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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内容：
1. 全球白银流与中国银矿业
2. 西南与西南边疆地区银矿的历史地理分析：
矿山分布、交通网络、矿民来往与去也社会变迁

3. 明清时期冶炼技术：炼铅炉和分银炉

明清时期西南和边疆地区的银矿



Cerro Rico 富山
伯托西银矿
玻利維亞伯托西市

湖广大山
云南省沧源县滇缅边界

茂隆厂

历史上的大银矿



波托西
人类史上第一大银矿

大规模开采： 约 1570年–1620年

开采迄今

大规模开采期间白银产量：
约达 62,000 t

茂隆厂

大规模开采： 约1750年–1800年
约1850年停止开采

白银总产量：

可能达 3000 t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诞生以来白银为伴侣”：全球贸易网的起源可定在1571年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5, pp. 201-221)

André Gunder Frank ：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以东方为中心：全球经济网络的亚洲世纪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571年之后形成的全球白银流
中国为白银流的汇流地 the global sink of silver 

Potosi

Manila

Madrid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André Gunder Frank ：

16世纪下半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化贸易网络
技术条件：航海技术（绕行非洲和南美，航过太平洋）
关键商品：白银
关键事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国建立的殖民地发现银矿

全球化要定创立年，应该是1571年：
西班牙在菲律宾的Manila（吕宋）建城，全球贸易网完成。

１５７１年到１８３０年代全球产量最旺的银矿是波托西和墨西哥银
矿总产量在１０万吨以上。
通过间接贸易渠道美洲白银的３分之２流入中国。

明清中国为全球白银流汇流之地（ global sink）



明清中国为全球白银流汇流之地的迷

中国白银的用途主要是货币
白银购买力始终高，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在中国最高
反应需求始终比较大，大概货币量与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发展
同步增长。



先后过程矛盾

宋代： 古代矿业高峰
元代：银矿从华东转到云南
明清时期：剩下银矿在云南，矿业萧条

1436年：华东地区纳税允许折成白银：白银的货币化完成
1567年：海禁取消，日本和美洲白银开始流入

疑惑问题
（１）盛明时期的商品经济白银流通量始终稳定不变吗？
（2）明清时期的经济能带动全球贸易网，引进大量白银，反而不
能推动国内银矿的开采吗？



重新研究西南与边疆地区银矿

史料缺乏
全汉升先生40年前已完成根据中央政府有关税额记载的估算，
确定反应的产量不大、边疆土司地区的银矿税额和产量无关。

方法和资料方面创新才有可能得出结果

从边疆地区银矿入手
（１）有关产量的直接记载虽然没有，但在几次危机情况下进行考
查并留下的资料间接反应具体情况。
（2）偏僻边疆地区里，工业开采比较晚，留下炉渣和遗迹比较多，
田野考查条件比较好。

搜集炉渣的地址报告等资料
进行田野考查
用比较方法研究冶炼技术
进行系统地理分布分析



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来银矿业史料丰富

我们对矿工的工作，收入，
生活条件了解相当详细

图形出处：德国，1556年



波伯托西矿山

图形出处： Theodor de Bry 铜版画，约 1590年



明清时期银矿业
的史料极少

《滇南矿产图略》 1844年版本



西南地区的重要矿山，1700年到1850年



内地核心地区、云南省、边疆土司地区和主要矿产



Along the road from Menggu 蒙姑 to Huili 會理.
Lithography after a drawing by Louis Delaporte, member of the expedition Francis Garnier, 
1870.

交通路线





地图10：茂隆厂地区近代路线和植被（美国地图）



地图9：茂隆厂地区地形（苏联地图）



地图7：边疆地区的茂隆厂



用路线和地理分析
对矿工的迁移和经济动机进行探讨

赵翼因清缅战役对波竜银厂的记录)（1769年）：

滇边外有缅属大山银厂，极旺，而彼土人不习烹炼，
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税收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
广人，……时各厂丁江楚人所居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
……岁常有一百余万金赉回内地。

矿民定期回乡，每人携带几十两银子



矿区流动人口的主要原籍省份和路程



山路
翻越阿尔卑斯山和四川盆地
如滇中道路的比较

The Reschen Pass Road                     昭通和威宁路线
480 km

510 km

630 km



翻越阿尔卑斯山和四川盆地如滇中道路的比较

Reschen 
Pass Road

昭通路线 威宁路线

总长 480 km 490 km 630 km
累计高差 21,000 m 52,000 m 50,000 m

Lithography after a drawing by Louis Delaporte, member of the expedition Francis Garnier, 1870.



