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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家山墓地两件文物认识西周木胎铜釦壶及相关问题 

 

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叶家山墓地出土的两件木胎铜釦壶釦件为我们认识西周时期铜木组合器物——木胎铜

釦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西周木胎铜釦壶虽然数量不多，但制作工艺复杂，可分为口足分离

式铜釦和口足连体式铜釦两大类，分布区域广，出土于从京畿到诸侯国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

木胎铜釦壶的工艺特色不仅影响到两周时期青铜壶的纹饰装饰风格，而且也证明釦器工艺技

术在西周时期已经成熟，改变了过去“釦器法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观点，同时，还为我们研

究另一类三代时期非常重要的礼器——早期青铜方鼎的制作工艺和可能的仿制原型带来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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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 M27、M65 出土了两种青铜釦件，青铜盖内和底部尚保留部分

木胎残片，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这类独特的铜木组合器提供了重要启示和资料。 

我们知道，在考古发现的西周容器类文物中，最常见的当属铜器、陶器，如鬲、鼎、簋、

罍、豆、罐、壶，等等。偶尔也会看到漆木器类容器，如北京琉璃河墓地、西安丰镐遗址张

家坡墓地和翼城大河口墓地等多座西周墓葬中都出土有漆木器罍、豆、觚、盘等，其中精美

者器表还镶嵌有蚌壳质花纹图案。但由于木质器胎不易保存，我们仅能通过漆质表层的残存

痕迹来复原其原本器形与装饰图案。除此之外，在出土的西周容器类文物中还有一类铜木组

合器物，其中尤以木胎铜釦壶最为突出，虽然迄今所见数量不多，但工艺独特，影响较大，

引人注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考察这类器物的工艺特征、装饰风格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我

们认识这种木胎铜壶的性质，而且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古代釦器工艺技术的起源有重要价

值。另外，研究这类器物对我们理解青铜器上一些纹饰的性质与来源也有一定的启发。 

 

一、考古发现的西周木胎铜釦壶 

 

系统梳理迄今出土的木胎铜釦壶，我们可以分出两种类型： 

 

第一类，口、足分离式木胎铜釦壶。 

陕西西安市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木胎壶铜口釦（标本 M61:26）：壶口铜釦略

呈椭圆形，上口径 12.5×11、内径 10.2×9，下口径 12.3×10.5、高 3 厘米。两侧有贯耳，

通耳宽 14.5 厘米。由于该墓葬被盗扰，是否还有铜圈足釦，已不得而知
①
。发掘者根据发现

的口部铜釦，将之复原为仅有口部铜釦的木胎壶
②
。这种复原值得商榷，我们推测，这件木

胎铜釦壶应该口部、圈足部分铜釦均具备。M61 年代属西周早期偏晚，虽然被盗扰严重，但

从其长宽 3.9×2.6 米、深达 10.52 米的规模，残存的有椁痕迹和随葬釉陶器与玉器等诸多

迹象判断，墓主具有比较高等级的身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② 张长寿 张孝光：《西周时期的铜漆木器具——1983—86 年沣西发掘资料之六》，《考古》199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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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家坡西周墓地还出土一件木罍铜釦（标本 M152：33、34）
①
，器口铜釦圆形，

平沿折颈，口径 21.5，沿宽 1.7，颈径 20，高 2.2 厘米。器底铜釦，圆形，上口直径 21.5，

底径 20，高 1.3，厚 0.35 厘米。据口、底铜釦可知，铜釦木器的器形为平沿收颈、斜收腹

平底、口底基本大小相同，发掘者推测是平底罍一类的器物
②
。铜釦木罍出土于 M152 的头厢

内，共出土了三套口、底铜釦，形制、大小完全一致，说明当时一起陪葬了三件铜釦木罍。

M152 年代属西周中期偏晚，是整个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中两座带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之

一，虽被盗扰，仍出土许多铜器、玉器、石磬、釉陶器等，从铜器铭文可知，墓主为西周高

级贵族家族中的一代井叔。 

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共出土 4套铜釦木壶的铜釦件，分别出土于 M11、M21、M119

