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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自 1978 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

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

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

落布局考察，确定了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
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

基址，取得了许多新发现和新成果，陶寺遗址作为

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显现出来。其中，铜器的发

现也十分重要，引人关注。迄今，陶寺遗址共出土了

4 件铜器，分别为铃形器①、齿轮形器②、环③和口沿

残片④，相对于龙山时期极少数遗址的零星发现而

言，陶寺遗址出土铜器无论数量与器物种类都是同

时期最多的。本文拟从陶寺遗址铜器的发现、制作

工艺、特征功用、重要意义等方面简要探讨。

一、发现与工艺

1. 铜铃形器

1983 年，在 M3296 墓主的腰侧（左侧股骨和耻

骨之间）发现一件铜铃⑤。该铜器整体似铃形，横断

面为菱形，口部对角长 6.3、宽 2.7 厘米，顶部对角

长 5.2、宽 2.1、通高 2.65 厘米，器壁平均厚 0.28 厘

米。顶部中央略偏一侧有一小圆孔，孔径约 0.25 厘

米，很可能用于安置铃舌。顶部有明显的不规则漏

铸透孔（图一）。
M3296 位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属于陶寺晚

期小墓，墓主没有葬具，除铜铃外与其他小墓一样

没有陶器随葬。墓主为 50 余岁男性。
经测定分析，铜铃含铜 97.86％，铅 1.54％，锌

0.16％，为纯度较高的含铅红铜。
铃形铜器顶部和器壁各有一处不规则形的残

痕和透孔，加之有空腔，铸造方法显然为复合范铸造。
2. 铜齿轮形器

2001 年，在陶寺城址外西北部 M11 出土 1 件

铜齿轮形器。铜齿轮形器形似齿轮，中有大圆孔，似

瑗却有 29 个发散状的齿形突起物（图三）。齿状物

大小不一，且长短不一，齿间距也不相等。不包括齿

形物的外圆直径约 11.4 厘米，内圆孔径约为 7.8 厘

图一 铜铃形器
图二 齿轮形器与粘合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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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铜口沿残片

图四 陶寺铜环

图三 铜齿轮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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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外边厚约 0.2 厘米，内边缘厚约 0.26 厘米。
出土铜齿轮形器的 M11 比较特殊，墓主仰身

直肢，颈部戴着由 800 余蚌片组成的串饰，手臂上

套着 1 件玉璧和本件铜齿轮形器，出土时，铜齿轮

形器叠粘在玉璧（瑗）上面（图二），二者孔径大致相

仿，齿轮形器外径略小玉璧一圈。墓主胸前放置 1

件小玉牙璧（璇玑）⑥，M11 无其他陶器随葬。M11

处于一片陶寺晚期墓地中，这片晚期墓地里仅见小

墓，发掘了其中 12 座，其中除 M11 外，皆无任何随

葬品。
铜齿轮形器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
可见，其中含砷达 4.08%，应为砷铜器无疑，其

