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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币是根据流通货币的形制专门为丧

葬制作的随葬品，有铜、铅、锡、泥[1]、纸

等质地。战国秦汉时期，泥质冥币发现数量

多，分布范围广，沿用时间较长，能较好地

反映这一时期冥币随葬的相关问题。泥质冥

币主要仿照金币和铜钱制作，其种类和分布

的阶段性、区域性都较明显，与楚文化的丧

葬习俗有关。冥币虽不具备经济属性，但它

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

状况密不可分。对战国秦汉时期冥币的研究

在探索中国古代冥币文化的发展历程、了解

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以及探讨古代钱币的文

化意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简史及相关定义

战国秦汉时期的冥币发现较早，但一

直以来并未引起较多的关注。傅聚良、周世

荣、吴兴汉等学者先后对楚墓随葬冥币的种

类、形制及年代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泥金版

着力尤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2]。安志敏、黄

盛璋等先生在讨论楚、汉金币的问题时，

也专门对泥金版和泥金饼的类型等问题做了

讨论[3]。蒋若是先生则将中原地区出土的秦

汉时期体小、轻薄、质劣的铜钱作为金属冥

币进行讨论[4]。整体来看，已有的研究仍较

少，主要侧重于冥币的形制分类、与流通货

币的对比等方面，对冥币随葬特点及葬俗方

面的关注稍显不足。这一时期泥质冥币出土

种类丰富且数量众多，但尚缺乏专门、系统

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冥

币不仅与葬俗和货币制度有关，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社会的经济水平和财富观念，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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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丰富的出土材料为探讨冥币的文化内涵提