和 M120 四座西周墓葬中
③
。其中 M11 与 M21 属西周早期早段，M119 与 M120 属西周早期晚段，

都是同期的大型墓葬，随葬了大量青铜器、陶瓷、玉器、象牙器等，有棺有椁，有殉人或殉

犬，说明墓主人是这一贵族家族中的高等级贵族。 

木胎铜釦壶出土时木胎已朽烂，仅存口沿、盖与圈足部位铜釦件，其中铜器盖往往与口

部铜釦件锈蚀在一起。以 M21 出土的典型铜釦木胎壶为例，铜器盖与口部釦件（标本 M21:55、

56），直口平折沿，高颈鼓腹，颈部两侧有竖贯耳，素面。内尚残存木胎痕迹。盖呈圆形，

直口，盖面中部有一大椭圆形捉手。口径 16.4，通高 17.2，盖高 8.0 厘米。铜圈足（标本

M21:57），呈喇叭形，两侧各有一个“T”字形扉棱。结合器盖、口部与圈足釦件，复原铜

釦木胎壶的形状为直口方唇、长颈鼓腹、高圈足贯耳、带盖（图一）。 

 

图一 前掌大木胎铜釦壶复原图（M21：55~57） 

 

其它墓葬如 M11、M119 和 M120 出土的铜釦木胎壶与之大同小异，M11 的口部铜釦件（标

本 M11:75），直口鼓腹，方沿内折，颈外侧饰一对竖贯耳，素面。颈外侧与耳对应处各有

一圆形穿孔，当用于固定铜釦件于木胎之上。口径 15.3、高 6.4、厚 0.2 厘米。铜圈足（标

本 M11:77），筒形，直壁，两侧各有一圆孔，底边内折，底径 23、高 5、厚 0.2 厘米。M119

的铜器盖与口部釦件（标本 M119:31），直口，鼓腹，颈部两侧有竖贯耳，素面。器内附有

木胎残迹。器盖圆形直口，与壶口呈子母口相扣合，中部有圆形捉手，两侧各有一圆孔。口

                                                        
① 同①。 
② 同②。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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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14.4、底径 17.2、通高 18.0，盖残高 9.4 厘米。铜圈足（标本 M119:46），高圈足，筒

状，两侧各有一圆孔。直径 18.8、高 7.9 厘米。 

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出土一件木质胎体保存较多的木胎铜釦壶
①
。标本 NM9:17，器

盖、口与下腹、圈足部分均为铜质铸件，中间腹部为木质。盖内嵌入空心圆木，制成子母口。

器盖中部有喇叭形捉手，上有对称两圆孔。木胎内外都比较平整，附一层黑灰色薄皮，已龟

裂，发掘者推测是一层漆皮。腹部木件的上端平齐，下残。估计原有木质壶底。木件的外侧

有折棱处与铜釦件的内折互相咬合。发掘者对这件木胎铜釦壶进行了复原，但由于这件壶的

木胎部分保存不全，我们认为张长寿、张孝光两位先生的复原更为合理（图二）
②
。根据张

长寿、张孝光两先生的复原，壶的整体造型与西周时期常见的一般铜壶一致，只是器腹下部

的木胎腐烂消失。与张家坡、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铜釦壶相比，这件铜釦壶多了一条铜腹带，

铜釦结构介于仅见口、足釦件的分体式釦器与口、腹、足连体式釦器之间。铜壶盖直径 10.6

—11.2，腹部最大径 18.2，圈足直径 12.4—13.5 厘米。 

 

图二 永凝堡木胎铜釦壶复原图 

 

出土本件木胎铜釦壶的 NM9 时代属西周早期，墓葬长 3.3、宽 1.8，深 5.2 米，有棺有

椁，墓内随葬有青铜车马器、鼎、簋、戈等铜器和玉器。这种规格的墓葬在西周早期等级较

高。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 M27 出土两套釦件，形制相同，均由器盖、口部和圈足三部分

铜釦件组成，出土时漆木胎已朽，仅存少量痕迹。标本 M27:74，器盖呈喇叭口筒形，长筒

颈略束，盖底内收成凹槽。盖内沿凹槽纳圆形漆木胎，周边尚存漆木痕迹。口颈部铜釦呈上

细下粗的圆筒形，平口窄边，两侧有竖贯耳。铜圈足呈亚腰圆圈状，底内折成一圈窄凹槽，

以纳木胎的底部，槽内尚存一圈漆木痕迹。器盖及釦件皆为素面，一只铜贯耳对应的器内壁

上刻有一细凸的“十”字形纹。口径 11.6、圈足直径 15.4 厘米（图三）
③
。 

                                                        
①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 年第 2 期。 
② 张长寿 张孝光：《西周时期的铜漆木器具——1983—86 年沣西发掘资料之六》，《考古》1992 年第 6 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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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叶家山木胎铜釦壶复原图（M27：74） 

 

