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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玉料的採製與選擇 

——以北京為例 
 

王君秀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學傳播研究中心） 

 

摘要：明、清兩代在玉料選擇上，都延續了中國傳統的用玉觀念——重和田玉。北京地

區現存明代的玉禮器全部都是和田玉料，宮廷日常器物用玉也是以和田玉料為主，只有

少量的瑪瑙製品。清代對和田玉的重視程度，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統治者熱愛

由來已久的漢族玉文化，加之西部玉路暢通，和田玉料大批地進入中原，被源源不斷地

運送到北京和南方的治玉中心，成為清代輝煌玉器成就的原料基礎。明、清兩代對和田

玉料的開採，都有嚴格的監管制度，都嚴令禁止民間使用和田玉料，但是兩代民間仍然

都有和田玉料流通貿易。清代與明代相比，宮廷所用和田玉料在數量上更充足，品質上

也更上乘。 

 

關鍵詞：玉料，和田玉，玉器 

 

 

明清時期的治玉工藝之精湛，超出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在技術條件上，治玉工具經

過漫長的發展演變，在明清最終完善，明代的《天工開物》和清代的《玉作圖說》都有

關於治玉工具的圖示。在社會經濟上，明代中期以後，商品經濟在中國緩慢地往前發展，

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階層的構成，玉器開始走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禮器。在文化構成上，明清兩代玉器更多元，宮廷玉器與民間玉器的界限不像明之前那

樣涇渭分明，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相互滲透，相互影響。 

 

一、明代北京治玉業玉料分析  

（一）玉料的來源及選擇 

明代在玉料選擇上，繼承和進一步發揚了中國傳統的用玉觀念及選擇玉料的方式，

延續了中國古代的用玉體系，在玉料選擇上以新疆玉中的和田玉為上。新疆地區自古就

以產玉聞名，據學者研究，新疆玉料的開採歷史長達五、六千年，最遲在商代，新疆玉

料就已大量進入內地，戰國之後，新疆玉料就成為各歷史時期玉料的主流。這一情況一

直延續到了明代，對此，明代文獻多有記載，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寫道「凡玉入中

國，貴重用者盡出於闐」。1曹昭的《各古要論》有關於新疆玉的記載：「玉出西域于闐

                                                   
王君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科技與文化、科學傳播。 

電郵：wangjunxiu@ihns.ac.cn 

 
1 轉引自桑行之等編：《說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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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2從以上兩則記載可以得

知，新疆是明代玉料的主要來源地，同時也說明了和田玉在質地方面要優於其他地區所

產之玉。 

和田玉是產于新疆和田、莎車、且末等地的軟玉，主要分佈在阿爾金山脈和昆侖山

脈。按其產出情況，可以分為三類:山料玉，即原生玉石礦藏；山流水，指山料玉被水

帶到山下者，屬山麓堆積型玉石礦藏；子玉，系由流水多年沖刷而成者，屬於沖積型玉

石礦藏。明代使用的新疆玉料多為籽料。在明代文獻中有關於區別兩類玉料的記載，高

濂在《遵生八箋》中寫道：「今時玉材，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塊劈玉料，謂之山材，

