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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儋州故城始建于唐武德五年（622），经宋元变迁，

明初在原址上扩建，明清两代多次修葺，清末民初以来逐渐

颓圮，城楼皆不存。20 世纪 50 年代末，城墙大部分被拆除，

仅武定门（北门）和镇海门（西门）两座城门的城台部分保

存得较为完整。现存武定门、镇海门两个城门的形态是经过

不同历史时期的建造、改建和扩建而最终形成的。城台中部

开有疑似内瓮城的小天井，城门洞的拱券有叠涩、半圆和四

心圆等发券券型，砖拱有并列、纵联等多种做法，用砖规格

与形状也各不相同，留下了不同时期的“拼贴”痕迹。其形

制与筑法之独特与多样，在中国华南地区古城遗存中堪称上

品。但长期以来该故城遗存的遗产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对其“拼贴”过程及完整形态也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研

究基于对城门的三维激光扫描和测绘材料，从历史文献解读、

城门形制与筑法分析、砖材热释光断代，以及砖与灰浆的材

料组份等四个方面，对武定门、镇海门两个城门进行了全面

的实录分析。通过对来自不同渠道信息进行比对与判断，对

城门的变迁过程做了推演，得出其唐代始建，宋元延续，明

初翻建，明中叶至清末多次改、扩建，现有遗存为历代累加 “拼

贴”而成的城垣遗产的结论。文章还根据分析遗留柱础的位

置和尺度，结合对海南及与海南具有密切历史文化关系的闽

南、两广等地城楼特征的调查，对城楼的形制进行了复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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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Danzhou City was established in Tang 
Dynasty (622 A.D.), remodeled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repair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w only the brick 
platforms of the north gate (Wuding Gate) and the west gate 
(Zhenyuan Gate) survive, while most of the ancient city wall 
and the other two gates were demolished in the late 1950s. The 
existing gates are the collage of parts constructed and repaired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re were barbican-like narrow patios 
in the middle of both gates. The vaults of the two gates are 
composed of several types of arches, including corbel arches, 
semi-circular arches and four-centered arches, while the arch 
bricks were constructed in many ways, such as the longitudinal 
way and the side-by-side way. The brick size varied in different 
parts. For the variety of styles and tectonics, the two gates were 
unique among the ancient cities of Southern China. However, the 
value of the two gates has long been underestimated and lacks 
relevant research. Based on detailed documentation using 3D 
laser scanning, literature research, tectonics and form study of 
the city gates, dating of bricks based on TL (thermolumin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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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material composition analysis in laboratory,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find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ates. 
Through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gates was revealed: the gates were 
originally constructed in Tang Dynasty, survived over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 remodelled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changed or repaired many times from Mid-Ming to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results in a collage heritage of diffenent 
a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linths of wooden pillars 
on the top of the gates, combined with a study of city gates in 
Southern Fujia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which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Hainan, this 
research also conducts a pictorial restoration of the two city gate 
towers.  
Key words: ancient city of Danzhou; city wall; form; tectonics; 
arch; documentation and analysis 

儋州故城位于海南儋州市中和镇，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相关文献记载 [1-4]，儋州故

城城垣始建于唐武德五年（622），宋元沿用并改建。

公元 1097—1100 年，著名文人苏轼被贬谪至海南，

栖居儋州三载，使此地文风渐兴。明洪武六年（1373），

城垣沿址扩建，明中叶至清代多次修葺和加建。至清

末民初，因战乱和火灾，各门城楼均被毁。20 世纪

中叶以后，城门、城墙又被大规模拆除，现仅余武定

门（北门）、镇海门（西门）两座城门保存较为完整，

德化门（东门）、柔远门（南门）已不复存在。

儋州故城的轮廓为不规则四边形，城内有十字形

主干道，存有州府、岳庙等历史建筑。相传由苏轼始

建的东坡书院建于城外，后来陆续兴建的书院、孔庙

也都位于城外的坡井村。民国之后在城外还形成了南

洋古街、兴南街等骑楼老街。本文的研究对象武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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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海门就位于故城十字形主干道的西、北端头（图1）。