供了基础。

目前学界对泥质冥币的定名比较多样，

本文在研究中统一如下：泥金版指仿照楚国

金版制作的冥币，泥金饼指仿照饼形金币制

作的冥币，泥钱指仿照铜钱制作的冥币。本

文的年代划分主要参考多卷本《中国考古

学》的分期与断代研究成果[5]。

二、泥质冥币的发现、 
类型及制作方法

上述三类泥质冥币中，以泥钱的数量最

多，其次是泥金饼，泥金版的数量较少。下

面就各类泥质冥币的发现情况、形制特征和

制作方法等分别予以介绍。

（一）泥金版

泥金版主要见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

中，个别略晚。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是战

国中、晚期之交的长沙子弹库楚墓，泥金

版被放置在竹笥内，有数百块[6]；战国晚期

除湖南[7]外，在湖北[8]、安徽[9]、上海[10]、江

苏[11]、浙江[12]等地都有零散发现；西汉早期

出土数量明显增多，湖南以长沙为中心，在

益阳、常德等多地都有较多发现，浙江、安

徽两地的分布范围也有扩展。单墓随葬泥金

版的数量各地存在明显差异，湖南和浙江两

地较多，前者单墓出土多达数百块，其他地

区随葬数量较少。

较完整的泥金版可大致分为正方形、长

方形和弧边尖角四边形，前两种在湖南最多

见，第三种在安徽、江苏和浙江发现较多。

泥金版多为板状，有的截面弧曲，略呈瓦

状，尺寸随形状变化较大，正方形的边长一

般在4.5～6.5厘米，厚度多为0.5～0.8厘米。

有的因火候不高或未经烧制，出土时已破

碎，烧制温度较高者质地较硬。泥金版大多

呈灰色或红色，有的表面涂黄（金）粉[13]，

有的施黑衣[14]，有的施黄褐釉[15]，个别外裹

铅皮[16]。

楚国金版上钤印的印格形式和数量并

不统一[17]。泥金版亦如此，以4、9、12、16

个印格较多见，单个印格的尺寸也存在差

异。泥金版上印格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带文字，内容有“郢稱（爯）”（图

一，1）[18]、“郢”（图一，2）[19]、“鄢”（图

一，3）[20]、“两”（图一，4）[21]、“金”（图

一，5）[22]、“黄金”[23]、“千两千金”（图

一，6）[24]等，有的为难辨别的符号（图一，

7）[25]。文字的排列不统一，以“郢稱”为

例，两字在一格的既有横向也有纵向（图

一，8）[26]，也有两字各占一格的（图一，

9）[27]。第二种无文字，一般仅画出方格线，

有大方格（图一，10）[28]，有的在大方格内再

画小方格（图一，11）[29]，应都属简化形式，

简化更甚的则是刻划席纹[30]。泥金版上的方格

线及文字为模印的阳文，阴文极少见[31]。

根据上述特征，推测泥金版有两种制

作方法。一种是整体模印，即模印范上刻制

了整版的方格和文字，直接在泥版上压印而

成（见图一，5）。方格线是整体规划刻出

的，印格排列整齐，而各印格内文字存在

一定差异，可知模印范上的文字为分别刻

写。另一种是单格模印，即模印范上仅刻制

单格内容，需在泥版上多次压印（见图一，

2）。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印格的排列不整

齐，印格数不定，压印的深浅也略有差异，

但是各印格字体较一致。

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泥金版的平

面形状变化不大，但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较

大变化。新出现的“两”、“黄金”等内容是

秦汉时期货币制度的反映，文字的排列更加

多样，有的更加简化。此外，还出现了釉陶

金版。

（二）泥金饼

泥金饼是战国秦汉时期出土范围最广、

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泥质冥币。已知江陵李

家台楚墓[32]、江陵马山楚墓[33]和长沙左公山

楚墓[34]三处年代较早，约在战国中期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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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以长沙楚墓出土较多，河南有个

别发现[35]。汉代泥金饼的出土范围进一步扩

大。湖南的出土数量最多，遍及省内大部分

地区，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新莽。浙江次

之，在钱塘江以北的湖州、余杭、杭州等地

的西汉中期到东汉初的墓葬中出土较多，绍

兴有零星发现。江苏境内泥金饼主要出于徐

州西汉早、中期墓，扬州地区个别发现晚至

新莽时期。安徽合肥、淮南、安庆、六安等

地的西汉早、中期墓中均有少量出土。在河

南南阳、洛阳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中

有少量发现。此外在湖北、四川、陕西、河

北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泥金饼的平面基本呈圆形，上部形态

多样，底平或内凹。多为泥质灰色，有少量

红、褐、黑色，未经烧制或火候低者质地松

软易碎，火候高者质地较硬，浙江、安徽等

地出土有硬陶或釉陶金饼。泥金饼一般为模

制，有的底部还留有指压痕迹[36]。表面素面

或带装饰，除模印纹饰外，有的施黑、白色

陶衣，有的涂黄（金）粉、白（银）粉，以

象征金饼或银饼[37]，洛阳东汉晚期泥金饼有

黑、白、朱、绿四种颜色[38]。有的泥金饼凹

底内还刻划有“值九万”、“十”、“值钱万”

等文字或符号[39]。

出土泥金饼的底径绝大多数为4～6.5厘

米，有很少量的小于3厘米，如满城二号汉

墓出土的泥金饼，这可能与货币金饼的形制

分大、小两种有关。泥金饼纵截面变化较

大，据此可大致分为以下四型。

A型：扁平圆饼形，有的中部略厚，

底较平或略凹。以长沙楚墓M185∶40[4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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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泥金版上的印格及文字、符号
1. 衡阳赤石天门山M131∶32  2. 长沙象鼻嘴一号墓出土  3. 长沙纸园冲M55出土  4. 益阳罗家嘴M52∶1-
11  5. 长沙黄泥坑M55出土  6. 长沙桐梓坡茶M13∶21  7. 扬州刘毋智墓M1∶9-1  8.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9. 
56长沙子弹库M22出土  10. 长丰杨庙M5出土  11. 芜湖甘露村M3∶13（图片来自引用文献，比例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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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李家台楚墓出土（图二，1）、西安龙

首原西医M3∶24[41]（图二，2）等泥金饼为

代表。

B型：上部微弧缓曲，底平或内凹。如余

杭义桥M56B∶36[42]、长沙识字岭M3∶15-1[43]

