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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七号陪葬坑    
实验室考古清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大云山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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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iot models buried in the accompanying pit No. 7 of the Han tombs on Dayun Hill 

in Xuyi County, Jiangsu are transported to the laboratory after the onsite conservative processing and integral 
coffering together with the earth in the pit. According to the tex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quo of the lacquered 
wooden wares, the indoor laboratory archaeology mainly applied steps of mounting and reinforcing, artifact 
recovering, form adjusting and shape restoring to them, and reinforced them with chemical reagents so that they 
can be preserved for long time. The lacquer o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ariots are sampled and analyzed.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

云山村的大云山顶。2009年底开始，南京博

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勘探与抢救性发

掘，确认这是一处西汉诸侯王级陵园。陵

园内发现大型墓2座、陪葬墓13座、武器坑2

座、车马坑1座、以及明器车马陪葬坑1座[1]。

明器车马陪葬坑（K7）位于陵园东南侧，坑

口平面呈“甲”字形，坑道朝北（图一）。

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

宽，长18.6、宽9.5~14.5米，分为若干椁室。

椁内推测共陪葬明器马车50余辆，车辆的形

制推测为战车。椁室内还出土了大量铁戟、

铁剑等明器兵器以及木俑，木俑均已腐蚀朽

烂，仅存部分髹漆层。木俑和战车有序排

列，推测与汉代军阵制度有关。为对车辆进

行全面细致地清理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

在现场发掘清理的基础上，我们对其中一辆

车实施了现场应急保护，并整体套箱包装，

迁移至实验室进行室内清理，清理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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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大云山墓地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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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漆皮等进行了检测分析，还进行了复原研