武定、镇海两门（图 2—图 5）的城门洞纵深很长，

在空间形制上除了月城以外，城门道内部均有一个内

天井，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双瓮城”形式。城门洞的

拱券有叠涩拱、半圆拱和四心圆拱等多种类型，除叠

涩拱为石砌外，其余均为砖砌。砖拱有并列、纵联等

多种构造，用砖规格与形状也各不相同。从以上情况

分析，两座城门应为历次建造、扩建而成。但对于其

始建时间、演进历程、城楼形制等问题，迄今仍缺乏

相关研究。所幸两个城门较好地保持了层次丰富的历

史信息，使对其形制演进和特征的研究成为可能。

1 文献中的儋州故城与城门

根据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儋州城，

相传汉儋耳旧城，在今高麻都湳滩浦……隋末唐初始

徙于今治。”[1]《［万历］儋州志》还描述了汉儋州

城的尺度“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并记载了

迁址后至明代的儋州城信息，“今治宋元因之”。注

及：“旧《志》云，当时周匝皆植刺竹，岁久交加若

织，以此御侮。至元初有例，凡诸城池许□崩不修，

于是颓圮。”[2] 从这段记载我们能看到：自唐初至明代，

儋州城位置一直没变，且以“周匝皆植刺竹”代替城

墙来御敌；而原来的城门，因元代容许城毁不修的政

策而严重损毁 [5]。

图 1

图 1 儋州故城文物古迹及历史环

境要素分布图（图片来源：

《儋州市中和国家历史文化

名镇保护规划》，海南华都

城市设计有限公司，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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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儋州故城与城门进行了大规模翻建和扩

建，明中叶之后又多次改建。明《［万历］儋州志》记载：

国朝洪武二年（1369），知州田章始沿址开建。

六年（1373），指挥周旺用石包砌。周围四百七十二

丈，阔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雉堞八百一十四，更

铺二十七。启门四，上各建楼，匾名东德化、南柔远、

西镇海、北武定。外筑月城，亦启小门。沿城开濠，

周围四百七十七丈，阔五丈，深八尺。四角各控马鞍

桥（《传》云，昔人凿濠至此脉，出腥血，故全之以

接地脉），四门各架吊桥。隆庆间（1567—1572），

知州陈儦创建四角楼，今废。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

知州赵存豫支动官银五十四两，立敌台六座。万历

四十四年（1616），知州曾邦泰拆去城垛顽石，易以

方砖，每垛高五尺，广六尺，并修南北二楼。[2] 

这段记载描述了儋州故城明初改建的诸多细节，

如城墙轮廓是“沿址开建”，城墙构造是“用石包砌”

等；还记录了大量的规制信息，如城的规模为“周围

四百七十二丈”，城墙“阔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等。

城门名称、形制与今天的情况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得

出结论，今天的儋州故城与城门在明初已确定了基本

的形制与轮廓，到明末角楼、敌台建设完成后趋于完

整。而明初建设之前的状况，并没有确切的文献材料

支撑。

后世在明代儋州城垣基础上，又有一些局部加

建和维修。据清《琼州府志》记载：“清康熙廿四年

（1685），淫雨倾圮崩塌。清康熙廿七年（1688），

知州沈一诚捐修。乾隆六年（1741），题准动顶重修。

道光七年（1827），知州汪阜捐修东南北三门、月城

及瓮城门，补葺城垣雉堞。”[3]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

统志·琼州府》记载：“儋州城周四百七十二丈，门

四，池广五丈。明洪武中因旧址甃石，本朝康熙中修，

乾隆六年重修。”[4] 和清《琼州府志》的记载是一致的。 

可见，城门从唐初开始即在现址，在之后的近 1 300

年间，经历过多个年代的修建。从以上各种文字记录中，

可以梳理出与之有关的重要信息有：

（1）儋州故城遗存最早建于唐初，宋代沿用，

元代因失修而受损。明代以前，城门部分为夯土城台

的可能性很大，城垣部分则以刺竹形成防御。

（2）明初，地方政府在原城门基础上进行了大

规模翻建和扩建，并兴建了月城。按明尺 0.311m 换算， 图 4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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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高 7.8m，城垣宽 5.6m。明代中叶又增加了角楼

和敌台等的防御设施。雉堞用材由石改为砖，高 1.6m。

（3）清初城门部分坍塌，康熙、乾隆、道光年

间均对其进行过修缮，其中乾隆年间的修缮为“动顶

大修”。儋州故城最后一次有关修缮时间的记载为道

光七年。

2 城门现状

儋州故城不仅在道光七年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没有

记载在案的修缮活动，而且经历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

火灾，以及 50 年代末因修建天角潭水坝“拆墙取石”