矿区流动人口的主要原籍省份和路程



Fieldwork

鹗嘉白羊厂的硐口
2011年金兰中摄影



石羊厂

遗迹：炼渣



寺庙与会馆遗迹

兰坪县福隆厂，2011年摄影



耿马县悉宜厂刘氏合葬墓碑

碑文与坟墓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土法冶炼与当地传统



田野考查与分银技术变迁

白羊厂分银炉（2011年摄影）



冶炼遗址的常见废物

沙条

炼渣



史料

宋代：
陈百朋《龙泉志》，1200年前后浙江矿区的冶炼技术
明清时期：
宋应星《天工开物》，约1637年
吴其濬《滇南矿产图略》，1844年刻印
黄梦菊《滇南事实》，1834到1836年任会泽知县时的记录

近现代：
Emile Rocher，1871年个旧等矿的情况
宋賡平，1900年前后会理银矿的情况
Emile Leclère ，1901年个旧和会理的情况
山口義勝《东川考察报告书》，1912年者海矿山的情况
张石庵《募乃厂的一般情况》，民国时期慕乃厂的情况
2011年、2014年、2015年杨煜达和金兰中的田野考查
和俊忠和和小丽父子，兰坪县富隆厂的情况



技术

到民国时期：灰吹法
炉的名称 入炉材料 分银炉的容量 氧气供应器 技术特点

灰巢 铅驼 根据铅淀而定 鞴鼓

分金炉，一名
虾蟆炉 铅团 礁百斤、铅二百斤 风箱、交箑

、
大曰七星罩 粗铅 宽约1 m、长约 2 m、

前高约64 cm 风箱 可连续添炭

小曰蛤蟆罩 粗铅、炸矿 髋约32 cm、高约32 cm 风箱 富矿直接入
据精矿量修

罩子 粗铅 直径约 1.5 m、高约 1 m，
铅七百斤

风箱 一次分银约
炉子清洁修
续使用

勝 粗铅 铅八百斤、炭一百二十斤 风箱 一次分银34
时



Song Yingxing 宋应星,Tiangong kaiwu 天宫开物 (1637)

蛤蟆罩？



《滇南礦廠圖略》 1844年刻印

Seven-star hearth 七星罩, back and front

内排沙条



遗迹：分银罩子

七星罩
《滇南礦廠圖略》 (1844)

石羊厂，2011年杨煜达和金兰中考查



分银罩子

石羊厂，2011年杨煜达和金兰中考查

Emile Rocher, 1871



分银罩子

石羊厂的罩子 奥地利古代分银炉
（16世纪以来欧洲中部普遍技术）



沙条

和俊忠，2011年：
下面的炉略似锅底，大约深30厘米，

在大锅底的上面收起，放置龙骨。龙
骨用沙石做成的。一排排放置，上面
放炭。从放龙骨的地方到炉顶大约高
70公分。

Emile Rocher, 1871年

山口義勝， 1912年



分银技术初步结论：

• 宋代后期灰吹法成熟
• 明代后期风箱逐渐普遍，氧气输入量提高，分银炉容量增大
• 清代道光年间大罩子比明末大四倍，加工函银不高的粗铅
• 同时还用蛤蟆罩，大小与明末详细，专门加工富矿
• 七星罩与近代穹形罩子大小和结构类似，形状不同
• 但连续分银不好理解。也许吴其濬描写的是最新技术，未曾
普遍应用，也许根据Rocher的记载经过清洁修补后再用。

• 近代回收老炉渣的分银技术尺寸变大，劳动投入变低、回收
效率也变低



谢谢！



天工开物：

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炉（一名虾蟆炉）内，用松木炭匝围，透
一门以辨火色。其炉或施风箱，或使交箑。火热功到，铅沉下
为底子。(其底已成陀僧样，别入炉炼，又成扁担铅。)
频以柳枝从门隙入内燃照，铅气净尽，则世宝凝然成象矣。此
初出银，亦名生银。倾定无丝纹，即再经一火，当中止现一点
圆星，滇人名曰‘茶经’。逮后入铜少许，重以铅力溶化，然后入
槽成丝。

其楚雄所出又异，彼硐砂铅气甚少，向诸郡购铅佐炼。每礁百
斤，先坐铅二百斤于炉内，然后煽炼成团。其再入虾蟆炉沉铅
结银，则同法也。



滇南矿产图略：

小曰蛤蟆罩，形似之，下为土台，长三四尺，横尺余，四周土
墙，高尺许，顶如鱼背，面上有口以透火，下有口不封以看火
候。铺炭于底，置铅其中，炭在沙条上，炼约对时许，银浮于
罩口内，用铁器水浸盖之，即凝成片。渣沉灰底，即底母也，
出银后即坼毁另打。

大曰七星罩，形如墓，又曰墓门罩。下亦土台，长五六尺，横
二尺，四周土墙，顶圆，有七空以透火，因曰七星罩。前高二
尺，上口添炭，下口为金门，土板封之，后以次而杀。铺灰于
底，置矿于上，掺于铅。炭在沙条之上。约二时开金门，用铁
条赶臊一次，仍封之。或一对时，或二对时，银亦出于罩口内，
出银后添入矿铅，随出银随添矿，可经累月须，俟损裂，再行
打造，故又曰万年罩。



Mines in the Southwest,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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