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对古代铜鼓铸造工艺之研究和试验 
 

李欣妍
3
 

(北海市文物局  博物馆科,北海  536000） 

 

摘要：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一直是铜鼓研究中的难题与薄弱环节，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我国学者开始重视对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本文对我国

学者关于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三十年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研究成果与不足进行了

述评，以揭示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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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来，众多中外学者纷纷致力于研究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古代铜鼓，并取得了极大的成

就，基本上理清了铜鼓的起源、年代、类型、族属、纹饰以及功能等基本问题。而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

究则因史书记载不足以及考古实物材料欠缺，起步较晚，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才开始对其进行

探讨，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学者们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完全摸清楚

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还留有一些急需解决的谜团。因此，本文将这三十年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最近的十年进行述评，并在文中略抒己见。 

 

一、古代用什么样的工艺铸造铜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学者探索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起始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 1985

年为分界线，前期注重从铜鼓表面观察和我国铸造同类器物来推测铜鼓的铸造工艺，后期则更倾向于

合金成分、调音规律等方面来探讨。 

1.铜鼓的造型方法 

1981年，韩丙告先生提出铜鼓的造型方法可能有三种，分别是：刮板法、木模法与失蜡法。“在发

现的铜鼓中，上述诸法均有应用。铜鼓边壁有披缝的，为刮板法或木模法造型，无披缝为失蜡法造型。

但绝大部分铜鼓的边壁有披缝。”
[1](P33-38)

在铸造时，没有固定作坊，大部分是临时设场，随铸随用，而

且一般采用鼓面朝下的浇注方法来保证鼓面上的花纹清晰、光洁。最后，他还指出，有些鼓面内部发

现的刀凿痕迹“为鼓的浇冒口所在地”。
[1](P33-38)

  

在 1982年召开的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唐文元先生指出铜鼓的铸造工艺是夹铸

垫片工艺，也即是说，在浇铸铜鼓之前，在内模外范之间均匀地夹垫一些与所铸铜鼓壁厚相同的铜片

或残钱，以保证铜液流畅，铸件通体匀称。而且可以省去失蜡法制作蜡模的繁复手续，同时能较快的

塑制内外范，工艺程序仅 5 道。这是中国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在南方铜鼓铸造技术上的具体运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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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点新颖有力，“纠正了过去一些人认为鼓上的小疤块是铜块、铜钱未熔尽的残渣的错误说法”。
[2](P15)

  

在 1983年 12月 27日至 1984年 1月 2日举行的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些

学者对铜鼓铸造工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作了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的报告。此报告通过对 100 面广

西、云南铜鼓进行成分分析及金相鉴定指出铜鼓的金属材料为纯铜、铜锡二元合金、铜锡铅三元合金；

铜鼓皆由铸造而成；“铜鼓的合金成分、金相组织随着类型、时代、分布地区、社会形态及冶铸技术的

变化呈现一定规律性变化。”
[3](P92-95)

并认为：（1）泥范法是铸造铜鼓的主要方法，占总数的 91.2%；（2）

铜鼓生产从一鼓一范的单件生产，逐渐发展到基本定型的一范数鼓的生产，进而推测“在明清时代，

可能已有专门生产铜鼓的作坊。”
[4](P82)

（笔者注：至今河池市仍有铸造铜鼓的作坊）（3）铜鼓壁厚的变

化趋势是面＞胸＞腰＜足，这种设计比较合理，符合实用要求。（4）花纹制作方法灵活多样，运用巧

妙。雕刻法用于复杂的花纹；印痕法、滚压法适用于制作简单的条纹饰。（5）铸件表面有无合范缝、

铸件结构的繁简及花纹装饰的难易是判断其铸造工艺的具体依据。（6）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大致经过

四个步骤十二道工序。 

与韩、唐两人观点相比，该报告对广西、云南铜鼓的铸造工艺的论述更加全面、系统、具体及深

入。对于有无固定作坊，此报告与韩丙告看法不同，而这一问题有待考证。而唐文元所说的夹垫铸造

工艺与此报告中的泥范法相吻合。 

随后，黄增庆先生专门对壮族地区的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壮族古代铜鼓的铸

造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其次是铅、锡等，此外还掺杂有少量铁、锌等；壮族古代铸造铜鼓的金属材

料有两种：铅锡青铜鼓、锡青铜鼓；“铜钱是壮族古代铸造铜鼓原料来源之一”，“铸造铜鼓有部分原料

是采用铜钱熔化而铸造鼓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5](P41-47)