等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因城台拱券和立面都有相当部

分发生了变形，且包砖局部塌落，两座城门实际上处

于“废墟”状态。面对其复杂的形制和受到破坏后的

现状，难以使用传统测绘手段完成信息实录，所以测

绘实录中借助三维激光扫描仪对两个城门本体及其周

围环境进行了整体扫描，以弥补传统测绘手段的不足。

2.1 武定门

武定门城楼已无存，城台主体部分保存较为完整。

城门总体进深约 21m，门洞高度 5-6m，拱门高度约

3.2m。武定门瓮城仅剩残余土坡，外临护城河。东西

两侧城垣被完全湮没，旧址为后建民居所填充。残余

城墙表面用玄武岩条石砌筑，内为夯土（图 6，图 7）。

城台顶面植被覆盖较厚，尚有大量城楼的柱础留存，

东西两侧城墙边界不可识别。

武定门月城拱门大部分坍塌，现仅存南侧一半及

北侧墙基部分。其中有部分三券三伏纵连砖拱，砖大

小约为 60mm×175mm×340mm，有红砖和青砖之

分，基座为黑色条石砌筑。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武定门现状（图片来源：项

目研究组摄影）

镇海门现状（图片来源：同

图 2）

《［万历］儋州志》中的儋

州 故 城 图 像（ 图 片 来 源：

《儋州志》，书目文献出版

社 1991 年影印版） 

基于三维激光扫描点云的

镇海门立面图（图片来源：

项目研究组三维激光扫描

成果）

图 5

武定门城门门道为南北走向，以中部内天井为界

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内天井并非居中于城门道，东侧

有约 5m 的扩大空间，西侧则被石墙填充。西侧填充

石材砌法粗糙，与其他部分明显不同，故判断这部分

墙体为后代加建，原有内天井空间应沿城门道左右对

称。

在城门门道的南北两部分中，按筑法的不同，北

门道可分为三段：

北一段：小青砖发券纵连筒拱；所用砖形状为近

似 40mm×150mm×280mm 的楔形，伏处均为红砖。

基座较高，券形上为石材填充。

北二段：条石叠涩成拱，顶部横置条石平梁，石

材尺寸大于周边玄武岩包石（图 8）。

北三段：城门洞内部拱券第一段，基础部分为

条石，上部为砖两券两伏并列拱，所用砖形状为近似

70mm×140mm×260mm 的弧形。内立面可见须弥

座（图 9），卷草纹砖刻装饰雕刻精美（图 10）。转

角处有缺损。

南门道可分为两段：

南一段：做法同北三段，为两券两伏并列拱，砖

尺寸也与北三段一致。券形上为砖材填充。拱券下装

饰须弥座。基础部分为条石。

南二段：顶部明显为小砖发券纵连筒拱，做法与北

一段类似，但砖的尺寸约为 40mm×140mm×260mm。

其中在北三段、南一段有做法相近的须弥座存在。

可以看到，与天井相连的北三段和南一段无论是砖的

大小还是拱券砌法都非常一致，而外围的北一段、二

段和南二段各自不同，其中北二段使用了相对特殊的

叠涩发券形式（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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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估测包砖边界

夯土

估测土坡边界

估测内墙

木门

土坡

玄武岩条石 玄武岩条石

小青砖发券
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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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图 8

