厚

约 80 － 90 米，在晋城、长治地区厚度有所降低，约

50 － 80 米
［12］。

( 一) 铁矿石的成分与还原性

铁矿主要含矿地层是石炭纪本溪组，其厚度不

定，变化规律是北厚南薄，北部比南部厚且稳定;太

原组也成矿，主要是在早期沉积层中夹含零散矿体，

南部晋城一带分布较广，含矿性较好，晋城以北则变

少，变差
［13］。由于以上原因，晋城地区的铁矿分布

并不稳定，可采矿层主要分布于含煤的太原组内。
民国时期专家学者的调查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点。如

侯德封发现晋城一带“产铁区多采自煤系上部及中

部之砂岩中。砂岩中之矿石为褐铁矿。居民以燧

石、结核石、灰岩之上者名为上五层，燧石、结核石、
灰岩之下者曰下五层”［14］52 － 53。步蟾元治在调查过

程中发现采矿者仅采上五层之矿石，名曰砂矿
［15］。

调查者注意到晋城矿工“在含煤系上部之矿岩内，

采结核性之褐铁矿”［16］49 － 50。
晋中地区和顺、左权、昔阳等县的铁矿采自不同

矿层。以和顺为例，产于坩土内的结核形窝子矿叫

老矿和小矿，产于砂岩之下的叫排矿，其成分以老矿

为最佳，小矿次之，排矿最差
［8］465 － 466。

丁文江调查发现阳泉地区的铁矿“皆在五渡层

中”［17］，这里的五渡层即本溪组。王景尊、王日伦通

过调查发现阳泉地区铁矿主要产于石炭纪底部的铁

矿陶土层(本溪组)，该层产量大，含铁量高。在阳泉

部分地区的石炭纪上部(太原组)砂岩中不均匀地分

布着一薄层铁矿，其成分较劣，产量亦少
［18］。

铁矿石成分是影响冶炼方法的重要因素。由于

沉积方式不同，位于较下地层(本溪组) 的矿石品位

高于较上地层(太原组)的矿石，如上文所述和顺县

下层的老矿优于小矿，小矿优于上层的排矿。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三地矿石成分的分析可以

验证以上分析。根据王竹泉
［19］、颜沧波

［20］、王景

尊
［18］、新常富

［21］93 － 97
等人对阳泉、晋城地区铁矿石

成分的 50 个记录进行整理，并取其平均值。阳泉铁

矿石的平均含铁量为 49. 80%，属于富矿，硅含量为

6. 7%，硫含量为 0. 22%，磷含量为 0. 08%，锰含量为

0. 44% ;晋城铁矿石的平均铁含量为 45. 06%，接近于

富矿，硅含量为24. 35%，硫含量为0. 245%，磷含量为

0. 29%。阳泉的铁矿石成分与晋城的相比较，铁含量

略高，硅含量明显低，硫含量相近，磷含量较低。晋中

和顺、左权和昔阳的资料较少，从王竹泉
［22］、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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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21］99

调查报告中有限数据可知晋中部分地区铁矿

石平均含铁量为 44%，结合相关文字记载可知，这里

的矿石品位低于阳泉地区，与晋城相近。
从矿石成分来看，品位高、硅含量低的矿石适合

于炼制焖铁，因为高品位矿石在低于熔化温度下冶

炼时生成的铁量较大，相互凝结成为海绵铁，如果铁

含量低，冶炼形成的铁无法凝结，不利于收集。另一

方面，矿石中的脉石在低温还原时与已生成的铁相

混合，而当温度超过一定值后，坩埚中的氧化亚铁和

二氧化硅容易生成铁橄榄石，这种工艺矿的熔点为

1205℃左右，不仅难于还原，而且影响坩埚内的透气

性，因而在低温还原时脉石越少，生成的铁橄榄石量

就越小。所以，“焖铁法”选择品位高、硅含量低的

矿石较为合适。阳泉地区的铁矿石符合这种要求。
一步法冶炼温度高，能够实现渣铁分离，所以对

矿石的品位和硅含量要求较宽。晋城地区的铁矿石

属于这种。
影响冶炼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矿石的还原性，

还原性对生产速度、效率和能耗都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决定矿石还原性的主要因素是矿物种类、气孔

