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 *

            ——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人群及相关问题初探

陈国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河西走廊，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冶金共同体

摘要：在距今 4000-3700 左右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形成了冶金共同体。西城驿文化和齐家

文化人群在早期冶金发展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马家窑 - 马厂 - 西城驿 - 四坝人群是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

齐家文化正是通过与这支人群在不同阶段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广泛传播了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对中国其他区域早

期冶金技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KEY WORDS: Hexi corridor, Xichengyi culture, Qijia culture, Metallurgical community
ABSTRACT: The community practicing metallurgy appeared amidst the Xichengyi culture and Qijia culture in the Hexi 

corridor region around 4,000-3,700 BP.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raft specialists in the Xichengyi culture and Qijia culture 
contributed in various way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metallurgy. Through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of the 
Majiayao culture, Machang culture, Xichenyi culture and Siba culture, who were controlling the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periods, Qijia people procured the techniques and then spread metal products and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to other 
places, thereby generating more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emergence of metallurgy in other region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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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西衔中亚、东接中原，其间绿洲

相连，境内有着丰富的早期文化遗存，是我国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形成和发展

的主要区域之一，也是早期文化相互交流和传

播的重要通道。走廊自东至西，依次为石羊河、

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各水系干流明

确，支流众多，水量丰沛，贯穿走廊南北。其

北为天山 - 北山成矿省，南为祁连成矿省，境

内矿产资源丰富。一系列的优势为早期矿冶技

术在该地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马厂、齐家、四坝文化铜器的发现，让这

一地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就闻名于学界。近

几年来，一批早期冶金遗址的确定 [1]，尤其是

西城驿遗址的科学发掘及大量冶金遗物的发现，

为探讨中国早期冶金技术提供了可靠而详实的

资料。本文拟在近几年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

就河西走廊地区的早期冶金人群及相关问题进

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的提出

1. 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概况

就现有考古发现看，河西走廊地区的冶金

活动在距今约 4100～4000 年的马厂文化晚期就

已存在。在酒泉照壁滩、高苜蓿地分别出土有

红铜锥、红铜块，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了马厂

晚期炼铜渣。此外，在走廊以东的永登蒋家坪

遗址出土铜刀 1 件。整体看，这一时期河西走

廊地区，铜器的发现并不多，冶炼遗址更少。

至距今 4000～3700 年左右的西城驿文化时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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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的冶炼活动规模空前，在张掖西城驿、

金塔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一个地窝南二

号、敦煌西土沟等遗址都有大量冶金遗物发现。

仅就张掖西城驿遗址来看，出土大量西城驿文

化的矿石、炉渣、炉壁、鼓风管、石范等，包

括铜器 20 余件。这一时期齐家文化人群和西城

驿文化人群密切往来，在河西走廊多处遗址发

现二者共存。在皇娘娘台、海藏寺、长宁、宗

日等齐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铜器 [4]。距今 3700

年前后，四坝文化逐渐兴盛，在继承西城驿文

化冶金技术的基础上，冶金技术不断创新发展。

这一时期齐家文化在河西走廊部分遗址与四坝

文化仍有共存，距今约 3500 年前后逐渐退出这

一区域。

河西走廊地区距今 4000～3700 年的冶金活

动年代早、规模大、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对于

理解西北乃至中国地区早期冶金的诸多问题非

常关键。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存在着西城驿

和齐家两支考古学文化，也即可能存在两支从

事冶金活动的人群。

2. 河西走廊早期冶金的几个现象

西城驿文化人群和齐家文化人群都在进行

着冶金活动，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现象上。

（1）齐家文化铜器的年代初步被定在距今

4000～3500 年前后，可划分为早晚两段，早段

年代在距今 4000～3700 年，主要遗址有武威皇

娘娘台、海藏寺、青海宗日、长宁等，晚段铜

器年代在距今 3700～3500 年左右 [5]。从西城驿、

缸缸洼等遗址来看，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共

存的年代为距今 4000～3700 年左右，这既是二

者共同进行冶金活动的年代，也是齐家文化早

期铜器的年代。

（2）西城驿遗址二期冶金活动兴盛，出土

铜器主要有铜锥、环、泡、条、管、镜（范）

等，材质上以红铜为主，合金中以砷铜为主，

图一　河西走廊地区齐家文化分布示意图

1.谷地沟  2.水口子  3.朵家梁  4.李家圪塄  5.皇娘娘台  6.海藏寺  7.磨嘴子  8.马家山湾  9.北滩 

10.五坝  11.西城驿  12.西河滩  13.东岭岗  14.缸缸洼  15.火石梁  16.二道梁  17.一个地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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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青铜次之，在加工技术上，主要以热锻为主 [6]。