武定门平面图（图片来源：

项目研究组绘制）

武定门北立面图 （图片来

源：同图 6）

武定门叠涩拱部分剖面图

（图片来源：同图 6）

图 8

2.2 镇海门

镇海门城门格局与武定门相似。瓮城城门尚存，

但城墙已不存在。东西两侧及东南侧毗邻民居，北侧

为荒地，西南有庙。城门顶及侧面植被覆盖严重，无

法识别东西两侧边界。镇海门东立面保留相对完整，

东西拱门之间有内天井。从现场来看，城门形制等级

低于武定门，装饰也较少，未见须弥座，仅在内天井

拱门发券立面上出现砖饰。城门进深约 20m，高约

4m，其中拱券高 3m 左右。因篇幅所限，对镇海门门

道筑法的具体分段不再赘述。

3 砖的热释光测年与灰浆材料分析

基于文献和实录数据的分析，有助于分辨两个城

门不同的结构和构造做法，但仍不足以判断各结构及

构造做法的确切年代，又因旧砖再利用是传统营造活

动的常见做法，这就导致简单地以砖的尺寸差异判断

不同部分是否为同批次修建未必准确。因此，本研究

进一步引入了现代科学分析手段，一方面使用热释光

技术测试不同位置城门砖的年代，另一方面，取样、

分析砖拱砌筑灰浆的成分。后者主要是基于旧砖虽可

再用，但一个时期的砌筑灰浆做法会相对稳定的判断

而采用的。

3.1 砖的热释光测年

热释光测年是利用绝缘结晶固体的热释光现象来

进行测年断代的技术，适用于砖瓦、陶器及其他火烧

黏土样品。热释光试验可以检测一块砖受热加工距今

的时间，对判断建造年代具有一定参照价值。本研究

对 11 块儋州故城城门不同区段的砖进行了采样和热

释光年代测定。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上海博

物馆释光测年实验室提供的《释光测年数据报告》，

对样品的测年结果如表 1。图 12 为对表 1 中的年代

分布数据进行统计的结果。

从热释光测年的结果可以看到：有 6 块样品（样

品 2、3-A、5、7、9、10）的时间大致为 14 世纪末

到 15 世纪初，也就是明初的时段；其他样品的时间

段多分布在明末到清末之间（样品 3-B、4、6、8）。

这和文献记载的明初翻建，明中至清末多次扩建与修

缮是基本一致的。根据这些样品的分布能够判断每个

结构段所用砖的大致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1 号样品的热释光测年结果为公

元 660—900 年之间，即唐代。样品的取样位置在砖

拱的须弥座处。这与儋州故城始建于唐初的记载吻合。

至于是在明代的翻建中使用了唐砖，还是明代翻建是

在唐代遗留的须弥座基础之上进行的，难以准确判断。

另外，热释光测年也存在较大的误差，其误差范围往

往可达距今时间的 ±10%—±20% 之间，对于距今

年代久远的样品，误差范围可达两个世纪，这些误差

应得到充分重视。

3.2 灰浆材料分析

同时期建造的砌体结构，由于其砌筑工艺相对

稳定，砌筑灰浆成份应基本一致。那么对灰浆成份的

分析与归类应能得到砌体不同的建造年代。此处的灰

浆组份试验分析报告由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

心提供。分析参照 Wisser & Knofel 方法，其原理为

通过对石灰类砂浆的酸化和碱化处理，依次将其中的

碳酸钙、水硬性组份（碱化过程中可溶解的 SiO2、

Al2O3、Fe2O3 等）及骨料进行分离，最后，根据质量

变化，对石灰砂浆中现有及原始各组份含量进行定量

分析。实验取样及分析结果如表 2：

所取灰浆样品根据结剂组份含量可以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

第一类，黏结剂总量较高，水硬性组份较低，例

小青砖发券

青砖红砖混合

夯土条石推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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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材

石材

石墙

砖拱

砖墙

石材叠涩

拱型 A

拱型 B

拱型 C

须弥座

材料分布图

砌筑方式分布图

拱型分布图

图例：

图例：

图例：

左上两图图以材料类型和砌筑类型的不同对武定门的
结构形制进行归类，可清楚判别材料与工艺的组合类型，
将武定门结构主要分为三种拱型（如左下图）。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武定门北三段的须弥座（图

片来源：项目研究组摄影）

武定门北三段须弥座砖饰

（图片来源：同图 9）

武定门材料与筑法分析（图

片来源：项目研究组绘制）

儋州故城武定门、镇海门砖

的热释 光测年结果年代分

布图（图片来源：同图 11）

图 9

图 10

图 11

砌筑方式分布图

材料分布图

图例：

砖材

石墙

砖拱

砖墙

石材叠涩

须弥座

石材

拱型分布图

图例：

图例：

拱形 A

拱形 B

拱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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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标题

系列1 系列3

样品编号

公元纪年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4

样品集中年代段样品年代区间

样品序号 距今时间（年） 公元纪年 朝代 / 时代 误差范围（公元 / 年代）

1 1230（±10%） 783 唐代 660-900（唐初期至唐后期）

2 660（±20%） 1353 元末明初 1210-1490（南宋中期至明中期）

3-A 575（±10%） 1438 明早期 1380-1500（元末期至明中后期）

3-B 345（±10%） 1668 明末清初 1630-1710（明末期至清中期）

4 140（±10%） 1873 清道光 1860-1880（清后期）

5 530（±10%） 1483 明早期 1430-1530（明初期至明中期）

6 375（±10%） 1638 明末清初清初 1600-1680（明末期至清中期）

7 580（±10%） 1433 明早期 1370-1490（明初期至明中期）

8 410（±10%） 1603 明末清初 1660-1740（明中期至清初期）

9 590（±10%） 1423 明早期 1360-1480（明初期至明中期）

10 570（±20%） 1443 明早期 1380-1500（明初期至明中期）

表 1   儋州故城武定门、镇海门砖的热释光测年表① 

1、2、10 号样品测试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提供，其余样品测

试由上海博物馆释光测年实验室提供。

①

图 12

阶段 4

阶段 3

阶段 2

阶段 1

样品编号

样品年代区间 样品集中年代段

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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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G U B1 B0 S1 S0 说明

