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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内容：
1. 问题与背景
2. 方法：文献记载与田野考查
3. 冶炼技术

明清时期西南和边疆地区的银矿



白银与16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全球贸易网

中国为白银流的汇流地 the global sink of silver

Potosi

Manila

Madrid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5, pp. 201-221)
诞生以来白银为伴侣”：全球贸易网的起源可定在15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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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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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谜

先后过程矛盾

宋代：古代矿业高峰，开采重点在江西、浙江和福建山区
元代：银矿从华东转到云南，大量白银流出中国
明清时期：矿业萧条，云南为唯一银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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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Agricola，1556年



明清时期银矿业
的史料极少

《滇南矿产图略》 1844年版本



西南地区的重要银矿

准备工作：

确定位置
初步判断规模

例如：金沙厂

《永善县志略》（1803

年）：1773年之前每
年额收课银五千[两] 

有奇。
(《滇南矿产图略》

（1844年）：額課銀
1199兩餘

《金沙江全图》，据西南大学李鹏研究1752年绘制：
金沙厂与河口铜店



西南地区的重要银矿

民国时期地图：
昭通市彝良县毛坪乡
的银矿和锌矿遗址

彝良铜厂坡厂：
《滇南矿产图略》：

額課銀1119兩餘

Garnier(1868): Mines 
on river Co-kouy near 
Sin-cai-tsé "famous 
throughout China. 
Before the war, these 
mines employed over 
1200 men just to work 
the drainage pumps."

Co-kouy 戈魁河
Sin-cai-tsé 新街子



西南地区的重要矿山，1700年到1850年



田野考查

内容：
找开采、冶炼遗址
找其他遗址，如庙宇、坟
墓、交通路线、村落等
搜集口述历史

目的：
确定地点
分析分布
对开采时期和规模有所判
断
探讨技术变迁

鹗嘉石羊厂的硐口
2011年金兰中摄影



鹗嘉石羊厂

遗迹：炼渣



庙宇与会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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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采规模判断与地理分布分析分布分析

会泽县金牛厂，2016年考查 1 km



会东县棉花地厂，2016年考查
庙宇遗址
现存炉渣堆，据说以前分布

50 m



宁蒗县白牛厂村，村后坡上几十个炉渣堆，2011年摄影



2010年卫星照片上的46个炉渣堆



分银技术

石羊厂 分银炉 （2011年摄影）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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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银技术

宋代到民国时期：灰吹法

资料 炉的名称 入炉材料 分银炉的容量 氧气供应器 技术特点

陈百朋 灰巢 铅驼 根据铅淀而定 鞴鼓

宋应星 分金炉，一
名虾蟆炉 铅团 礁百斤、铅二百斤 风箱、交箑

吴其濬、
黄梦菊

大曰七星罩 粗铅 宽约1 m、长约 2 m、
前高约64 cm 风箱 可连续添炭和

铅

小曰蛤蟆罩 粗铅、炸
矿

髋约32 cm、高约32 
cm 风箱

富矿直接入炉，
根据精矿量修
罩子

Ro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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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炉子清洁修补
后继续使用

山口義勝 粗铅 铅八百斤、炭一百二
十斤

风箱 一次分银34个
小时



宋应星《天工开物》 (1637)：蛤蟆罩？？？



《滇南礦廠圖略》 1844年刊本：七星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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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羊厂的罩子



欧洲中部16实际以来的“德国分银炉”

Agricola, 1580刊本



欧洲中部16世纪以来的“德国分银炉”

Meyer百科全书, 1800年前后



冶炼遗址的常见废物：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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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银罩子

据《滇南矿产图略》和遗迹，最晚1840年有，19世
纪后期云南以及西南边疆地区普遍应用的罩比
明末《天工开物》描述的蛤蟆罩大4倍，一次加工
含银铅约800斤(480 kg)。
据Rocher的记载铅饼融化之后连续加料，总共入
炉粗铅应该更多。

初步推测尺寸变大决定因素是通风技术，即“鞴
鼓”、“交箑”逐渐由风箱代替。
此外是燃料与粗铅的隔开，及龙骨和纱条。



风箱

日本德川时代大鞴图形。
http://club.ap.teacup.com/hagi/1145.html
http://www.wakou-museum.gr.jp/spot5/



风箱

兰坪富隆厂村和俊忠家锯成两段的风
箱，直径约60 cm。2011年摄影。

《滇南矿产图略》中的“小风箱”：



腾冲明光六厂遗址

Emile Rocher, 1871年

2016年考查4个炉渣堆：

陶管



腾冲明光六厂遗址

只有在烧坡一个
遗址发现纱条

陶管：
外直径约6到8公分
内直径约2到3公分



日本灰吹法
分银技术图
画中的线索

Iwanami 银矿， 18世纪（？）



分银技术的初步结果：

• 宋代后期灰吹法成熟。
• 灰吹法原来是灰窝。
• 罩子将燃料与粗铅的位置倒过来了：燃料在上，粗铅在下。
• 明代后期蛤蟆罩、清代中后期的七星罩、近代穹形罩子应该
是一个原理。

• 清代道光年间大罩子比明末大四倍，用于加工函银不高的粗
铅。同时还用蛤蟆罩，专门加工富矿。

• 风箱的广泛应用、纱条结构在罩子变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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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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