从已公布材料来看，青海宗日发现齐家铜器十

余件，以饰品为主 [7]，已做检测的 3 件器物均

为砷铜 [8]。皇娘娘台遗址铜器器类有刀、锥、凿、

钻、环等，经鉴定的 13 件铜器均为红铜，多为

锻制 [9]。这几处遗址铜器的器类、材质、工艺

相近，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共存，二者的铜

器难以区分。

（3）以往认为齐家文化分布的西界仅达河

西走廊的武威地区，最西界未能超越甘肃永昌

县 [10]。近几年的发现证明，在河西走廊西段亦

多见齐家文化的陶器，表明其分布已至酒泉（图

一）。西城驿文化东起武威，西至瓜州、敦煌，

甚至远达新疆东部，在青海及内蒙境内也有发

现 [11，12，13，14]。主要分布在张掖、酒泉地区，集

中在黑水河流域 [15]（图二）。从目前的考古资

料看，以酒泉为界，以西地区西城驿文化单独

出现，如潘家庄、西土沟等，以东往往与齐家

文化共存 [16]，如酒泉西河滩、金塔缸缸洼、火

石梁、二道梁、一个地窝南二号、张掖西城驿、

民乐五坝、武威皇娘娘台等。在齐家文化和西城

驿文化共存的遗址中，大部分与早期冶金活动

有关，即齐家文化与西城驿文化多共存于冶金

遗址，这种状态也使二者的冶炼技术难以区分。

从上述现象来看，不论从冶金出现时间，

铜器形制、材质，抑或从冶炼遗址的空间分布

及冶炼加工技术上，都无法将距今 4000～3700

年间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冶金区分开来，

两者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故在此提出“西

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这一概念，以便更好

地认识河西走廊距今 4000～3700 年前后冶金活

动中的这一特殊现象。

二、“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的面貌

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对“西

图二　西城驿文化分布示意图

1.天山北路  2.西土沟  3.潘家庄  4.兔葫芦  5.干骨崖  6.三奇堡  7.西河滩  8.缸缸洼  9.火石梁  10.一个地窝南  11.二道梁  

12.榆树井  13.西城驿  14.五坝  15.东灰山  16.四坝滩  17.皇娘娘台  18.长宁  19.苏红图  20.西达布素图  21.必鲁图

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人群及相关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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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的冶金活动已有了初

步的认识。这一共同体的冶金活动年代为距今

4000～3700 左右，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的黑水

河流域。从西城驿、缸缸洼等遗址矿石的铅同

位素分析看，矿石主要来自走廊北部的北山地

区 [17]。矿料分两种，一种数量较多，为仅含

铜的氧化矿石，有些残留一定的硫化矿物。一

种数量较少，但对合金配制起关键作用，为含

砷、铅、锑等合金元素的矿石。当时使用了“氧

化矿——铜”的冶炼工艺，以冶炼红铜为主。

存在先冶炼纯铜，在冶炼流程后段添加含砷、

锡等合金元素的矿石炼制青铜合金的技术 [18，19]。

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器类主要为工具、饰品（图

三），工具主要有锥、刀、钻、长条形器等，

饰品主要有指环、耳环、管、泡、铜镜等 [20]。

图三　“西城驿 -齐家冶金共同体”铜器

1～6. 刀  7、8. 锥  9. 凿  10. 钻头  11. 铜条  12～16、20. 环  17. 镜范  18. 管  19. 泡

（1～6、9、10 皇娘娘台，7、8、11、12、13、17～19 西城驿，14～16、20 宗日）

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以红

铜为主，砷铜次之。加工技术以热锻为主，铸

造次之，逐渐形成石范铸造传统。这一时期的

冶金聚落主要分布在黑河以西靠近北山的宽阔

地带。各冶金聚落都以从事农业为主、兼有饲

养，并进行着制陶、治玉等各类手工业生产，

与同时期不存在冶金活动的聚落之间在聚落组

成和生业形态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体现出一定

的先进性。推测当时各冶金聚落独立进行冶金

活动。当时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相分离，矿石

远距离运输到各聚落冶炼。从冶炼红铜，到后

期添加含合金元素矿石，再到器物生产，都在

聚落内完成，冶炼活动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图

四），尚未实现冶炼和铸造的空间分离 [21]。

形成了与辽西、中原迥然不同的早期冶金格局。

工

具

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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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西城驿冶金作坊址（12ZHA Ⅳ F45）