1 75.13 69.09 0.33 0.45 2.69 3.58 武定门石材砌筑砂浆

2 91.55 88.92 0.09 0.12 1.08 1.18 武定门砖砌筑砂浆

3 89.77 86.66 0.11 0.15 0.91 1.01 武定门砖砌筑砂浆

4-1 70.57 63.96 0.42 0.56 1.63 2.31 武定门砖砌筑砂浆

4-2 1.59 1.18 61.92 83.68 0.36 22.62 武定门砖砌筑砂浆

5 32.69 26.44 2.06 2.78 1.05 3.21 武定门砖修补石材砌筑砂浆

N 93.68 91.64 0.07 0.09 5.32 5.68 武定门石材砌筑砂浆

WG-10 81.11 76.06 0.23 0.31 4.37 5.39 武定门砖拱砌筑砂浆

WG-11 92.22 89.77 0.08 0.11 0.80 0.87 武定门砖拱砌筑砂浆

WG-21 96.37 95.15 0.04 0.05 1.37 1.42 武定门砖拱砌筑砂浆

WG-31 91.89 89.34 0.09 0.12 1.45 1.57 武定门砖拱砌筑砂浆

7 28.02 22.36 2.57 3.47 1.41 5.04 镇海门抹灰砂浆

8 93.25 91.09 0.07 0.10 0.89 0.96 镇海门砖砌筑砂浆

9 89.12 85.84 0.12 0.16 3.16 3.55 镇海门石材砌筑砂浆

10 84.25 79.84 0.19 0.25 3.40 4.04 镇海门石材砌筑砂浆

11 66.27 59.25 0.51 0.69 9.67 14.59 镇海门石材砌筑砂浆

12 91.20 88.47 0.10 0.13 11.23 12.31 武定门石材砌筑砂浆

13 95.75 94.34 0.04 0.06 0.98 1.03 镇海门砖砌筑砂浆

表 2   儋州故城武定门、镇海门砖拱灰浆组份分析结果（wt%）[6] 

注：G：现有黏结剂含量；U：原始黏结剂含量；B1：测定的灰砂比；B0：原始灰砂比；S1：黏结剂中现有水硬性组份；S0：黏结剂中原始水硬性组份。

高，例如 11、12 号样品，该砂浆类型属于特意添加

水硬性组份的石灰类砂浆，具有较高的强度。

因为所取砂浆样品中骨料分布范围较宽，所以可

据此推断，城墙砌筑及抹灰用灰浆中除部分人为添加

骨料外（例如样品 5、7），其余灰浆所使用的石灰

可能是以杂质较多的牡蛎壳或含有泥质的泥灰岩为煅

烧原料烧制而成，其特点是含有一定量不溶于酸碱的

骨料，同时具有一定比例的水硬性组份，具有很好的

耐久性。

如 2、3、WG-11、WG-21、 WG-31、13 号 样 品，

此类砂浆为典型的石灰砂浆；

第二类，黏结剂总量较高，同时具有一定的水硬

性组份，例如 1、4-1、N 、WG-10、9、10 号样品，

此类砂浆可能是由含有一定黏土或煅烧不纯的石灰石

制备的石灰砂浆；

第三类，黏结剂总量较低，同时具有一定的水硬

性组份，例如 5、7 号样品，此类砂浆是典型的现代

石灰灰浆，其水硬性组份一般由掺加的骨料带入；

第四类，黏结剂总量较高，同时水硬性组份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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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门形制分析