铜鼓多数是用范模铸造法一次浇铸而成，

这种范模用后一般即予毁弃，再做再铸；熔铸阶段，要经过调剂、精炼、灌注等三项手续，而用钱币

铸鼓则不需经过调剂；壮族古代用泥模合范法铸造的铜鼓居多；
[5](P41-47)

冷水冲型铜鼓鼓面的立饰采用

“蜡模合范法”。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吴坤仪、孙淑云对广西、云南现有的部分铜鼓的铸造工艺及金属

材料进行了初步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包括造型方法、主附件的结合方法、花纹制作方法以及浇注方

法。造型方法包括泥范法、失蜡法、泥范法与失蜡法并用三种；主附件的结合方法包括整铸法、浑铸

法与分铸法；花纹制作方法包括刻纹法、印纹法与滚压法；浇注方法分为缝隙式浇注、顶注式浇注（分

为中心顶注式浇注与鼓内壁中心顶注式浇注）。他们指出，广西、云南制作铜鼓所用的冶炼原料与其他

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铜鼓的合金成分随类型及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认为“西盟型铜鼓均以失蜡法

铸造而成，是铜鼓制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6](P42-53)

该观点在后来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否定，他们认为只

有晚期西盟型铜鼓是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而早期西盟型铜鼓则是使用合范浑铸法的方法。其理由是“岭

南地区发现的西盟型铜鼓被认为是较早时期的，鼓身上仍有合范痕，蛙等立体饰与鼓面等连成一体，

而不同于缅甸、云南等地的晚期西盟鼓无合范缝，蛙等立体饰是在鼓铸后再联接上来的。说明前者是

用合范的浑铸法铸成的，后者是用失蜡法铸好鼓后再联接上蛙等立体饰品。”
[7](P86-90)

 

这一个时期，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造型方法。最初学者认为应是刮板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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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法与失蜡法三种，接着有学者认为它是夹铸垫片工艺，后来学者们更倾向于泥范法、失蜡法、泥范

法与失蜡法并用三种造型方法。 

2.铅同位素比值法的应用 

有别于前期研究注重从铜鼓表面观察和我国铸造同类器物来推测铜鼓的铸造工艺，这一阶段的后

期研究更注重从合金成分、调音规律来分析铜鼓的铸造工艺，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创新，文理相融，以

小见大，见微知著。 

1988年，姚舜安、万辅彬、彭子成三人开始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北流型铜鼓样品进行检测，发

现“北流型铜鼓的数据全部落在北流以及周围几个县矿点的铅同位素比值所构成的区域内”。
[8](P556-561)

并结合其它多方面因素来考虑，他们认为广西北流铜石岭遗址不仅是汉代冶铜遗址，还是铸造北流型

铜鼓的遗址，而且是“迄今世界上找到的第一个铸造铜鼓的遗址”。
[8](P556-561)

  

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鼓》，是一部有关铜鼓的通论性专著，是在综合我国学者 30多年来铜

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是我国学者研究铜鼓的科学总结。
[9](P1143-1145)

本书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对我

国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古代铜鼓的铸造方法有三种：泥型合范法、蜡模泥范法

和失蜡法。其中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及部分石寨山型、遵义型和西盟型早期等体型较大的铜鼓

大致采用了蜡模泥范法，该法结合了泥型合范和失蜡法的优点。
[10](P225-226)

花纹的制作方法为刻纹法、板

印法、戳印法和滚压法。铜鼓铸造工艺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南方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体现了

古代南方民族的聪明才智，在古代冶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前面的研究相比，该书对我国古代铜鼓

铸造工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但并无自己的独创之处，更多的还是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为了推进铜鼓铸造工艺研究的深入开展，1986年至 1991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比值进行分析，通过确定铜鼓的矿料来源推断铜鼓的发

源地。此次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11](P88)

研究者认为，铸造铜鼓的矿料分布区域

相对集中，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区域，一个是以北流县铜石岭为中心的广西东南地区，一个是滇西—

—滇池地区——滇黔交界地区。 

出于现实需要，广西河池地区民族歌舞团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仿制古代麻江型铜鼓，于 1986年研

制成功，外观虽似，但音色不佳。这种简单的仿制，对推动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并无多大的裨益。

正如作者所言，“铜鼓的铸造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下一步解决。”
[12](P5-6)

 