就全国范围看， 不论在冶金格局、冶炼规模

还是技术传统、器物特征上，这一时期河西走

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冶金区域，其辐射地域

已至新疆东部、青海、内蒙等地 [22]。

三、“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 的源流

冶金共同体中的两支人群有着各自明显的

特征，在文化内涵上有较大的差异。两支人群

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的冶金技术分别来自何

处，各自在早期冶金活动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

加以探讨。

1. 文化传承下的冶金技术传承

本世纪初，研究者初步建立起了河西走廊

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 [23]。后来随着

新资料的增加，这一序列得到进一步完善，走

廊东部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 /

齐家文化 /“过渡类型”遗存—董家台文化—

辛店文化 / 沙井文化，走廊西部为马家窑文化—

马厂文化—“过渡类型”遗存 / 齐家文化—四

坝文化—骟马文化。在东部序列中，齐家文化

与马厂文化和“过渡类型”遗存在年代上交错，

它们曾一度并存。西部序列中的齐家文化与“过

渡类型”遗存的年代也有共存 [24]。随着近年来

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过渡类型”遗存被

研究者命名为西城驿文化 [25，26]。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黑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马家窑—半山—

马厂 / 齐家—西城驿 / 齐家—四坝 / 齐家—骟

马 / 沙井。齐家文化与这几支文化的关系更为

明了，它与马厂文化晚段、西城驿文化以及四

坝早段都有过共存 [27]。

通过对西城驿各期遗存的分析，可以确定

马厂文化、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是前后延续

的几支文化，自马家窑文化以来一脉相承。也

可看做是一支人群的承继与发展。而齐家文化

被认为是东部文化传统，其在河西走廊的出现

是东部人群西进的结果 [28，29，30]。相对于前者而

言，他是一个“外来者”。

甘青地区的冶金可追溯到马家窑时期，但

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人群及相关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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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时期是否存在冶金曾有争议。有学