4.1 基于文献和实录信息的城门形制分析

通过基于文献和实录的形制分析，结论如下：

（1）城门的分段与筑法基本可以对应，城门具

有明显的分段建造特点。

（2）现武定门内天井偏在门道中轴一侧，但另

一侧石材墙体明显为后世填砌，因此推测内天井原来

应沿门道对称。城门顶部填充部位规则的柱础石证明，

一侧内天井被填充的目的是在城台上增建建筑。从城

台顶部的遗留柱础分布可以得出结论，明清两代的城

楼位置在内天井北侧，内天井是在护城河及月城、大

门之外起第三重防卫作用的“内瓮城”。但从唐宋城

门的典型形制来看，明代以前，此内天井也可能是早

期城楼联系城门洞内空间的通道，非战时可联系城门

上下空间，战时可起到防卫作用。 

（3）城门拱券筑法有三种，分别为并列式筒

拱、纵联式拱券和叠涩拱。其中纵联式拱券又可分为

三券三伏和四券四伏两种发券方式。不同形式的拱，

拱线线型也有所不同，可分为接近半圆和四心圆两种

情况。不同拱段用砖的尺寸各异，且与筑法基本对

应，大致可分为大砖（60mm×175mm×340mm）、

楔 形 小 砖（40mm×140mm×280mm） 和 弧 形 中 砖

（70mm×140mm×260mm）三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武定门和镇

海门是历代改建、扩建累加而成，拱券形制和砌筑做

法、砖尺寸的不同，反映出历次翻建、改建、扩建的

信息，同一时期建造的部分，筑法和砖材料形制应该

较为接近。

4.2 基于信息比对的城门断代

文献研究、现场测绘信息和热释光断代、灰浆分

析等方式，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两个城门的某些“真相”。

可是，这些信息在被孤立分析时难以得出确切结论。史

志中对修缮的记载往往缺乏更翔实的信息；而从现场测

绘提供的形制数据中，并不能直接得到研究所关注的相

应时间和演进信息；热释光测年成本高昂，分析时间长

达数月，且存在相当大的误差范围，只能提供少量取样

点的概略年代；灰浆材料分析只能提供不同取样的组

份，难以解释特定组份代表的意义。但是，如果将这些

从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放在一起（图 13），加以比对、

取舍和分析，可以得出更为综合和具有指向性的结论。

首先是城门高度。明代记载城台高二丈五尺，约

7.8m。以武定门为例，城台现高约 6.1m，雉堞已全

部缺失。按照文献中记载，雉堞“每垛高五尺”[2]，

约合 1.6m。现状与历史记载能够较好地吻合。

其次是修建次数。文献记录此城台初建于唐，明

初经过大规模翻建、扩建，清康熙年间有所修葺，乾

隆年间更曾有过动顶重修，道光年间也有修缮记载。

这与借助热释光对城台用砖测年的结论基本符合。

第三，从砖的尺度、拱券筑法能够将城台拱券明

确分段。以武定门为例，其北三段和南一段做法几乎完

全相同（砖的尺寸均约为 70mm×140mm×260mm，

且均为两券两伏并列拱），其与内天井的组合为唐宋

时期的典型城门形制。也就是说，城台的核心部分有

唐宋形制，但却用明代之后才普遍使用的砖拱筑法，

应为不同时代翻建、扩建累加形成的痕迹。北二段的

石材叠涩折线拱为较砖拱更早的元代做法，应为前一

时期的遗留物；而城台最外侧的北一段和南二段，体

现的是清代以来加建维修的结果。

第四，根据文献记载和热释光断代的结论，武定

门的核心部分——北三段和南一段为明初筑造（热释

光样本 5、7）；但靠近内天井的部分，砖的测年结果

为明末（热释光样本 6），且两段拱的尽端灰浆分析

结果非常接近（灰浆样本 WG21、WG31）。由于越

是立面暴露在外的拱券越易损坏，所以这些拱端可能

在较晚的年代进行过局部维修。

基于上述信息比对可以确定，整个城门是由唐确

立基址，宋元延续，在明洪武年间翻建、扩建，清康熙、

乾隆、道光年间陆续修葺而成的“拼贴”城垣遗产。

5 城门演进的综合分析

5.1 唐宋元时期城门位置推测

根据明《［万历］儋州志》注文记载，“旧《志》云，

当时周匝皆植刺竹……以此御侮”[2]，可见早期儋州故

城城台以外的城垣部分为刺竹形式。这种形式在唐宋文

献中有大量记载，如“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

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攻”[7]；“虽野火焚烧，

只燎细枝嫩条。邕州旧以为城”[8]；等等。[9,10] 至明初，“知

州田章始沿址开建”[2]。明清城垣偏城台外侧，靠近

月城部分，宽约 5.6m。据此估计，唐宋时期的城台、

城门应大致与现内天井两侧的拱段位置对应。而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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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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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基 于筑 法、热 释 光 测 年 和