叶家山 M27 的年代属西周早期，东西长 6.7—6.8、南北宽 4.9—4.95，深 9.8 米，出土

青铜礼器达 28 件之多，其中 2 件方鼎上有“曾侯作宝尊彝鼎”的铭文，结合其它出土遗物

分析，墓主应是一代曾侯的夫人。 

 

第二类，口足连体式木胎铜釦壶。 

这类木胎铜釦壶的口部、腹部和圈足铜釦由上下贯通的铜带链接起来，铸成一个整体，

形成木胎外侧的青铜壶形框架，将木胎壶体框在其内，再在口上配木胎青铜壶盖。 

随州叶家山木胎铜釦壶标本 M65:27：出土时，腹、底部仅存漆木胎朽痕，铜器盖和壶

体外侧铜框架尚残存。器口呈椭圆形，平沿内折，长颈，下部两侧各有一贯耳，内侧各有一

长方形穿孔。宽带状腹带十字交叉，交叉点饰凸起菱形纹，鼓腹，无底。圈足也为椭圆形，

外折呈直壁阶状，两侧各有一方圆形穿孔。器盖呈椭圆形，上有圈状捉手，直壁较高，穿盖

无顶，原来也应有木胎。铜框架釦件带盖通高 43.6、口径 14×11.6、腹径 22.8×18.6、圈

足径 17.2×13.5 厘米（图四）
①
。M65 同出的 “曾侯作田壶”（编号 M65：31），虽为铜壶，

但器盖、口、圈足与器表的装饰风格及器体造型与这件口足连体式木胎铜釦壶几乎完全一致，

应是仿自木胎铜釦壶（图五）。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 M65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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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叶家山木胎壶连体铜套釦（M65：27） 

 

 
图五 叶家山曾侯作田壶（M65：31） 

 

这类木胎铜釦壶实物目前仅见这一件，但西周铜器中常见这类造型装饰风格的铜壶，推

测当时亦属于较常见的一种容器。 

M65 是西周早期的一座大型墓葬，随葬品非常丰富，等级较高，墓主是一代曾侯谏。 

纵观以上证据，虽然迄今考古发现的木胎铜釦壶的数量并不多，但从时间上看，其制作

与使用的时间跨西周早期到晚期。目前，我们在商代以前的文物中尚没有发现这类铜釦木胎

容器。从分布地域看，木胎铜釦壶出土地域广，西到关中京畿，东到山东方国，北到山西南

到湖北的不同诸侯国都有使用，几乎被及整个西周王朝统治区，说明其在西周社会的广泛使

用程度，不是个别地域的特有物品。从出土背景看，这类木胎铜釦壶均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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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的一种容器与鼎、尊、簋、甗、爵、卣等青铜礼器一起随葬，显示只有高级贵族才

使用这种壶。从木胎铜釦壶的影响力来看，这类器物在西周社会很受西周贵族珍视和喜爱，

周人铸造的青铜壶特别喜欢仿其造型和装饰风格。这类仿木胎铜釦壶的青铜壶在商代铜器中

不见，而在西周、春秋铜器中常见，著名的如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十三年兴（疒兴）壶、晋侯

墓地出土的“晋侯僰马”壶（M113:102，M92:4）（图六）、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壶，

如 M2012：16、M2012：25、叶家山 M65 与连体式铜釦壶共出的 M65“曾侯作田壶”、中国文

字博物馆收藏的贾伯壶、河南登封出土的鲁侯壶（图七）、山东肥城出土的陈侯壶，等等。

春秋时期亦常见这种釦带纹饰铜壶，直至战国早期，仍出现这种纹饰风格的青铜壶，如湖北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联禁龙纹壶。 

 

图六 晋侯僰马壶 

 

 

图七 鲁侯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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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仿自木器器形和将木器实用功能的附件转变为青铜器纯装饰风格，进而形成一种

青铜器独特造型和纹饰的现象对我们认识早期青铜器制造工艺有所启示。我们推测三代时期

一些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风格可能原来就仿自某种木器，如方鼎、部分乳钉纹、弦纹等，后

来才渐渐演变成青铜器自身的独特造型和装饰风格。迄今发现的早期青铜方鼎，如郑州商城

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早期大型乳钉纹青铜方鼎、南顺街 H1 上层 3 件铜方鼎（H1 上：2、H1

上：3 与 H1 上：4）、张寨南街窖藏坑铜方鼎、向阳回民食品厂 H1 铜方鼎
①
、山西平陆前庄

出土铜方鼎等，腹部与底部的四边纹饰特征都明显是仿自两两拼板接缝处的外固定缀合金属

角铁及其铆钉（图八）。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在青铜方鼎出现之前和之初，铜木结合