究。下面介绍此次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收获。

一、现场保护与起取
（一）出土情况

7号陪葬坑地势较低，周边山体渗水，

使坑内蓄存了大量积水，并渗入椁室，导致

车辆及其他遗物发生移位，椁室盖板和侧板

也腐朽坍塌，并与遗物交叉叠压。7号陪葬

坑的回填土多为较黏的淤泥及碎石，含水率

非常高。遗物长期密封于地下，未与外界空

气接触，埋藏环境稳定，车辆和木马表面的

髹漆层得以保存。发掘时椁室内的积水严重

影响了清理工作。我们在陪葬坑东侧和南侧

挖出一条沟槽蓄积渗水，并用抽水机将水排

走，再以常规考古发掘手段清理明器车辆。

整体起取的车辆位于椁室东北角，木质

车体几乎腐朽殆尽，仅存髹漆层。根据清理

出的部分构件推测该车的规格为单辕双马。

车辆部件大多断裂残损，并有位移。整个车

体叠压于伞盖之上。车舆向左倾斜，左轮倒

伏接近椁底，右轮朝上。车舆断开，叠压在

右轮上，辕前段向右折，上压1件完整的木

马。衡在轴转折处的左侧，右端向上，右轭

保存较好，轭左侧有1件木马，马头颈部保

存较好，未见躯干。铜车马饰件散落于车舆

和马匹四周，外形保存较好，表层略被腐

蚀。

（二）应急保护处理

漆木质地的车辆长期埋葬于地下，基本

适应了含水率较高的埋藏环境，一旦出土需

要进行适当地保湿处理，避免漆皮在脱水干

燥过程中干裂起翘。主要处理手段包括经常

对髹漆部分喷洒纯净水、覆盖塑料薄膜等。

车辆倒伏之后，周围的空缺被淤泥等填充，

支撑并不牢固，需要将淤泥等清理出来，置

换填充适当的材料，以加强牢固程度，并与

包装箱内其他区域的重量保持平衡。

（三）套箱包装和起取

我们依据实验室考古对现场出土遗存的

箱体包装操作要求，对车辆采取整体套箱包

装起取的方法。车辆实际清理的空间范围为

1.35米×0.9米×1.05米，我们根据这一尺寸

制作长方形箱体，箱体的侧板、盖板、底板

分别制作，分别围于起取部分的四周，再组

合连接。

首先清理土体及杂物，将待起取部分修

整呈长方体。将侧板安装于待起取部分的四

周并连接固定，下端紧贴基岩之上。用柔韧

性较强的宣纸覆盖在遗存表层，纸张表面再

裹一层塑料薄膜，再用聚氨酯发泡材料填充

箱体空余部分，待其凝固定型后，放置箱体

盖板，并与侧板扣合连接。

底板为厚约0.8厘米的铁板，长、宽略大

于箱体。铁板四边钻出若干直径为2厘米的

圆孔，这些圆孔等距离分布，且在相对的侧

边数量一致，为连接和固定底板之用。7号

陪葬坑开凿于山体岩石上，椁底紧贴基岩，

底板无法通过掏挖底部的办法安装。我们在

安装底板时先使用工具将直径约2厘米、一

端加工成锥形的钢筋从箱体底部一侧横向楔

入，穿过箱体。钢筋间距约为0.1米，嵌入箱

体底部后进行连接固定。再用滑轮吊起钢筋

一端，待箱体一侧抬升约0.05米时，迅速将

底板插入钢筋下方并调整方位和距离，再将

箱体放下，抽出钢筋。箱体顶端安装钻有与

底板位置、数量相同圆孔的槽钢。将钢筋插

入槽钢和底板的圆孔中，并以螺母固定。至

此套箱完成，可进行吊装运输。

二、主要遗物清理
实验室考古可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清

理和有效保护，还可随时对遗存和样品进行

检测。实验室考古可全程监测遗存的变化，

加固脆弱、易损的遗物，封护易氧化的遗

物，保持易干裂遗物的湿润，避免或减缓遗

物的劣化进程。实验室考古室内清理过程中

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使用翻箱技术，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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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状况和工作需求，将遗存调整到最有利

的方位进行发掘清理。

套箱的遗存开始清理时首先要清理遗

存表面的土层。开启箱体顶板后，先在土体

表层喷洒适量纯净水，使其湿润松弛。选择

有一定弹性与柔韧性的竹木质地清理工具，

最大程度地避免遗存表面受损。遗存周边的

土为长期淤积而成，湿润时土质细腻但黏性

较强，略干燥时收缩形成裂隙且十分坚硬，

清剔时，力度把握甚为关键。清理淤土后，

车辆的主要构件显现出来，我们根据叠压关

系，自上而下将它们分别清理取出。依次

清理出的主要部分有木马、车辕、车舆、右

轮、车轴、左轮、车衡、车轭和伞盖等。

木马  保存情况较差。较完整的一匹向

左侧躺卧，总体轮廓尚清晰，头部较散乱，

前腿缺损，后腿行走状，马尾上扬。躯干主

要为黑色，耳内侧、鼻内侧和眼睛外圈为红

色。木胎已经腐朽，髹漆层局部坍塌。残长

60、高51厘米（图二）。马头部叠压于车衡

和车舆上，故从其颈部分割，将马身使用套

箱法起取。

车辕  髹黑漆。长条状，前端近圆形，

中部截面近方形，后端截面呈长方形。长

99、截面直径2.3～2.5厘米（图三）。采用

石膏浆液凝固支托法起取，即先保留下方厚

约5厘米的支撑土体，用小型工具在下方掏

出高约3厘米的空隙，填充进石膏浆液，凝

固后即可形成牢固的支撑体。

车舆   髹黑漆。前侧有纵向车翎6根、

横向车翎7根；两侧有纵向车翎14根、横向

车翎11根（图四）；后侧两端的车翎为三

角形斜向角柱，有纵向车翎3根、横向车翎

5根。车舆底部有菱形分布的斜向凸楞。长

28、宽42、高25厘米（图五）。车舆发现时

叠压于右轮上，底部朝上，并向一侧倾斜。

图二  木马 

图三  车辕

图四  车舆侧视

图五  车舆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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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为左右两部分，左侧部分保存较好，右