灰浆组份研究的武定门综

合断代分析（图片来源：项

目研究组绘制）

武 定 门 城 楼 柱 础 分 布（图

片来源：同图 13）

的内天井在当时可能是起防卫作用的内瓮城，或是联

系上部城楼和城门洞的通道。

明之前的儋州城门形制，从武定门北二段的叠涩

折线拱中能够看出端倪——从与始建于元代的琼州府

城鼓楼非常接近的叠涩拱做法来看，武定门北二段可

能是明初翻建之前的遗留物。

5.2 明初城门推测

根据文献记载，现存城门的整体格局是由明洪武

年间翻建而确定下来的，但各组成部分经过历代累加

修缮，城门的北三段和南一段为明初翻建，依据如下：

（1）热释光测年表明，砌筑这两段拱的大部分

砖产于明初。虽然有拱端砖年代的变化，但从不同的

灰浆成份可以看出，这是局部修缮的结果。

（2）这两部分拱的砌筑方式为并列筒拱，与北

一段和二段的纵联式做法明显不同，砖的尺寸也较大。

对比现存明初采用并列筒拱建造的城门，如明中都午

门、靖江府城城门、大理城门等，做法与儋州城门的

这两段拱非常类似。

5.3 清代城门推测

根据记载，清康熙和乾隆年间对城门有过两次

大修，并且时间比较接近。据热释光测年推测，这两

次大修对城门进一步拓展，扩建了北一段和南二段。

道光年间主要针对南北立面、内院拱券立面和北二段

叠涩拱处暴露出来的拱券立面进行了重点维修，从

相对一致的灰浆组份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灰浆样本

WG11、WG21、WG3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儋州城门演进过程的初

步推测结论：

儋州城门建于唐代，初始应为夯土城台，城垣

部分为刺竹；宋、元两代保持了原城门格局，扩建

了今天的叠涩拱部分（北二段）；明初开始翻建，

将原城台内部主体改为并列式筒拱（北三段、南一

段），沿原刺竹城垣外围建设了夯土外包石的城墙；

清康熙、乾隆年间，对城门的主体结构进一步拓展（北

一段、南二段）；道光年间对城门入口及立面进行

了重修。

6 城楼复原意象

两个城门的城楼已毁去多年，经多方查找和征集

也未找到其照片或图样。武定门的城台顶面仍留存有

较多柱础，大部分排列有规律可循。基于对现存柱础

进行的尺寸归类于分析，可推测最后一期城楼的位置

在内天井的北侧，且平面呈“凸”形（图 14）。

由于缺乏直接的影像依据，对城楼的复原意象研

究根据现场的柱础遗存，同时参照与儋州故城现存两城

门在时代和地域上接近的现存城楼，如琼海府州鼓楼、

崇武古城和恒春古城的城楼完成（图 15—图 17）。

府州鼓楼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文庄路南端古城垣

上，始建于明洪武年间，下有方形城台，上为木构鼓楼，

平面五开间，进深三间，内部构件保存完整。府州鼓

楼与儋州城楼同处海南，因而无论在形制、尺度还是

木构雕刻上都为儋州城楼的复原提供了参考依据。而

台湾恒春古城南门城楼和泉州崇武古城城楼平面均为

“凸”字形，与儋州故城武定门现存柱础及墙基遗迹

平面相似，也对城楼的复原研究有参考意义。根据对

柱础的分析及参考案例，判定武定门城楼平面为五开

间，有檐廊，梢间窄于尽间；结构为明间抬梁，两侧

穿斗；歇山顶正面出抱厦，而抱厦的具体形制和做法

存在两种可能性（图 18，图 19）。

武定门修缮方案二以方案一为基础，以城台现有遗迹
为基础，参考当地及相关地区城楼，根据历史依据恢复城楼。

3.4.2   城门修缮设计方案二

柱径 400mm 以下

柱径 400mm 以上

3.4.2.1  城楼形制分析

屋面现存较多柱础遗迹，其中大部分排列有规律可循，
可据此推断原有层楼形制，对现存柱础进行尺寸归类及分
析（如图）。

图 14

柱径 400mm 以下
柱径 400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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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图 16

图 15

图 18a

图 18b

图 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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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儋州故城现存的城门遗迹，积淀了千年以来历次