方鼎曾经流行一时？或者，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早期的方鼎在铸造工艺上不是浑铸而是仿

造某种铜木组合方鼎，由一块块铜板拼铸而成，铜方鼎铸造经历了由拼铸到浑铸的发展过程
②
？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八 郑州南顺街窖藏早商铜鼎 

 

最早的壶大约是仿自葫芦器。商周时期陶壶、铜壶较为常见，更晚还有仿北方游牧民族

皮壶造型的铜壶。从现有资料分析，木质壶也是西周时期贵族常用的一种壶。从制作工艺来

看，比较而言，各种质地的壶中，木胎铜釦壶的制作是最为复杂的，皮质、陶质和铜质壶都

无需铜釦，只有木胎壶需要铜釦，铜釦的原初功能本是木壶的金属箍。从木桶、木盆等当代

大型木质容器的制作经验来看，木器外面均加以箍以固定器型，防止开裂、漏水，例如大家

所熟知的盛装葡萄酒的橡木桶一般均在口部、底部和腹部扣装铁箍。这种金属箍本为实用目

的，后来演变成为一种为美观目的的装饰纹饰，两周青铜壶上的模仿带饰正是吸收了后一效

果。更进一步而言，西周木胎铜釦壶的木胎是由整木对开掏空制作而成，还是由多块模板拼

合而成？如何将木胎与外部铜釦件整合起来？尤其是口足连体式釦器，如何将木胎与外部铜

框架釦件扣合的？这些工艺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①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 年第 6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 年第 3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② 裴明相、李京华先生曾提出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前期大方鼎是用独特的“拼铸”法铸造的（见裴明相：

《郑州商代铜方鼎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中原文物》1981 年特刊；李京华：《郑州商代大方鼎拼铸技术试

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技》第 9 卷第 2 期，1997 年 11 月），但“拼铸”说未能很好地解释金属角铁，尤

其是铆钉形状装饰图案的出现问题。 



 8

关于这类器物的用途，我们有以下推测。我们知道，在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存中，铜壶已

较为常见，到了西周时期，陶壶、铜壶已较为普遍，更多见。但为何在西周高等级贵族中仍

然流行使用制作工艺复杂的木胎铜釦壶呢？我们只能推测这种木胎壶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用

以满足贵族诸如储藏某种液体物质的特殊要求，犹如当代储藏陈酿优质葡萄酒和白兰地都必

须使用橡木桶一样。若能检验所发现的木胎壶的木胎，看看其是否属于一种树种，或是否含

有某种特定的微量元素，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有趣的答案。 

 

二、中国古代釦器起源问题再讨论 
何为“釦器”？东汉许慎《说文·金部》说：“釦，金饰器口。”有学者定义“釦器是

指在器物的盖口沿、器口沿、器身或器底等部位包镶金属箍以达到加固和装饰目的的漆器。”
①
我们赞同这一定义。 

釦器在秦汉时期非常盛行，许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但关于釦器的起源，

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依据洪洞永凝堡、丰镐张家坡西周墓葬出土的几

件铜木组合器物，认为釦器技术的起源早于西周时期
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釦器始于战国或

春秋战国
③
。还有学者具体指出：洪洞永凝堡、丰镐张家坡西周墓葬出土的几件铜木组合器

上的铜附件不仅仅起加固之用，还是受当时青铜制造业影响，起装饰作用。“在漆器制作过

程中，釦器的主要用途是为了加固薄胎漆器的口沿、腹等部位以延长漆器的使用寿命，其次

才是装饰作用。”“因此，釦器法出现于战国中期比较可信。”
④
 

通过以上对西周时期发现的木胎铜釦壶进行的全面梳理与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无论

从出土实物的数量、分布地域的广度、时间跨度的长度，以及这类器物及工艺在当时社会上

的受重视程度和影响力来看，釦器工艺技术出现于西周早期并较广泛地流行于西周一代。发

展至东周两汉时，与发达的漆器制造业有机结合，盛极一时。 

 

                                                        
① 马  乐：《两湖地区西汉釦器的发现与研究》，《秦汉研究》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 8 月。 
② 张建世：《釦器源流》，《四川文物》1998 年第 2期。 
③ 王世襄： 《中国古代漆器》，第 11 页，文物出版社，1987 年； 
  逄振镐： 《汉代山东出土漆器之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88 年第 4 期。 
④ 朱学文： 《试论釦器法在战国秦汉漆器制作中的应用》，《文物》2014 年第 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