它锡、铅等含量微乎其微，很可能是含砷铜矿冶炼

过程中所致。
齿轮形器，扁体实心，无空腔，可能是单面范铸

而成。
3. 铜环

2005 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的中期贵族墓地

内 IIT7464③层发现 1 件铜环。铜环外径约 4.6、内

径约 3.9、厚约 0.3 厘米（图四）⑦。出土铜环第③层

实际是陶寺晚期捣毁中期墓地形成的墓葬五花土

堆积层，故铜环很可能源自陶寺文化中期墓葬中。
经测定分析，铜环含铜约为 98.33%，未见其他

金属元素，应为红铜器⑧。另经国家博物馆科技中

心初步分析判断为范铸。
4. 铜口沿残片

2007 年，在宫殿区 IFJT3 的主殿夯土中出土

一铜器残片，口沿为尖唇，现存沿面略显向上折，口

沿残宽 3.5、口沿残余弧长 3.7、下边断茬残宽 1.4、
残高 4.1～4.4、厚 0.2 厘米（图五）。依据口沿弧长复

原器物口沿半径 17.5 厘米左右。时代为陶寺文化

中期。
经 测 试 分 析 ， 残 铜 片 含 铜 94.12% ， 含 砷

2.06%，其他为微量的碳、氧、硅非金素元素，为氧

化及埋藏所致。可见，砷有一定含量，而铜的含量又

与铜齿轮形器含量相近，故也应为砷铜器。
铜器残片虽小，但很可能是一件铜容器，铸造

无疑，且若为容器就不排除是复合范铸而成的可能。

二、特征与功用

以上虽然仅仅四件铜器，但表现出来的许多特

点或特征值得思考。
从出土地点看，是发现于遗址的多个地点，多

个区域而非集中在一个区域。值得注意的是，陶寺

遗址发掘面积不大，但在目前的几个发掘区域中都

有发现。换言之，但凡有一定规模发掘面积，都有可

能出土铜器，似乎表明铜器在陶寺遗址出土数量较

少可能与发掘面积有限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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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 铜 锡 铅 砷 银 铁 铋 锑