由上可知，后期的研究工作是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更注重团队合作、多学科交叉

研究以及现实需要，其推断更为合理，成效更大。 

这一个阶段基本上弄清楚了八大类型铜鼓的铸造工艺，归纳了铜鼓铸造工艺的一般流程，还发现

了首个铜鼓铸造地点，开创了用铅同位素比值法来追溯铜鼓铸造地点的先例，划分了铸造铜鼓的两大

矿料分布区域，并指出在明清时代，可能已有专门生产铜鼓的作坊。总的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

是属于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无前例可循，学者们只能从铜鼓表面观察和我国铸造

同类器物以及合金来推测铜鼓的铸造工艺，推断和结论不一定正确。但毋庸置疑，前人的这些基础性

研究工作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阶段，我国学者展现出一种不畏艰难、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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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创新的学术态度与精神。 

 

二、利用现代科技能重新铸出精美的古代铜鼓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对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步入了初期阶段。这一阶段仍是主要根据对

铜鼓的直接观察、测量和现代化学分析、金相方法以及传统铜器铸造工艺来对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进行探

索，但更加注重从实践中探索，运用现代实验的方法来印证铸造工艺，检测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同时也

纠正了过去因认识不足而导致的错误观点。如果说，八十年代主要是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古代铜鼓铸造工艺，

进行推断，得出结论，九十年代则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来重铸铜鼓以检验这些推断与结论。 

在这一阶段，对铜鼓铸造工艺的科学研究开始分两大区域进行，一是云南境内，一是广西境内。

王大道认为，“云南铜鼓是采用‘泥范铸造法’和‘失蜡法’这两种方法铸造而成。鼓身有无竖直的合

范缝，是判断铜鼓铸造工艺的重要依据。”
[13](P44)

而彭子成等人通过对云南铜鼓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

进行铅同位素示踪法研究，认为云南早期两类铜鼓的矿料主要来源于滇西和滇池地区，并由此可推测

“云南的滇西和滇池地区是我国早期铜鼓的发祥地”。
[14](P61-63)

  

万辅彬教授则把现代物理技术应用在铜鼓研究中，对古代铜鼓进行了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

声学特性研究以及铜鼓调音刮痕探秘等，研究范围由小到大，由浅入深，获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进

而认为物理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大有可为。 

在1990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继续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广西三种类型古代铜鼓的矿料来源进

行了考证。他们测试了95个样品，以充分的实验事实说明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的矿料来自北流铜石岭

及其周围一带。广西出土的冷水冲型铜鼓铅同位素分布场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
[15](P3-8)

1991年，万辅彬

联合李世红、农学坚二人对出土于广西境内几种类型的大量铜鼓进行了考察研究，并作了声谱特性的

测定，发现鼓面内部的刀凿痕迹应为古代铜鼓调音刮痕。这一看法不同于韩丙告说它是浇冒口的观点，

而且更有说服力。 

在 1995 年，为了复制“世界铜鼓之王”，万辅彬教授联合多位学者对世界铜鼓之王—北流型 101

号铜鼓作了细致的考察。考察结果认为，（1）101号铜鼓的陶范由鼓面范、对半分型鼓身范和内范四者

组成。内、外范均用刮板直接制作；内范为空心（正确与否，尚待考证，前面的学者则持内范为实心

的看法）。鼓耳用蜡耳嵌埋法与铜鼓一次铸成。（2）铜鼓表面纹饰均在外范上加工。（3）101号铜鼓的

浇注工艺采用鼓面向下方式，两组缝隙式浇注系统，鼓足端为自然冒口。该观点纠正了前人认为 101

号铜鼓的浇注工艺是采用鼓面向上方式，缝隙式浇注系统，并在光体部设一冒口的看法。（4）垫片不

仅可控制壁厚，还起着支撑内范、固定和稳定内范的作用。（5）101号铜鼓鼓足残缺的主要原因是铸造

时浇注温度不够高以及鼓足部分缝隙浇口太薄；或是配料估算不足，铜液太少，导致最终未浇满。 

紧接着，他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铜鼓的复制和仿制工作，以检验自己的推断。1995

年，万辅彬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合作，用陶瓷型模

试铸出一面麻江型铜鼓，但效果不佳。之后, 他们在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组建了中国

第一个铜鼓铸造实验室, 继续开展麻江型铜鼓铸造试验。在后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投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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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及人力, 先后铸造了十几次, 但仅铸出两面铜鼓, 没有完全取得成功。
[16](P198-202)