侧小部分车茵缺失。清理时先将左侧部分与

下方的右轮分开，再清理右侧部分，由于其

下部土体支撑效果良好，用套箱法将其连同

土体一并取出。车舆前端保存较差，组合部

分断裂破碎，我们对其进行了拼接复原。最

后对零散构件进行临时加固，并复原至合理

位置。

右轮  髹黑漆，木胎腐朽，漆皮尚完

整。外形保存较好，轮辐24条。轮径46、辋

厚1.4、辋宽4厘米（图六）。清理时将外侧

漆皮表面清理干净，敷上数层湿润的宣纸，

保留轴部，轮外侧使用石膏浆液加固。待石

膏浆液凝固后，清理轮内侧的支撑土体，拆

开伏兔外侧与右轮毂连接处，将右轮翻转，

以凝固石膏作为下方支撑体，将车轮取出。

左轮  髹黑漆，木胎腐朽，漆皮尚完

整。外形保存较好，轮外侧的青铜饰件较完

整。轮辐26条。轮径46、辋厚1.4、辋宽4厘

米（图七）。起取方法同右轮。

车轴  髹红漆，保存较好。两端伏兔

轮廓清晰，轴中部未见刻槽。长（含两端

车毂）72、轴径2.5厘米。伏兔髹黑漆，长

11.5、宽2.5、高2.5厘米（图八）。清理时将

车轴从两端车毂处拆开，使用托板法取出。

伞盖  髹黑漆。伞面完全朽烂，仅剩

24根伞辐，推测伞面为弧形，伞柄木质部分

残缺，青铜柄饰保存良好。伞径约96、辐长

（含盖弓帽）46、辐径0.8厘米（图九）。发

现时为倒置，内侧朝上，用套箱方法整体取

出。

在车辆的发掘清理过程中，我们采取了

多种手段全面采集信息。除了绘制纸质遗迹

和遗物图、拍摄影像资料及详细记录操作程

序，还在清理后用三维扫描仪记录现状并构

建三维模型。

图六  右轮内侧

图七  左轮外侧

图八  车轴

图九  车伞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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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理支撑与试剂加固
（一）物理支撑