（图二，3）、六安双龙M094∶004[44]（图

二，4）等泥金饼。

C型：上部弧曲度较大，有的近馒头

形或半圆形，底平或内凹。如徐州苏山头

M2∶53[45]、常德南坪D8M3∶29-2[46]（图

二，5）、杭州大观山果园M11∶15-4[47]（图

二，6）等泥金饼。

D型：上部高耸，呈塔状或山峰状，底

平或内凹。如衡阳玄碧塘M3∶21[48]、南阳一

中M256∶31[49]、湖州白龙山M29∶14[50]（图

二，7）等泥金饼。

从出土情况来看，C型泥金饼数量最

多，B型次之，D型最少。A型出现最早，战

国泥金饼基本都属此型，到东汉晚期仍有零

星发现。西汉早期B型较多，C型出现但数量

较少。较特殊的是，永城磨山西汉早期墓出

土的泥金饼，是模仿背中空样式金饼而成[51]

（图二，8），这种形制目前仅见1例。西汉

中期开始，湖南、浙江两地随葬泥金饼的数

量增多，各型都有发现，以C型最多。到东

汉，随葬泥金饼的数量大大减少，主要出土

于洛阳、南阳两地，西安有个别发现，类型

与西汉晚期的基本一致。此后，泥金饼基本

不见于墓葬随葬品。

战国时期的泥金饼均为素面。进入汉

代，除少量素面外，泥金饼上大都模印纹

饰，这些纹饰的地区差异较明显，在沿用时

间较长的湖南地区还存在时间早晚的不同。

湖南西汉早期的泥金饼主要饰卷云纹（见图

1

2

5 6 7 8

3 4

图二  泥金饼的不同类型
1、2. A型（江陵李家台楚墓出土、西安龙首原西医M3∶24）  3、4. B型（长沙识字岭M3∶15-1、六安
双龙M094∶004）  5、6. C型（常德南坪D8M3∶29-2、杭州大观山果园M11∶15-4）  7. D型（湖州白

龙山M29∶14）  8. 永城磨山M40∶7（图片来自引用文献，比例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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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和弦纹，二者也组合出现；西汉中

期，新增斜方格纹[52]（图三，1）和相连卷

云纹[53]（图三，2）；西汉后期，卷云纹简

化，新出现乳丁纹、花瓣纹、花瓣星点纹等

（见图二，5）。浙江地区的泥金饼以饰不

规则的曲线纹为主，曲线的长短和排列都没

有规则，在曲线纹的边缘还有一到三周不等

的凸弦纹或戳点纹（见图二，6、7），亦见

乳丁纹和卷云纹[54]（图三，3、4）；比较有

特点的是泥金饼顶部中心有菱形、双圆圈、

柿蒂纹等，不同于其他地区顶部中心的小凹

坑。这几种纹饰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都有发

现。江苏与安徽出土的泥金饼多饰弦纹、卷

云纹及不规则曲线纹，弦纹分同心圆式和旋

涡式[55]（图三，5）；卷云纹一般与弦纹及乳

丁纹组合[56]（图三，6）。陕西出土的泥金饼

以弦纹、涡纹组合为主，个别饰漩涡状乳突

纹[57]（图三，7）。河南出土的泥金饼则以变

形龙纹和乳丁纹组合为主[58]（图三，8）。汉

代泥金饼上的纹饰可能受到其他器物纹饰的

影响，如瓦当、陶器等，如湖南泥金饼上的

花瓣星点纹与当地所出滑石璧的纹饰相近。

（三）泥钱

泥钱主要发现于汉代墓葬，有泥半两

钱、泥五铢钱、泥大泉五十、泥货泉和无文

泥钱五种。

泥半两钱以湖南常德[59]、长沙[60]两地西

汉早期墓出土最多，在安徽、湖北[61]、江苏

等地也有发现，仪征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万余

枚泥半两钱[62]。西汉中期以后泥半两钱逐渐

消失。泥半两钱的形制分为大、小两种，大

者直径2.6～3厘米，少数在3厘米以上，穿

宽0.6～0.95厘米不等，厚0.5厘米（图四，

1、2）；小型的直径2～2.5厘米，穿宽0.7厘

米，厚0.35～0.5厘米，个别直径在2厘米以

下（图四，3、4）。穿孔多不规整。钱文以

阳文为主，不少钱文左右颠倒（见图四，

2），有的“两”字简化（图四，5），个别

为阴文[63]（图四，6）。

泥五铢钱的出土范围较泥半两钱更广。

1 2 3 4

8765

图三  带纹饰泥金饼举例
1. 沅陵窑头M1197∶27  2. 溆浦茅坪坳M32∶2  3. 杭州大观山果园M7∶26-1  4. 杭州大观
山果园M11∶15-3  5. 徐州后山M1下∶41  6. 长丰杨庙枣林铺M3出土  7. 西安雅荷城市花