上述这些铜鼓铸

造试验，由于没有前例可循，只能采用现代的技术与方法，结果不尽人意。因此，万辅彬教授的一些

推断，如认为北流型 101号铜鼓的内范是空心的等，可能有待进一步考证。 

纵观这一阶段的研究，比八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局面已被打开。首

先，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物理技术的大量应用，使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其次，学者们通过考察与试验，探索了体大壁薄铜鼓的铸造工艺，进而来推测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

再次，开始复制、仿制古代铜鼓，虽然采用现代的技术与方法，结果不甚理想，但总算迈出了大胆尝

试的第一步。同时，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点，如确定了鼓面内壁的凿痕或花纹为是调音的铲削痕而非

浇冒口所在。但需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仍存在其不足的地方。一些学者对于古代铜鼓的铸造工

艺的把握仍停留在表面观测、理论推测、简单仿制的层面，实践认知仍有待提高与深化。 

 

三、成功铸造出形声俱佳的现代铜鼓 

进入 21世纪，学者们对于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科学总结的阶段。一方面，部分学

者开始对过去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与不足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学者们归纳与总结了古

代铜鼓铸造工艺的一般规律，并探索出研究的科学方法。此外，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在现代科学

技术方法的启发下，成功地复制出形声俱佳的铜鼓。 

万辅彬在《唐代以前广西冶铜铸铜成就概览》一文中指出，今天我们需要从现存铜鼓的实际考察

着手研究古代铜鼓高超的铸造工艺。铜鼓的造型方法不同，工序也不同。如泥型合范法的工序包括，

制模型、翻外范、做芯范（内模）、合范、浇注、拆范及整理以及定音；失蜡法的工序则分为做芯范、

做蜡模、制外范、化蜡、浇注拆范修整几道。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及部分石寨山型等体型较大

的铜鼓可能采用了蜡模泥范法，它结合了泥型合范法与失蜡法两者的优点，“工序与失蜡法大体相同，

也是先做芯范，然后做蜡模，但不同的是不在蜡面上刻印花纹，而是在泥制外芯上压印花纹。”
[17](P114-120)

同时他进一步分析了古代的铸造工艺，认为：（1）制范面的泥料是经过研磨、筛选或淘洗的细泥配制

成的；（2）大多数铜鼓暴露有芯垫，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等采用方形芯垫；（3）北流型、灵山

型、大多数冷水冲型浇口设在鼓侧的范缝上，可避免顶注式浇注方法易产生冲击、爆范、氧化夹渣、

气孔、砂眼和花纹损伤等缺陷。 

他还指出万家坝、部分石寨山型和全部麻江型铜鼓是采用泥型合范法铸造；
[11](P78)

失蜡法则在石寨

山型 M12：20 号铜鼓和冷水冲型个别铜鼓上已有使用，但广泛运用失蜡法铸造的则是西盟型中、晚期

铜鼓。
[11](P8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蒋廷瑜先生对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流程有更简洁明了的概括。他指出，

一般来说，每铸造一面铜鼓，都要经过 4个步骤和 12道工序。第一步为准备阶段，包括备料和整理场

地两道工序。第二步为制范阶段，包括制模型、骨架、刮板，制内外范，制附件，刻花纹，干燥和烘

烤内模外范等 5 道工序。第三步为合范浇注阶段，包括合范、焙烧预热和浇注等 3 道工序。第四步，

修整和定音阶段。
[18](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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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路易斯安那维尔大学学者江瑜则简要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

代铜鼓铸造技术的研究，指出中国南方铜鼓的制造方法有泥型合范法、蜡模泥范法和失蜡法三种，三

者铸造时各有不同。蜡模泥范法和泥型合范法的区别主要在于泥型合范要做模型，并且在做芯范的时

候需要刮削泥模，刮削的部分正好是将来青铜溶液要填充的空间。蜡模泥范法和失蜡法的区别在于失

蜡法是在蜡模表面刻印花纹而蜡模泥范法则在外范上刻印纹饰。而“大部分东南亚铜鼓，包括中国两

广、云南地区的铜鼓采用泥型合范法或者蜡模泥范法的可能性更大。”
[19](P85-90)