百分比 93.9 <0.01 0.01 4.08 0.078 0.07 0.70 0.04

表一从器物年代来看，陶寺文化中期

与陶寺文化晚期遗存中均有发现，陶

器文化早期目前未见到铜器出土。口

沿残片属于陶寺文化中期，而铜环出

土于陶寺晚期捣毁中期墓地形成的墓葬五花土堆

积层中，显然应该属于陶寺文化中期墓葬中之物。
铜铃出土于陶寺晚期小墓中，而 M3296 墓主除铜

铃之外，无论规模还是随葬品都与其他小墓没有明

显差别，他们的身份等级应该是一样的，而铜器在

陶寺文化当中属于数量极少的奢侈品，且应该是当

时的“高科技”产品，显然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二

里头遗址铜铃也仅出土于目前发现的最高等级的

Ⅰ级墓中。此外，陶寺遗址存在中期王族墓地的大、
中型墓葬全部于陶寺晚期被严重捣毁的现象，铜环

即是从中期墓中掏出而不慎遗落在捣墓堆积层中，

所以不排除这一铜铃原本应属于中期贵族墓葬之

中的随葬品，只是晚期墓 M3296 墓主在捣墓中占

有并随葬入自己的墓葬。同样的，出土于晚期小墓

M11 的齿轮形铜器有着基本相同的情况，日常生活

陶器都不随葬一物的墓葬却出土与其身份相抵牾

的铜器及玉牙璧。而且，整个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

晚期墓葬基本都是无任何随葬品，而这两座晚期小

墓却出土如此异类的奢侈品。因此，很可能是墓主

捣毁中期贵族墓葬活动中的“战利品”，墓葬为晚期

而铜器本身属于陶寺文化中期。
从器物种类看，虽然陶寺遗址仅仅出土 4 件，

却是 4 类不同的器类，既有简单的铜环，又有较为

复杂些的铜容器，还见有年代稍晚些的二里头文化

时期常见的铜铃，另外还出土其他遗址未见的铜齿

轮形器⑨。数量不多，然种类各异多样，以致有学者

将之称为陶寺铜器群⑩。因此，陶寺铜器不是简单

的单一种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铜器生产的先进

性和相对复杂性。
从冶铸技术看，四件铜器均为铸造，铜齿轮形

器只需要一块有腔范与一块无型腔的平板范相合

浇铸修整即可完成，属于单面范铸造；而铜铃及口

沿残片的容器等有空腔器类显然应该是外范和内

芯相合的复合范铸造，而范铸尤其复合范铸却是之

后辉煌的三代青铜文明所固定的铸造技术。
从合金成分看，铜齿轮与口沿残片为砷铜，铜

环为红铜，铜铃虽含有锡、铅等，但量极少，不能断

定为铅锡青铜。可见，陶寺铜器以红铜和砷铜为主，

而且砷铜很可能是含砷铜矿石冶炼而成，不大可能

是有意添加砷而配置合金。但同时较多砷铜的出现

则可能反映的是有意选择含砷的铜矿石用来冶炼，

这却是人们开始认识砷、锡、铅等金属元素及合金

物理属性的第一步，是青铜冶铸技术的认识基础。
四件铜器有如上一些显要的特征，分析其用途

或者功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铜铃前文已有所言非是一般平民所能拥有之

物，考虑到二里头遗址铜铃仅出土于较高等级墓葬

中，铜铃应主要是体现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礼仪

性用品或者宗教性用品。
铜齿轮形器，厚仅几毫米，不可能是用于机械

传动的齿轮，亦非实用器。铜齿轮形器虽与玉璧复

合套在 M11 墓主的手臂上，但并不意味着其与玉

璧为手镯而系装饰品。墓主手臂套玉璧的习俗最初

见于晋南地区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墓

地輥輯訛，与陶寺早期基本同时，陶寺中晚期见于少数

小墓中。从陶寺墓葬玉璧多数是平置于手臂上的情

况看，玉璧原本不是作为手镯套在手上使用的，且

玉璧偏宽的体形，套在手臂（以右臂为多），实在妨

碍墓主生前的生活与生产。因此我们认为陶寺玉璧

只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在入殓下葬时才套在死

者的手臂上，其功能与含义同平置在墓主手臂上的

玉璧无本质区别，仍旧带有礼仪象征寓意。因此，

M11 墓主手臂上套的铜齿轮形器连同玉璧，均非手

镯类装饰品，而具有礼仪象征意义，应归入礼仪用

品之列。
铜环出自陶寺晚期毁墓堆积层，而且捣毁的是

陶寺中期小城内的一批中型墓。因此铜环应是陶寺

文化中期的中型墓中之物。此外，铜环内径 3.9 厘

米，作为手镯显得太小，作为耳环似乎过大，且铜环

为范铸封闭的圆环，没有缺口，也非丝纽螺旋状，因

此用作耳环的可能性不大。排除手镯和耳环的两种

可能性后，我们倾向于认为陶寺这件铜环可能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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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附着在陶寺中期贵族墓随葬漆木器上的附件。陶
寺早、中期贵族墓所随葬的漆木器皆为礼仪用器，

因此，铜环不应是简单的装饰品，而很可是礼仪用

品附件。
铜口沿残片单从口沿推测有可能是以下两种

器物，一是陶寺文化中期折沿盆的口沿，这种折沿

盆在陶寺中期比较常见，在中期大、中型墓中是彩

绘陶器组合中必备的器物。二是圆形的牌饰类器物

边缘。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一些圆形牌饰类铜器，然

而二里头圆形铜器直径多在 10 余厘米，非常轻薄，

陶寺 IFJT3 铜片大而厚重，差别较大。陶寺遗址至

今未发现其他材质的同类器物。因此，此口沿残片

应是陶寺文化中期折沿盆、豆之类的口沿，考虑到

其材质和出土于宫殿区主殿的情况，原本应是陶

寺中期宫庙使用的容器或者祭器，属于礼仪性用品

范畴。
可见，陶寺遗址目前未见到工具类、武器类等

铜器，虽不能言陶寺铜器一出现就是礼仪用品或者

礼器，但四件铜器属于礼仪性或与之有关的用品是

可以肯定的。

三、背景与重要性

与陶寺铜器大体同时的龙山文化其他遗址也

有铜器出土，主要是西北齐家文化早期、中原王湾

三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址。此外，在湖

北和安徽也有零星的铜器与冶炼遗物出土輥輰訛。这些

区域铜器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出土数量极

少，齐家文化较多些；二是种类以工具及武器为主，

极少见铜容器；三是以红铜为主，铸造技术以锻造

为主，少见合金铜器与范铸而成。值得注意的是，登

封王城岗輥輱訛出土了似鬶铜容器，新密新砦出土了似

鬶或盉铜容器輥輲訛，虽然都存在疑虑，但若然则均为

十分难得的铜容器，如陶寺遗址一样出现了铜容

器，而它们地域上同属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只是

它们没有陶寺遗址这么明确，数量上亦较少一些。
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也见有较多铜器出土，主