园M11∶20  8. 南阳桑园路M3∶18（图片来自引用文献，比例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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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出土数量仍然最多，在常德、长沙、

株洲[64]、湘西[65]等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浙

江[66]、河南[67]、广西[68]等地的出土数量也

较多，上海福泉山汉墓出土了上万枚泥五

铢钱。泥五铢钱在西汉中、晚期墓葬中出

土数量最多，新莽、东汉时主要出土于河

南南阳。泥五铢钱的直径大多在2.5～2.8厘

米，个别较大，穿孔有方、圆[69]两种，穿宽

不等，厚约0.3～0.5厘米。钱文多为阳文，

个别阴文，钱文有的反写[70]（图五，1），

“铢”字大都简化（图五，2、3）或者异形

（图五，4、5），有的模糊不清。南阳一中

出土的泥五铢钱较为特殊，为圆形圆孔，文

字为阴文（图五，6）。

泥大泉五十和泥货泉主要出土于南阳、

洛阳两地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中[71]，其他地

区发现较少。泥大泉五十的直径约2.5～2.7

厘米，穿宽在0.6～0.8厘米，厚度0.4～0.7

厘米不等（图六，1）。泥货泉一般直径为

2.3、穿宽0.8厘米[72]（图六，2）。泥莽钱的

穿孔有方、圆两种，钱文大多为阴文，少数

为阳文。

无文泥钱在长沙[73]、湘潭[74]等地的西汉

中期墓中已有发现，但以南阳东汉中晚期墓

出土较多。穿孔有方、圆两种，直径约2.4厘

米，厚度差异较大（图六，3）。有的单独

出土，有的与泥五铢钱、泥大泉五十同出。

泥钱的质地一般较松软，火候很低或

未经烧制，成型方法主要是模制。出土泥钱

中，有模制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泥钱是用

刻制的钱模压印而成。从阴文泥钱上文字的

排列和写法来看，有可能是直接用铜钱模印

制成。泥钱钱体较厚，钱形及穿孔不规整，

圆形穿孔可能用细圆柱状物戳穿而成，钱文

大多随意不规范，钱文反写、简化现象较

多见。

三、泥质冥币的随葬特点

战国秦汉时期，尽管泥质冥币在随葬品

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其产生、流行的时间

1 2 3 4 5 6

图四  泥半两钱举例
1. 益阳罗家嘴M25∶8  2. 长沙发掘报告M227∶3  3、4. 长沙风盘岭M1出土  5. 长沙发掘报告M115∶12 

6. 上海福泉山汉墓出土（图片来自引用文献，比例不等）

1 2 3 4 5 6

图五  泥五铢钱举例
1. 蕲春草林山M9∶4-11  2. 沅水下游汉墓M2097∶7  3. 沅水下游汉墓M2096∶34  4. 益阳罗家嘴

M38∶13  5. 益阳罗家嘴M2∶28  6. 南阳一中M317∶3（图片来自引用文献，比例不等）

1 2 3

图六  泥莽钱与无文泥钱举例
1. 南阳丰泰墓地M289∶3-1  2. 衡阳赤石
M430出土  3. 长沙大夫堂ZM10-1∶1（图片

来自引用文献，比例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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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域特征较明显，在三类泥质冥币的相互