与当前我国许多学者不同

的是，江瑜认为北流型、灵山型、大多数冷水冲型和部分麻江型铜鼓的青铜浇铸口不在鼓侧的缝线上，

而应该在鼓足上，并认为鼓身缝线不是合范线缝，它们的功能主要是装饰作用。另外，他还指出在铸

造铜鼓时，应该先浇注附件，然后再和鼓身合铸。 

陈文在其文章《岭南地区铸造古代铜鼓略考》中指出，西盟型铜鼓鼓身上多未有合缝痕，主要是

用失蜡法铸造的。但西盟型早期铜鼓“应是用合范浑铸法一次铸成的，并非学术界认为所有的西盟型

鼓都是用失蜡法铸造的。”
[7](P86-90)

 

黄启善先生观摩了越南民间铜鼓铸造的现场表演，并记述了越南工匠制范、合范、浇注、拆范、

修补、打磨、抛光等铸造铜鼓的全过程。他指出越南工匠铸造铜鼓的技术，虽然运用了一些现代工具，

但其制模造范的方法却是传统的泥范法。他认为，对其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

究古代铜鼓的铸造技术，早日破解我国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难题。 

吴伟峰先生回顾了前人研究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指出今人新铸的铜鼓因内外范

的间隙过大，导致其外观虽与传世铜鼓大致相同，但鼓壁太厚，重量太重，声音传不远。这一观点与

一些学者把铜鼓声音传不远的原因归咎到调音机制方面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区别，就目前而言该观点似

乎更为合理。因为，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上朝社区平治村板才屯韦启初、韦启参兄弟，受

到现代科技的启发，采用沙模铸造方法（即翻砂法）于 2003 年成功铸造出形声俱佳的麻江型铜鼓，2006

年铸造了一面面径为 110厘米、高 60厘米的大铜鼓。这些新铸造出来的铜鼓的音色、音质都比老铜鼓

好, 声音持续时间也比老铜鼓长，因此得到了壮、瑶族群众的认可。目前越南还在运用传统的泥模合

范法铸造铜鼓，广西地区则采用翻砂法铸造麻江型铜鼓，而江浙地区则采用失蜡法复制古代铜鼓。 

与上个世纪 90年代相比，近十年来更注重的是对前人研究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理论方面并无多大

的突破，但注意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上，并运用现代科技成功地复制出形声俱佳、为少数民族所认可的

铜鼓。可是我们仍要看到，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谜团与难题仍存在，若要弄清楚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

仍需要继续努力。 

 

四、结语与展望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已经足足走过了三十年。回顾这三

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探寻方法、进行推断、检验推断、得出结论、总结规律的研究过程。这一研究过

程，体现了从分散到集中、自发到主动、单学科到多学科结合、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特点。期间，

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就，弄清楚了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工序，包括：铜鼓制作的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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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法、鼓耳与鼓身结合的三种方法、雕刻铜鼓表面花纹的三种方法、铜鼓的合金成分、矿料来源

与铜鼓调音机制等。在实践上，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成功地复制出形声俱佳的铜鼓，开创了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来恢复已经失传了的铜鼓铸造工艺的先例，促进了铜鼓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还有，解决了

部分争议性问题，如确认了鼓面背部的刀凿痕迹为古代铜鼓调音刮痕，而非浇冒口所在；不是所有的

西盟型铜鼓都使用失蜡法，只有晚期西盟型鼓才是，早期的铜鼓则采用蜡模泥范法。 

未解决的争议问题，则包括铜钱是否是铸造铜鼓原料来源之一，铜鼓的内范是否为实心等等。此

外，学者们仅仅通过考察铜鼓表面及同类器物就认为泥模合范法是古代铸造铜鼓的最主要方法，笔者

认为这个结论过于轻率。理由是：（1）我国学者运用泥模合范法至今仍未成功复制铜鼓。（2）目前在

我国仍未找到利用泥模合范法铸造铜鼓的痕迹，也没发现古代铸造铜鼓的泥范，而在今天的越南却得

到保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首先，有可能是失传了；其次，学者们可能没有掌握到泥模合范法

的精髓所在；还有，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古代中国根本就没有使用泥模合范法铸造铜鼓。可是如果没有

使用该法，那么又会使用什么方法呢，是韦启初、韦启叁兄弟采用的翻砂法吗，还是在中国冶金史上

占据绝对地位的陶范法呢？若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研究铜鼓铸造工艺中存在的许多谜团都能迎

刃而解了，因此这应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一言概之，过去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研究，只能说是部分揭秘了古人铸造

铜鼓的工艺，还没有把握住古代铜鼓铸造工艺的奥秘与方法，难以依循古法来铸造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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