從山石中槌擊取用，厚非於闐昆侖西流水中天生玉子，色白質幹，內多綹裂，俗名江魚

綹也，恐此類石若水材為寶，更有水玉，美者白能勝玉，內有餘糝點子可以亂真，低於

水料一等矣」。3自明以來，多數鑒玉者認為水料比山料要好，因為水料泡于水中，常年

濕潤而使玉料更有溫潤感。其實山料也有無綹少紋的好料。 

由於和田玉產地不屬於明朝的統治區域，所以，明代宮廷治玉的玉料獲得主要是靠

朝貢和貿易兩種管道。有記載，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欲製玉璽，時有西域商人從

海道貢獻和田玉4。永樂四年（1406年）吐魯番萬戶賽因帖木爾遣使進貢玉璞5，之後西

域各國進貢玉石者眾多。據《明史·西域傳》記載，先後向明朝進貢玉石的有撤瑪律罕、

別失八裡、把丹沙、黑婁等，這些玉材都取自和田。然而進貢給明朝廷的玉料似乎並不

盡如人意，《明史》記載：景泰七年，撒馬兒罕貢玉石，禮官奏:「所貢玉石，堪用者止

二十四塊，六十八斤，餘五千九百餘斤不適於

用……」。可見，真正可用的玉料並不充足。 

明朝官方史籍對和田采玉的記載很少，反

而是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對古代和田采玉方

法記載比較詳細，成為我們瞭解明代采玉技術的

重要依據。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凡玉映月精光

而生，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於秋間明月夜，望

河視玉璞堆聚處，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隨水流，

仍錯雜亂石、淺流之中，提出辨認而後知也。白

玉河流向東南，綠玉河流向西北。亦力把力地，

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

沒水而取者，方陰氣相召，則玉留不逝，易於撈

取，此或夷人之愚也。」6  

 

 

圖一：《天工開物》中的采玉圖（局部） 

                                                   
2 同上 
3 同上 
4 《明史》卷六七《輿服志》，中華書局標點本，第 1657頁。 
5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第 8529頁。 
6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第三卷），甘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 4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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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葡萄牙籍耶穌會教士鄂本篤由印度出發遊歷到中國新

疆，在 1603～1604 兩年裡親眼目睹了葉兒羌、和田等地的采玉情況，為我們留下了和

田山料玉開採方法、礦權所有和租賃方式的記載。7 

自明以來，多數鑒玉者認為水料比山料要好，因為水料泡于水中，常年濕潤而使玉

料更有溫潤感。其實山料也有無綹少紋的好料。明代在使用玉料方面，不僅注意了山料

與水料的差別，在同質玉中，又十分注重對色澤的甄選。在中國一貫的用玉制度中，對

玉色有著嚴格的規定，不同顏色的玉代表著社會地位的差別，明代繼承了傳統的選擇玉

色的觀念。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寫到：「凡玉，唯白與綠兩色，綠者中國名‘菜玉’，

其赤玉、黃玉之說，皆奇石琅玕之類，價不下於玉，然非玉也。」8主張將玉分為白玉、

綠玉兩類。但是目前現存的明代玉器多數為青玉，定陵出土的碧玉嵌寶石帶鉤可以真正

屬於綠玉。而高濂《遵生八箋》中也有對玉材品評的文字，他認為：「玉以甘黃為上，

羊脂次之。」9羊脂白玉已屬玉材中的上佳材料，高濂把黃玉擺在了更高的位置，在出

土與傳世的明代玉器中，都很難發現黃玉作品，可見，在明代，黃玉是珍貴難得的玉料。 

（二）北京現存明代玉器玉料分析 

北京地區的明代玉器主要出土於以下幾個地方：位於昌平區的十三陵定陵地宮，位

於海澱區的北京市商學院工地明代太監墓、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學工地明代太監墓、青龍