组合、与铜钱的组合以及与墓葬等级的关系

等方面也显示出一定的特点。

（一）泥质冥币随葬的时空特点

泥质冥币大致出现于战国中期晚段，

在西汉时期达到兴盛，东汉时期开始衰落，

分布范围和出土数量大大缩减，此后基本消

失。各阶段泥质冥币的种类和分布区域存在

差异。战国中晚期，泥质冥币主要有泥金饼

和泥金版，二者出现时间大致相同，都以

湖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与泥金饼相比，泥

金版的出土范围更广，数量也更多，显示

出其流行程度应比泥金饼更高，这与楚国流

通金币以金版为主要形式的情况相一致，金

饼的使用可能较少。西汉早期，新出现了泥

半两钱；泥金版在湖南、安徽仍占据重要地

位，且随着货币制度变化产生了新的内容和

形式；泥金饼的数量开始增加，徐州、西安

两地尽管出土数量不多但只见泥金饼一种泥

质冥币。西汉中、晚期，泥五铢钱逐步取代

了泥半两钱；泥金版大量减少并逐步消失；

泥金饼占据了绝对优势，以湖南和浙江为分

布中心，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浙江多见釉陶

金饼。新莽时期开始，尽管新出现了泥质莽

钱，但泥金饼和泥钱的数量都较前期开始明

显减少。东汉时期，泥质冥币以洛阳和南阳

出土的少量泥金饼为主，至此泥质冥币走向

了衰落。

泥质冥币最早发现于江陵与长沙两地

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中，到战国晚期，分布

范围扩大到今寿县周边及苏州、安吉、上海

等地。这些地区中，楚国曾先后在湖北、安

徽建都，两地是楚文化的中心区；而楚人在

春秋早期就已进入湖南[75]，这里是楚文化的

一个次中心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原吴地是

战国晚期春申君的封地，是楚国东境的重

要据点，也是江东楚文化的中心区。由此可

以看出，战国时期泥质冥币主要出土于楚文

化中心区。西汉时期，虽然泥质冥币的分布

范围有所扩展，但仅在陕西、河北、广西等

地局部有零星发现，有的可能与人群迁移有

关。而在原楚国境内，其范围扩展和数量增

加的程度更为可观，即汉代泥质冥币仍主要

出于“三楚”之地[76]。不仅如此，汉代泥质

冥币的出土情况还显示，在三楚境内仍以楚

文化的中心区或楚文化影响较长、较深入地

区为主。这在东楚地区反映最明显。浙江出

土的泥质冥币大多集中在钱塘江以北区域，

这一区域在战国中期楚威王大败越国后已划

入楚国疆域；战国晚期春申君改封吴故地，

环太湖区域也成为这一时期楚文化的一个

中心[77]。钱塘江以南地区受越文化影响较深

远，很少见到泥质冥币出土。

（二）各类泥质冥币的共存情况

战国时期泥金版、泥金饼一般都单独

出土，尚未见二者同出。西汉早期，泥金版

大多与泥半两钱同出，有的与泥金饼同出，

也有三者同出的，如常德樟树山M30[78]。目

前仅有一处发现泥金版与泥五铢钱同出[79]，

这也是目前泥金版出土年代最晚的一处，为

西汉中期。泥金饼的随葬时间最长，从西汉

早期开始多与泥钱同出，其中与泥五铢钱同

出最常见。泥半两钱大多单独出土，其次是

与泥金版同出，与泥金饼同出较少。目前尚

未见泥半两钱与泥五铢钱同出。泥五铢钱除

与泥金饼同出外，单独出土的情况也较多，

个别与泥莽钱或无文泥钱同出。泥莽钱一般

单独出土于新莽墓葬中，少数与无文泥钱同

出。无文泥钱除与上述两种同出外，也有单

独出土的。

（三）泥质冥币与流通货币、墓葬规格

的关系

泥质冥币最初仿制黄金货币制作，后来

增加了仿制铜钱的形式。金版是战国时期楚

国的流通货币。从泥金版的出土情况看，西

汉早期在湖南地区可能仍有金版流通，也有

学者指出与西汉长沙国铸钱有关[80]。西汉中

期，泥金版的消失和泥钱、泥金饼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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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侧面说明统一的货币制度在全国得到