车辆和木马的木质部分已完全腐朽，形

成的空隙被结构松散的淤泥填充。残存的漆

皮紧紧贴附在淤土上，由于长时期受土体挤

压，已经扭曲、塌陷、断裂。为了维持现有

状况，防止继续劣化，我们对车辆和木马底

部的支撑土体采取了石膏浆液固化成型的物

理保护措施。

首先，将加固对象，如车舆、马匹、车

轮等通过箱体翻转，底部朝上，使用工具适

当削切底部土体，保留厚约0.5～1厘米的部

分。土体表面喷洒土质文物加固试剂，以试

剂渗透土层为宜，再在土体表层涂抹石膏浆

液，凝固后即可形成稳定的支撑体。如果遗

存体积较大，保留的底部支撑土体也需适当

加厚。调制石膏浆液之前，根据支撑物的范

围，用铁丝加工成相应形状的框架，置于需

要固定的土体上，再涂上石膏浆液，以增加

石膏凝固后的连接强度。最后，翻转加固对

象，拆除包装箱体。

（二）试剂加固

遗物刚出土时湿度较大，漆皮虽附在土

体上但结合并不牢固，随着水分不断蒸发，漆

皮会翘起。为保证漆皮基本干燥后还能紧密贴

附在土体上，还需要对土体进行试剂加固。 

加固使用有机溶剂型的加固剂MH-1，

其渗透性良好，渗透厚度均匀。加固过程中

土样膨胀率小于水溶性加固液。加固后土样

强度可以提高2倍以上，加固两次土样强度

则可提高4倍以上，而且原液经酒精溶液稀

释后加固效果也不降低。加固后的土样从内

至外强度均匀，干燥后耐水性良好，颜色也

接近原始状态。但是MH-1的粘度小，不能

有效地粘接漆皮与土体，需要与粘接力较强

的水溶性加固剂相互配合使用。

经过前期进行的一系列试验，我们确定

使用的水溶性粘接试剂为浓度约5％的BA-

154溶液。根据漆皮完整程度和下层土体的

情况，加注试剂的工具使用滴管或注射器

等。每10厘米×10厘米面积使用大约60毫

升试剂，其中第一次注入30毫升，间隔4小

时，待试剂充分渗入漆皮后再注入30毫升。

（三）漆皮软化与回贴

经过物理支撑与试剂加固，遗物可以在

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保存展示。但是，为应对

遗物干燥后个别出现的漆皮起翘、松动、脱

落等病害，还需要进行软化回贴处理。

首先在漆皮起翘处滴渗少量乙醇，再滴

渗少量水，或直接使用乙醇与水等比例混合的

溶液，使漆皮充分湿润、软化。漆皮回软后，

再滴渗水溶性的聚醋酸乙烯溶液或BA-154溶

液进行粘接。此时土体经过乙醇和水的湿润

后，能够较好地渗透水溶性粘接剂。粘接剂的

浓度可适当地提高，聚醋酸乙烯与水的比例为

1∶4，BA-154溶液的浓度约为20%，此种浓度

不会导致加固对象表面产生亮光。滴渗粘接剂

后，将漆皮展开拓平，表面覆盖聚四氟乙烯薄

膜作为隔离层，再稍用力将漆皮贴回原位。若

漆皮过硬或翘曲张力较大，需再次滴渗粘接

剂，使用烧热的小型金属工具隔着聚四氟乙烯

薄膜熨烫漆皮，并马上用冷铁片按压，可使其

平整。最后要及时将多余的溶液擦除，避免凝

固后遗物局部发白或发亮。

四、漆皮分析检测
我们从车舆、车轮、车轴、车辐、木马

等不同部位提取漆皮样品，进行显微观察和

色差比对，为研究该车辆的制作工艺、髹漆

工艺及对其复原、复制提供基础数据。

车舆漆皮  深棕色，颜色组成为绿

50％、暖红30％、黑20％[2]。从截面看，由

外而内分为深棕色层，深灰色层和黑色层，

分别厚30～40、25～40、20～30微米。深棕

色层结构致密，有光泽，深灰色层有白色颗

粒状物质（图一〇）。

轮辐漆皮  深灰色，颜色组成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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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暖红30％、黑20％。深灰色表层的表

面呈深棕色，可能因为深灰色层的组成物质

化学性质不稳定，表层经氧化或者其他原

因变为深棕色。从截面看，由外而内分为深

灰色层和黑色层，分别厚18～20、48～60微

米。深灰色层组成物质较为细腻，平面及截

面都有光泽。黑色层较厚，含有较大且粗糙

的颗粒状物质，无光泽（图一一）。

车轮牙漆皮  棕色，颜色组成为暖红

59.1％、四色蓝13.6％、黑27.3％。从截面

看，由外而内分为棕色层、深棕色层和黑色

层，分别厚20～45、50～55、20～55微米。

棕色层和深棕色层组成物质细腻，较致密。

黑色层组成物质较为粗糙（图一二）。

车 轴 漆 皮   红 色 ， 颜 色 组 成 为 红 

16.16％、黄 11.06％、黑22.86％、透光白

49.92％。从截面看，由外而内分为红色层和

黑色层，分别厚30～40、150～180微米。黑

色层含有大颗粒物质，较为粗糙。红色层含

有白色颗粒（图一三）。

木马腹部漆皮  深棕色，颜色组成为绿

50％、暖红30％、黑20％。漆皮内侧残留硬

质针状物质。从截面看，由外而内分为深棕

色层、深灰色层和黑色层，分别厚30～35、

30～60、30～45微米（图一四）。

五、车辆复原
实验室考古的技术路线是以考古学研究

和文物保护为主、兼顾文物展示及制作工艺研

究。在对大云山汉墓陪葬坑出土的明器车辆进

行清理、有效保护和妥善保存的基础上，我们

就其形制、结构、制作工艺等进行了研究。根

据遗物现存的基本形态和实验室考古获得的详

细数据，绘制了各部位的复原图（图一五至图

二一），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出土明器车辆进行

图一〇  车舆漆皮
样品

图一一  轮辐漆皮
样品

图一二  车轮牙漆
皮样品

图一三  车轴漆
皮样品

图一四  木马腹部
漆皮样品

图一五  车舆立面复原示意图

图一六  车舆侧面复原示意图

铜栏饰 铜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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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〇  车衡和车轭复原示意图

图二一  车轴复原示意图

了模拟复原。并依据复原完成的图像效果，考

虑使用与遗物相同或相似的材料，依据明器车

辆的制作工艺，按照传统加工手法，通过实验

手段进行实物复制。

六、结    语
大云山汉墓明器车辆的清理保护工作历

时近两年，此后又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稳定

适应及跟踪维护，这一质地脆弱的漆木遗物

具备了陈列展示的条件。

本次采取的实验室考古工作程序，不是

简单地将遗存异地迁移至室内进行清理，而

是利用较多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对车辆进行

精细清理和有效保护，并在此过程中进行多

种形式的跟踪记录，最大限度获取信息，解

决学术问题。

大云山汉墓明器车辆的实验室考古项目

取得了可喜成果，丰富了西汉时期漆木器的

处理方法和保护经验，也使实验室考古工作

的细节、模式与流程更加成熟。

 附记：参加本次工作的有胡秉华、侯

玉林、刘勇、郭辉、孙凯辉、王靖雯等。文

中复原图由王靖雯绘制，漆皮显微分析检测

由刘勇完成，照片由郭辉、孙凯辉、李存信

拍摄。

                                 执笔者  李存信 

注    释

[ 1 ]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

县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

[ 2 ] 本文采用的是PANTONE（彩通）公司2010年

版的彩通PLUS系列配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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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车轮复原示意图
1.外侧  2.内侧

1 2

图一七  木马复原示意图

图一八  车辕复原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