橋董四墓、北京師範大學工地清代黑舍裡氏墓以及圓明園遺址，位於宣武區右安門外的

明代萬貴墓、廣安門外天寧寺，密雲縣清代乾隆皇子墓等。 

研究測定表明，以上墓葬出土的明代玉器以和田玉為料的占絕大多數。和田玉的主

要化學成分是鈣鎂矽酸鹽，呈纖維束狀結構、交織結構和氈狀結構，呈塊狀或卵狀構造。

硬度摩氏 6～6.5度，密度 2.9～3.1，呈油脂光澤，在偏光器中折光率 1.606～1.632、點

測法一般為 1.62。和田玉質地細膩堅韌、光澤柔和，顏色均一，光潔如脂，略具透明感，

在玉器的拋光面上可以明顯見到纖維變晶交織結構;質地不透明至微透明。明代使用的

和田玉主要有以下幾種顏色：白玉（包括白玉中的極品羊脂玉），碧玉，紅玉，綠玉，

翠玉、漿水玉等。 

定陵出土的玉器是明代玉器的代表，無論在玉料還是工藝方面都應該是明代治玉的

最高水準。定陵出土的玉器所用玉料以和田玉為主，其中又以白色的和田玉用的最多，

最上乘的白玉稱為「羊脂玉」，其質地潔白，溫潤細膩，宛若羊脂。定陵出土的玉碗、

玉耳杯、玉帶板、玉帶鉤、玉鎮圭、玉佩、玉璧、玉花、玉人、玉兔都取材於羊脂玉。

定陵還出土了用和田白玉製作的玉壺、玉爵、玉盆，其質地與溫潤程度比之羊脂玉都略

遜一籌。還有一種普通的和田白玉，顏色發烏，出土了以此玉為原料的玉佩一副，玉穀

圭一副，玉禮器一副，用的較少。同類的玉器用的玉料也不相同，如玉圭、玉佩，有的

是很好的玉，有的則比較差。定陵出土的和田碧玉製品有素面碧玉圭、玉帶、玉帶鉤、

玉蟬、玉花，質地晶瑩，顏色碧綠。出土的和田紅玉和綠玉主要用於裝飾，如紅玉花、

紅玉鴛鴦、紅玉桃等小件飾物，綠玉顏色要鮮于碧玉，出土物品有綠玉蝶、玉蟬、篆文

壽字、擅字等小件。定陵出土的漿水玉和菜玉不是作為器物之用，而是整塊石料。出土

                                                   
7 《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 549一 550頁。 
8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第三卷)，甘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9 轉引自桑行之等編：《說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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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件瑪瑙帶鉤，通體呈白色並均勻有黑褐色斑點，細膩瑩潤。造型為羊首型，兩隻羊

角隨器形向後彎曲，生動自然，曲線流暢優美，鉤的背後有一個圓形紐。此帶鉤出土于

萬曆皇帝棺內。10其他幾個墓葬出土的明代玉器基本是白玉，青玉，或者介於二者之間

的青白玉，還有就是碧玉。  

 

圖二：鑲寶石白玉帶鉤 

 

除了以上所述幾個墓葬出土明代玉器之外，故宮博物院也有館藏明代玉器，它們在

玉料選擇上也以和田玉為主，偶有茶晶、瑪瑙製品。 

 

二 清代北京治玉業玉料分析 

（一）玉料來源及選擇 

與明代相比，清代的宮廷玉料與民間玉料有更為清晰的分野，清代宮廷玉料首選產

自新疆的和田玉及葉兒羌地區的優質玉料。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軍平定了新疆准葛

爾和回部的叛亂，獲得新疆地區的統治權，這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原內地的玉料缺乏問

題，此後，和田玉料得以大量進入清代宮廷。僅乾隆二十五年至嘉慶十七年裡，清代宮

廷所收新疆貢玉就達二十多萬斤，年均五千多斤。 

清朝政府非常重視和田的采玉、販運和進貢。采玉規定幾經變革，大致經歷了民采

（1761年以前）、官民合采（1761一 1821年）、民采（1821年以後）三個階段。 

清政府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收復和田，隨後在確定的和田六城賦稅中，有一

項是專門關於玉石的:「所產玉石，視現年採取所得交納。」准許民間自由撈采、買賣，

國家僅酌收一定賦稅，沒有其它的限制。官辦采玉始於 1761 年，據徐松的《西域水道

記》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著令東西兩河及哈朗圭山每歲春秋二次采玉……」

按當時的采玉制度，中央派官員和委派伯克（當地人中的官吏）役使維吾爾族民工采玉，

然後由役站傳遞進京。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決定凡回人（維吾爾人）所

采之玉可由官方收購，不允許內地商人到新疆販運玉石，否則「即照竊盜例計贓論罪」。

因此這一時期的采玉生產以官采為主，民采為輔，所采玉石一律入官。到了嘉慶四年

（1799年），清政府由於庫存玉石過剩，取消了乾隆四十三年的禁令，允許民間采玉販

玉和玉石在民間流通，民間采玉又恢復了生機。道光元年（1821年），清朝「造辦處所

貯之玉尚多，足以敷用」，清政府停止了和田的官辦采玉生產。至此，官辦采玉生產結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定陵》，1990 年版（上冊），