者对马家窑文化在距今 4750 年前后是否能生产

锡青铜提出疑问。但正如李水城所言，在没有

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马家窑文化冶

炼合金铜的实力。联想到同一时期世界其他文

明古国在冶金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国西北

地区发现个把青铜合金制品也并不值得大惊小

怪 [31]。其实在东乡林家遗址除发现马家窑铜刀

外，在灰坑（H54）中还发现有“铜碎渣”，

为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产物 [32]。铜碎渣的

发现并非孤例，在该遗址 T57 第 4 层也发现有

两块因风化而成碎块 [33]。多块碎铜渣的出土证

明马家窑文化已经开始了冶金实践 [34]。看来，

马家窑时期存在冶金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永登

蒋家坪、酒泉高苜蓿地、照壁滩马厂文化遗址

曾发现铜刀、铜锥、铜块，在张掖西城驿遗址

发现马厂时期炼铜渣，说明马厂时期至西城驿

文化时期，冶炼活动兴盛，在河西形成了一个

冶金中心。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西城驿文

化的冶金技术应承自于马厂，溯源至马家窑文

化，体现出冶金技术传承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35]。

就齐家文化来看，只是在相当于齐家文化

中期的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寺、青海宗日、长

宁等遗址出土了一些铜器，尽管在皇娘娘台也

发现有铜渣 [36]，但不能确定为炼铜渣还是熔铜

渣，无法确定在当地是否存在着冶炼。而且在

皇娘娘台、长宁遗址，都发现有西城驿文化遗

存。齐家文化晚期，在大何庄、秦魏家、齐家坪、

磨沟、新庄坪、商罐地、杏林、魏家台子、沈

那、尕马台、总寨等多处遗址中也只发现铜器，

未见冶炼的证据。

从上面分析看出，在河西地区，西城驿文

化在文化传承和冶金技术传承上，脉络清晰可

查，而齐家文化则相反。由于齐家文化出土铜

器数量较大，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探讨中国早

期冶金问题时，被视为中国早期铜器的典型代

表。在讨论中，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将齐家文化

的铜器来源指向欧亚草原 [37，38，39，40，41，42]。随

着西城驿冶金遗存的发现和学界对齐家文化铜

器认识的深化，对齐家冶金来源问题又有了新

的认识。李水城认为，正是西城驿文化形成的

冶炼中心对齐家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

使其迫不及待地西进 [43]。我们暂不论齐家文化

西进河西走廊是否是奔着西城驿文化冶金来的，

但有一点可以看出，齐家文化冶金技术（铜器）

的出现确实是齐家到达河西走廊以后的事。就

器物形态和冶炼技术而言，在距今 4000～3700

年内，还难以看出其与欧亚草原的冶金存在直

接的联系。可以这样说，西城驿文化是较先掌

握冶炼技术和从事冶炼活动的人群，齐家文化

的冶金技术直接来源于西城驿文化。

（2）文化交流中的冶金技术交流

根据正在考古发掘的西城驿遗址规模估计，

产出的铜料数量不少。从文化分布看，西城驿

文化在黑河流域及以西地区，遗址数量相对少，

所见铜器皆为小件，其用料与冶炼产品数量存

在较大出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是存在金属

料或金属器的输出，即输向西城驿文化分布中

心之外的地区。如果存在这种传播，西城驿人群、

齐家人群在传播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西城驿文化分布看，其中心区域在黑河

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最西到敦煌（西土沟遗

址），西北到达新疆东部（天山北路遗址），

南到青海（长宁遗址），东到武威皇娘娘台遗址，

北进入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在敦煌西土沟遗址，

发现有炼铜渣，表明了西城驿冶炼活动的独立

存在；天山北路墓地仅见西城驿文化遗存而不

见齐家遗存，仅出土铜器，不见冶炼的证据。

但是可以推定，这两处遗址的冶金与齐家文化

关系不大。即冶金技术从黑河向西传播时，主

要是西城驿文化在发挥作用。在青海宗日遗址

仅见齐家不见西城驿遗存 [44，45]，长宁遗址及走

廊东部的皇娘娘台遗址以齐家为主、有西城驿

遗存，这可能是齐家文化和西城驿文化对冶金

技术共同传播的结果。

西城驿文化之后四坝文化崛起，西城驿时

期形成的冶金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承继和进

一步发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如喇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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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环、竖銎斧、权杖首等具有浓厚草原或西方

风格的器物，暗示河西走廊与欧亚草原等地的

交流。此时齐家文化已逐渐进入晚期，在河西

走廊地区的势力日趋衰落，但在部分四坝文化

遗址中能见到其影子，而这些遗址是与铜冶金

密切相关的遗址，如张掖西城驿遗址三期遗存

（四坝早段）、砂锅梁、火烧沟墓地等。从西

城驿遗址第三期发掘看，齐家人群与四坝人群

在河西走廊地区依然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共存或

交流，时间约为距今 3700～3500 年。此时在洮河、

湟水流域，出现了大量齐家的铜器，包括一些新

的器物，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但是这一中心

至今仍未发现冶炼的证据。从材质特点、加工技

术、器物形态的相似性来看，洮、湟中心的冶金

技术应属于河西走廊的冶金传统。这很可能是与

四坝文化保持密切交往前提下齐家文化对河西走

廊冶金产品不断接受、获取的结果。

四坝文化向西的影响达到哈密地区，向东与

洮、湟流域的齐家文化有密切往来。向南对青海

境内的同时期文化有一定影响，向北进入额济纳

地区。这一时期，对走廊以东甚至中原地区的冶

金产生影响的是齐家文化。张天恩曾指出，齐家

文化确与二里头文化存在过相互影响的关系，而

且年代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二期 [46]。齐家文化

与二里头文化的接触，使二里头冶铜工业发生了

一次深刻的变化，从而避免了后者重复探索、发

现锡铜合金工艺的漫长过程，通过一个快捷的途

径进入了青铜时代 [47]，东龙山文化无疑建立起

了两者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 [48]。

总之，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齐家进

行独立的冶金生产，齐家人群在早期冶金活动

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传播者。而河西

走廊的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才是冶金技术

的真正掌握者和铜器的主要生产者。

四、结语

在距今 4000～3700 年左右的河西走廊地区，

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冶金遗址多有共存，二

者冶金面貌难以区分，形成“西城驿 - 齐家冶金

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冶金格局、冶金规模、

技术特征、器物形态等方面已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在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冶金区域。这

一时期，西城驿人群在冶金技术的传播上发挥了

主要作用。在距今 3700 年前后，四坝文化冶金

技术进一步发展，与欧亚草原冶金交流加大，齐

家文化将从西城驿、四坝文化人群那里获得的冶

金产品或冶金技术带到了走廊以东地区，在洮、

湟流域齐家文化铜器数量陡增，可能对二里头的

冶金技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早期冶金发展中，

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是冶金技术的

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正是通过与这支人群在不

同阶段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广泛传播了冶金产

品或冶金技术，从而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

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对本文进行了悉心修

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谊时博士、孙明

霞女士为本文绘制了部分插图，在此致以诚挚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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