率、粒度、脉石成分及其在矿石中的分布情况
［23］。

位于较下地层的矿石一般比较坚硬、致密，这种矿石

的还原性较差，难于直接冶炼，需要经过一定的前期

加工。上文分析可知，阳泉地区的矿石在地层的下

部，晋中地区上下都有，晋城地区在上部。所以，阳

泉地区的矿石相对还原性差，需要在长时间的焙烧

过程中变得松脆，改善还原性之后炼出海绵铁;晋中

地区则把还原性好和差的矿石混合后先在坩埚中经

过焙烧再进行熔炼;晋城地区将还原性好的矿石直

接进行冶炼。
上述分析在文献记载中得到了验证。壶关县坩

埚炼铁炉分为两种，大方炉和小方炉。把经过露天

氧化焙烧的矿石与衣煤(风化煤) 混和放入坩埚内，

在大方炉中炼一日一夜得煤铁。经过加工的煤铁碎

块再入坩埚内熔炼，可得生铁。把铁矿石击碎与衣

煤混和置坩埚中，放入小方炉内，不及一日即炼出生

铁。从以上记载可知大方炉中冶炼采用的是焖铁

法，只是前面多加了一道焙烧的工艺，小方炉炼铁采

用的是一步法。之所以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是因为

“大方炉所用之铁矿成分高，质坚固，系从深处取

出。小方炉所用之铁矿成分( 含铁量) 低，不坚固，

系从浅处取出”［24］。
( 二) 煤炭的硫含量

与矿石一样，作为还原剂的煤炭也是决定各地

炼铁工艺形成和选择的重要因素。
从几个地方的煤炭储藏来看，阳泉、长治、晋城

全部及太原、晋中一部分都属于沁水煤田，煤田中上

石炭纪太原组及下二叠纪山西组中夹有重要煤层，

为我国最大的煤田之一
［25］。两煤层的硫分分布有

以下特点( 如图 8):太原组硫分平均为 2. 74%，山

西组为 0. 61%，前者远高于后者。太原组硫分在北

部呈由西向东降低的趋势，在其东北部局部硫分小

于 1. 0% ;中部硫分处于 2. 0 － 3. 0%之间;南部大部

分区域大于 3. 0%。山西组在沁水煤田中普遍含硫

较低，大都属于特低硫煤
［26］13。

图 8 山西省煤炭硫分分布
［26］14

由于各地不同的地质条件，阳泉、晋中和晋城在

主要可采层方面有所差别。晋城地区的太原组和山

西组都属于主要可采层，如上所述，下层太原组的煤

属于高硫、富硫，当地把这种煤称为“臭煤”，一般不

用于冶炼;上层山西组的煤则因硫含量特别低而被

称为“香煤”，是自古以来的冶炼用煤。在阳泉和晋

中地区，主要可采层位于下层太原组
［27］，硫含量在

这两个地区有一个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趋势。通过

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个地区的可采煤中，晋城煤

硫分最低，阳泉次之，晋中最高。
生铁中硫含量主要来自于燃料，为了降低硫含

量，提高产品质量，一方面燃料中的硫含量要控制在

最低，另一方面要在冶炼过程中脱硫。由于传统坩

埚炼铁工艺是不添加助熔剂的，很难通过炉渣来除

硫。降低铁中硫含量成为坩埚炼铁技术的一个关键

要素，三地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晋城地区主要通过加入风化煤来控制硫含量。

暴露于地表或位于地表浅部的煤层在大气中长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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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阳光、雨雾、冰水等外界因素的作用下，煤逐渐崩

解破碎成碎块和细粒，同时也使煤的矿物成分和化

学组成发生改变，形成新的煤种———风化煤
［28］。相

比原来的普通煤，风化煤水分高，挥发分显著增加，

发热量急剧降低，氧含量增高，碳和氢含量降低，氮

和硫含量比原来降低很多
［29］，而且煤中氧化钙、氧

化镁含量的变化幅度大。从现有的分析数据来看，

同一区域内，普通煤的碳含量是风化煤的 1. 5 倍，硫

含量是风化煤的 3. 4 倍
［30］，换言之，相对于碳含量，

风化煤中硫含量下降的比例更大。在晋城，风化煤

被称为“黑土”，是装在坩埚里的主要炉料之一。以

黑土为主要还原剂保证了进入坩埚中的硫含量较

低，而且晋城矿石的硫含量普遍较低。除此之外，在

十多个小时的加热过程中，煤和矿石中的硫经过分

解、反应生成硫蒸气、气态硫氧化物和硫化物上升排

出，再者，黑土中钙的增加有助于脱硫，从而提高了

所产铁的质量。
晋中地区也有风化煤，但并不普遍，且矿石中硫

含量较高，所以采用了一种将矿石和煤中的硫去除

的工艺。焖矿法中的第一步包含了长时间的焙烧过

程，炉料中的硫与氧在长时间的加热过程中相结合

生成二氧化硫，大部分从坩埚顶部排出，由于整个过

程中还原出来的铁有限，所以与硫结合生成硫化铁

进入铁中的概率并不大。另一方面，在第一步的工

艺过程中，矿石的品位提高，并部分还原 ( 间接还

原)，第二步冶炼时需要的还原剂就少，燃料的需求

量也随之降低。
阳泉地区焖铁法的脱硫压力小于晋中，所以在

两步法中的第一步不仅长时间焙烧，而且在固态下

还原，一方面矿石和煤都经过了焙烧，另一方面还原

以间接还原的方式进行，硫较少进入铁中。在第二

步加工时不需要还原剂或需要很少的还原剂，硫含

量也不会增太高。而且，因为阳泉矿石中硅含量较

低，在第二步加工时所产生的渣就少，这样就有冶炼

和铸造一次性完成的可能。

四 结论

传统坩埚炼铁技术按工艺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

一步法和两步法，两种类型之下又可以细分为多种方

法。两种类型包含了山西境内主要的传统炼铁工艺，

前者以太行山南部的晋城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后者则

主要集中于太行山中部的阳泉地区和晋中地区。
不同的技术传统是前辈工匠们在长期实践中认

识当地的资源特征，合理利用矿产的特性，追求最高

效益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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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Distribution and Forming Cause of Crucible Smelting

LIU Pei － feng1，2，LI Yan － xiang2，QIAN Wei2

(1．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2．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Literature，surveys and interviews show that crucible smelt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 step
and two － step smeltings． The former is by smelting the o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reduction of iron and iron slag is
separated better． The latter is the reduction of the ore in different crucibles，in which iron and slag are separated
basically． The first method is mainly carried out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and the second
in the central section of the mountains． The two different methods are us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region with low iron content and low sulfur
content，the first method is used and in the area with high － grade ore whose quality is poor，and whose sulfur con-
tent is high，the second is used．
Key words:crucible iron smelting;one － step smelting;two － step sme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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