第 186-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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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和田民間采玉業逐年恢復，日益發展。 

和田與葉兒羌地區出產的玉料分為「水料」與「山料」，水料俗稱子兒玉，多產於

河床中，采玉的時間為春秋兩季水位低落時，采玉時，玉人裸身于水中，踏步行進，踩

到卵狀物體時，躬身拾起，再送往岸邊。乾隆御製詩對此有生動的描述：「於闐采玉人，

淘玉出玉河。秋時河水涸，撈得璆琳多。曲躬逐逐求，寧慮涉寒波。」葉兒羌密勒塔山

所產之玉，稱之山料。玉料體積大，有的重達萬斤，大禹治水圖玉山的玉料是在新疆葉

爾羌密勒塔山上開採出來的，數千公斤重的玉料，從高山上採掘和運送下來，在無先進

機械設備的條件下，更需人力和相應的工具和技巧。據清宮檔案記載，玉料是冬季在道

路上潑水結冰，用數百匹馬拉，近千人推，歷時三年才從葉爾羌密勒塔山運到京城，其

危險和艱辛可想而知。 

翡翠是以硬玉為主的礦物集合體，主要礦物構成為鈉鋁矽酸鹽，硬度摩氏6.5～7，

比重3.33，點測折射率1.66。翡翠是清代除和田玉外最重要的玉料。在清宮檔案中，所

見翡翠之名始於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雜錄檔》，是地方顯吏為祝乾隆帝誕辰而

送至圓明園的萬壽貢，經乾隆帝御覽後將他喜歡的貢品差人送往京城交與內務府大巨英

廉查收，其中有趙文璧所進翡翠瓶一件11。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乾隆晚期至

嘉慶初期，京城中翡翠價值上揚的情況：「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

幹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蓋相距五六十年，物價不同

已如此，況隔越數百年乎」12翡翠在清代的升值速度確實非其他所能比，光乾隆時期翡

翠就由石升玉，價格甚至超過了羊脂白玉，堪比和田幹黃玉，雖然如此，但清代收藏界

仍有相當一部分人重和田玉而輕翡翠。陳性的《玉紀》就體現了這種觀點，「翡翠石……

形雖似玉實非真玉也。」《玉紀》成稿于道光十九年，可以代表晚清嘉慶道光年間，文

人對翡翠收藏的看法。至清末，內外交困，西域玉路不暢，翡翠大量湧入，在市場份額

上衝擊了和田玉，逐漸成為宮廷統治者和民間士紳貴婦的新寵，現存清宮檔案和遺留實

物均可證明翡翠在清末內廷的受歡迎程度，後妃所用的扁方、簪、墜、戒、鐲等配飾均

用翡翠製成。清末的玉學專著《玉說》中介紹了翡翠的蘊藏及開採情況。 

瑪瑙和水晶也是清代的玉料，二者產量巨大，且宮廷和民間皆有使用。青金石產於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貝加爾湖地區，清鼎盛時期，每年都可以從青金石的產地獲得大量

進貢。清代玉器的成就體現在和田玉玉器和翡翠玉器上。清代民間用玉的玉料構成中，

和田玉只能占到極小的比例，而且還都是中下等玉質的玉料，這一方面與朝廷早期的限

制民間開採的政策有關，另一方面是和田玉的價格過高，超出了大部分市民階層的承受

能力。價格低廉的獨山玉和岫玉，成為清代民間用玉的主流，主要是製作成小的飾物在

民間流行。普通百姓注重的不是玉料，而是玉器的吉祥意蘊。 

（二）北京現存清代玉器玉料分析 

北京地區現存的清代玉器多為傳世品，出土的並不多，大量的清宮舊藏是北京地區

清代玉器的主要內容，少量的出土清代玉器主要集中於北京師範大學工地黑舍裡氏墓、

北京密雲縣清代乾隆皇子墓、圓明園遺址幾個地方。出土玉器玉料全部為和田玉，其中

                                                   
11 楊伯達：《從文獻記載考翡翠在中國的流傳》，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 2期，總第 100期。 
12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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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田青玉為主，還有碧玉和白玉。 