有效推行。泥金饼的一直沿用说明金饼是战

国秦汉时期一直存在的黄金货币形态。随葬

泥钱的种类大致与流通钱币变化一致，而且

西汉早期已出现与流通铜钱同出的情况，有

的将二者混放，有的将铜钱置于棺内，而泥

质冥币与陶器等放在棺外。

战国时期泥质冥币主要出土于贵族墓

中，从士、大夫级的中小型贵族墓到封君级

别的大墓均有出土，从出土情况看，随葬数

量与墓葬等级的关系似乎不大，这一阶段

的平民墓中尚未发现泥质冥币。到西汉早、

中期，除中小型贵族墓外，在高等级的诸

侯王、列侯墓中也大量出土泥质冥币，而且

大、中型墓中随葬泥金饼或泥钱的数量明显

更多，有的多达上千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墓葬的等级差异。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

泥质冥币多见于河南、浙江两地以随葬日用

陶器为主的中小型墓，贫民墓尚未发现随葬

泥质冥币。

四、余    论

（一）关于泥金饼的定名

目前已发表资料中对泥金饼的定名多

不统一，有“泥饼”、“泥锭”、“釉陶麟趾

金”等多种情况，哪一种说法较为客观值得

讨论。

黄金货币的圆饼型形态在战国时期已经

出现[81]，秦汉时期沿用。从出土材料看，汉

代金饼主要有圆饼型和斜壁内腔中空型，前

者多见，并有大小两种形制[82]。泥金饼正是

模仿圆饼型金币的冥币，这一基本形态在汉

代并未改变。

关于麟趾金的铸造，文献记载较为明

确。“（太始二年）三月，诏曰：‘有司议

曰，……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

因以班赐诸侯王”[83]。海昏侯墓的发现为解

决麟趾金和褭蹏金的形制提供了依据，但关

于二者的性质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84]。如文

献所言，麟趾金和褭蹏金的铸造是协和祥瑞

并赏赐给诸侯王，不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

因而不太可能被一般贵族甚至普通民众接触

并仿制成冥币随葬。杭州老和山出土泥金饼

上的“令之金一斤”的文字[85]，应只是工匠

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附会之作，不能作为判

断麟趾金形制以及定名此类冥币的依据。

因此结合战国秦汉时期金饼的形态、

出土冥币的形制以及麟趾金铸造的背景和意

义，出土的饼形泥冥币定名为泥金饼应更

妥当。

（二）关于随葬泥质冥币的习俗

战国时期金属铸币开始普遍出现，以黄

金和铜钱为主要形式，并形成了列国各自的

特色。与汉代相比，战国墓葬中随葬钱币的

情况较少，楚国境内更为少见。秦汉时期，

钱币随葬在全国范围内日益流行，尤其大型

墓出土铜钱的数量众多。泥质冥币是从西汉

早期在原楚国境内开始发展，至西汉中晚期

盛行；另外前文也已指出，泥质冥币与流通

钱币有不少同出的情况。如此，在钱币随葬

逐渐盛行的西汉时期，泥质冥币在原楚文化

区获得阶段性发展的现象和文化意义值得进

一步思考。

泥质冥币的发展和空间分布等显示出其

应属楚文化葬俗的内容。这应与楚国货币以

黄金为主有很大关系。黄金的稀有与贵重使

楚人选择仿制品为逝者随葬。战国早、中期

楚国已出现铅、锡质地的冥币[86]，晚期在一

些较高等级的墓葬中还有包金或贴金的金属

冥币，但数量都很少。泥质冥币应是金属冥

币进一步明器化的结果。西汉时期这一葬俗

得以延续。泥质冥币在汉代发展的区域性和

阶段性与楚、汉两种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有

关。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汉文化的扩张影响

以及在各地的交流融合，使战国时期地区间

存在的较大文化差异逐步缩小。战国秦汉时

期泥质冥币的发展历程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

一个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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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壹】圆光寺区》（全二册）简介

《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壹】圆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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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山文物管理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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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大

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固原市原州区须弥山文

物管理所采用文物数字化技术，对须弥山石

窟圆光寺区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本书即为

此次调查的考古报告。本报告梳理了须弥山

石窟的研究史，介绍了文物数字化技术工作

方法，公布了须弥山石窟圆光寺区全部十四

个洞窟的数字化调查和研究成果。本报告是

一部在数字化介入条件下全面、系统记录

和呈现遗迹与遗迹关系为核心的石窟寺考古

报告。

（伊  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