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甘肃与青海，陕西姜寨遗址也

出土两件铜器为铜片和铜管，而这一时期的中原

核心区未见到铜器出土輥輳訛。铜器以工具类、武器类

及装饰类为主，未见到有腔及容器等较为复杂的

铜器，铸造技术主要是锻造，极少见到范铸而成的

铜器。
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全国范围内大量出土

铜器，主要见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

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以及四坝文化等，已有

较多学者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輥輴訛。二里头文化铜器

器类多样，种类齐全，见有工具类、武器类、容器类

等，其中容器占有一定数量，且多为铜礼器。铜器采

用先进的范铸技术，且复合范铸比较常见，少见锻

造。合金成分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器类有所差别，但

基本都是以青铜为主，红铜次之，青铜中常见铅、锡
及铅锡青铜，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之始。
而其他铜器的考古学文化铜器种类却比较简单，或

者以工具类常见，或者以装饰类或武器类为主，基

本不见容器类；铸造技术虽以铸造为主，但锻造也

占有较大比例，同时虽然也常见合金铜器，但红铜

同样占有较大比例。可见，二里头文化铜器与其他

考古学文化铜器有所交流，但他们特征差别还是很

大的。
最大的差别主要有两点：一是代表先进铸造技

术的范铸铜容器；二是铜器的礼制内涵和功用。二

里头文化用先进铸造技术制作的铜礼器尤其铜容

器主要是为了体现身份等级与社会地位的差别，成

为三代青铜礼制文明的集中物化标志。结合上文的

对比分析，可见目前也只有陶寺遗址铜器具有这两

大特点，陶寺铜器明显出现了先进的复合范铸铜容

器，而且似乎一出现就是体现身份等级的礼仪用品

或言礼器。因此，只有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铜

器与二里头文化乃至三代青铜文明有直接的传承

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青铜文明萌芽于陶寺

文化，形成于二里头文化，陶寺铜器群是中国夏商

周三代青铜文明之源。
中国青铜文化发轫于陶寺文化，形成于二里头

文化，是与二者各自社会发展阶段相辅相成、相互

匹配的。陶寺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是最初的

国家，二里头文化则是比较成熟的国家輥輵訛。二里头

文化青铜文化对陶寺铜器的继承与发展是在对整

个陶寺文化和社会许多方面继承发展的大背景下

产生的。
从目前资料看，二者都明显存在统一规划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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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区，都有宫殿区、祭祀区、相对集中的墓葬分布

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不同区划。不同的是，二里头功

能分区更明确些，宫殿区的范围比较清晰，而陶寺

宫殿区目前只是一个大概范围，相对模糊些。二者

虽然都有中心区和一般生活区的分化，但二里头聚

落中心区的布局更加规整严谨些。二者都有着相对

独立的宫殿区存在，以别于一般居住区。不同的是，

二里头出现了规整方正的宫城城墙，明确将宫殿区

其它区域隔离而凸显出来輥輶訛。此外，二者宫殿区内

都存在较多的宫殿建筑。二者墓葬的一些随葬品显

然是体现身份与等级的礼器，陶寺墓葬的礼器主要

为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石器、漆器、乐器以及牲

体等。而二里头墓葬的礼器群主要是陶器、铜器、玉
石器、漆木器等。相对而言，二者的礼器群有许多同

类，但明显也有一定差别。此外，礼器的种类、数量

和等级都存在一定的规制，二里头也存在这种对随

葬礼器的等级规制，且似乎更为明确和严格。陶寺

聚落与二里头聚落有许多相近之处，后者较前者在

许多方面显得成熟一些輥輷訛。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

化和社会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

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文明内涵多为三

代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

国家形态相关特征与模式的主源輦輮訛。可见，二里头

与陶寺文化铜器间存在本质内涵上的传承关系绝

非偶然。

四、余 论

铜器冶铸属于古代国家的手工业作坊，我们一

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已是明显的官营手工业，官营手

工业的出现是铜器冶铸业等夏商周各类手工业门

类长足发展繁盛的最重要因素。2010 年以来陶寺

遗址手工业作坊区获得了许多新发现，种种方面表

明这一遗址西南区域似乎也存在手工业官营的迹

象輦輯訛。那么陶寺遗址是否会像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

铜作坊一样也存在铸铜遗迹，十分令人期待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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