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大量清代玉器是我們瞭解清代玉料使用情況的重要依據，這其中

鮮有清早期的玉器作品，康熙以前的清代宮廷玉器基本上都是歷史遺存的古代作品，而

非時作，這與清初的玉料缺乏有直接的關係。明代以來，宮廷治玉所需玉料主要來源於

新疆和田及葉兒羌地區，清初統治勢力還未能穩定地控制這一地區。清中期尤其是乾隆

時期，國力強盛，政治穩固，西部玉料暢通，和田玉在宮廷治玉中的地位不容動搖，本

人根據《中國玉器全集·6·清》收錄的清代玉器做了玉料分類統計，結果如下：全書共收

錄清代玉器 367件，其中和田玉料的玉器占 326件，接近 90%；其餘 41件所用玉料有

翡翠、水晶、瑪瑙、青金石、碧璽等，只占到 10%多一點，可見，清代的治玉成就首推

和田玉的琢製成就。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宮舊藏翡翠器約有數百件，與和田玉器的收藏量相比，確是小

巫見大巫，不成比例，但卻是全國乃至全世界收藏翡翠最多的博物館。這批清宮舊藏翡

翠有一個斷代的有利條件，即鐫有年款或附有黃簽，可與檔案記載對證，大體可辨其中

一部分是乾嘉時代的，另一部分是慈禧時代的。13《中國玉器全集·6·清》收錄了其中的

八件，均為清代中期所製。據楊伯達先生統計，清宮舊藏翡翠雖然件數有限，但幾乎涉

及到了清代的所有用玉類別，主要集中於陳設、器皿、佩飾、文玩類中，可見翡翠在清

代中期多被宮廷用作生活用品，而在禮儀用玉方面，和田玉仍然是主流。這也反映出翡

翠在清代宮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圖三：白玉錯金嵌寶石碗 

 

三 結語 

明、清兩代在玉料選擇上，都延續了中國傳統的用玉觀念——重和田玉。北京地區

現存明代的玉禮器全部都是和田玉料，宮廷日常器物用玉也是以和田玉料為主，只有少

量的瑪瑙製品。清代對和田玉的重視程度，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統治者熱愛由

來已久的漢族玉文化，加之西部玉路暢通，和田玉料大批地進入中原，被源源不斷地運

送到北京和南方的治玉中心，成為清代輝煌玉器成就的原料基礎。 

明、清兩代對和田玉料的開採，都有嚴格的監管制度，都嚴令禁止民間使用和田玉

                                                   
13 楊伯達：《清宮舊藏翡翠器簡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 6期，總第 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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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是兩代民間仍然都有和田玉料流通貿易。清代與明代相比，宮廷所用和田玉料在

數量上更充足，品質上也更上乘。另外，清代的玉料使用更多樣化，除了和田玉，還有

翡翠、水晶、瑪瑙、青金石、碧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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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jade materia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ke Beijing as An Example 

 

Junxiu Wa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Both rulers of the two dynasties valued Hetian Jade,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jade using. The existing ceremony jade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all Hetian jade, most of the daily using jade were also made of Hetian materials, 

only a small amount of agate products.  In the Qing Dynasty, rulers carried forward 

Han jade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road to transport jade materials was unobstructed, 

so a large number of materials were continuously transported to Beijing and the 

southern jade governance centers, supplying raw materials to jade achieve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strict regulatory systems on Hetian material min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mon people are definitely prohibited to use the 

Hentian jade, but circulations and trades were still existed in the civil. Compared with 

the Ming Dynasty, the jade materials were more abundant, and the quality was more 

excellent in the Qing Dyn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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