改建、加建累加形成的丰富历史信息。本文在三个方

面呈现了研究的价值，取得了有新意的初步研究成果。

（1）通过对城门洞不同部位用砖取样的热释光

测年，对砌体灰浆成分的物化分析，以及拱券发券方

式的综合研究，初步证实儋州现存城垣初建于唐，武

定门北门道有元代折线叠涩拱、中部明代并列券，以

及南北两端的清代纵联券等不同时期筑法的拼贴。镇

海门也有类似情况，不再赘述。

（2）对两座城台的内天井作了历史形态学的比

较分析，得出其应为具有立体防御功能的小型“内瓮

城”的判断。

（3）通过对城台顶部城楼基址的详细考察和分

析，得出原城楼应为“凸”字形平面，最有可能是歇

山顶出抱厦形制的结论。并参考闽粤地区同类城楼的

做法，得出城楼的复原意象。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合了当代建筑遗产信息分析

技术和对古城垣研究的新进展，提供了记录、比对、

解读儋州故城遗存城门所包含的累加历史信息的可能

性。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些历史信息，并对其价值进行

评估，才能进一步确定恰当的干预策略，避免因盲目

的修复与复原而将宝贵的历史信息去除和覆盖，从而

保证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本研究的委托方是儋州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局。项目研究组成员包括：项目负责人常青教授、张

鹏副教授，参加前期测绘、研究和保护设计的工作人

员苏项锟、周乐、赵英亓、张怡欣、张海滨、刘思远、

张启龙、马鹤瑛、王旸、曹佳滨等，主持完成三维激

光扫描工作的汤众高级工程师，主持完成材料检测与

修复方案的戴仕炳教授，主持完成结构加固方案的卢

文胜教授。海南省的文物专家们为研究和修缮方案提

供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国家文物局于 2015

年 2 月批复同意了在本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儋州故城

城门保护方案》)

图 15

图 16

琼海府州鼓楼（图片来源：

http://haikou.tianqi.com/
upload/viewspot/8591/13
42516803EqWp6E.png）

恒春古城南门（图片来源：

http://p.chanyouji.cn/1416
968155/6A8427F6-377B
-4E42-90C7-4E607883
DE0D.jpg）

泉州崇武古城城门（图片来

源：http://img1.likefarcom/
upload/images/2008/10/21/
6D2A90F5-BB73-8436-59
9610C22B29C6DC.jpg）

儋州故城武定门复 原意象

方案一（图片来源：项目研

究组绘制）

儋州故城武定门复 原意象

方案二（图片来源：同图 18）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19a

图 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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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ncient city of Danzhou i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ronicl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ancient Danzhou City was established in Tang 
Dynasty (622 A.D.), remodeled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repair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ity wall was 
made of bamboo while the city gate was made of rammed 
earth before the remodeling in early Ming Dynasty.

2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ity gat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based on 3D-Laser scanning, 

besides the collapsed armphoriccity, the Wuding Gate could 
be divided into 5 parts:

Part N1: brick vault constructed in a longitudinal way, 
the size of the bricks is 40mm×150mm×280mm.

Part N2: stone corbel arches with horizontal stone beams 
on the top.

Part N3: side-by-side brick vault with stone foundation, 
the size of the bricks is 70mm×140mm×260mm.

Part S1: the same as part N3.
Part S2: brick vault constructed in a longitudinal way, 

the size of the bricks is 40mm×140mm×260mm.
The brick size and construction way of N3 and S1 parts 

are similar while there is same Sumeru throne. The corbel 
arches of the N2 part are special.

3  TL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and materi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TL dating, 6 samples are from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start of the 15th century e.g. early 
Ming Dynasty, while most of the other samples are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to late Qing Dynasty. The TL dating 
conclus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 to the literature records. It is 
noteworthy that one sample from the Sumeru throne is from 
Tang Dynasty, which perfectly matches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Danzhou cit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material analysis from the 
conservation laboratory of Tongji University,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mortar in the city gates:

Type 1: Lime mortar with high binding components and 
low hydraulic components;

Type 2: Lime mortar with high binding components and 
certain amount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Type 3: Lime mortar with low binding components and 
certain amount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Type 4: Lime mortar with high binding components and 
high hydraulic components.

4 Style analysis of the city gates
Based on the local chronicles and the documentati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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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cient city of Danzhou lies at the northwest of 
Hainan Island which was listed as cultural heritage in 
national level in 2006. Now only the brick platforms of the 
north gate (Wuding Gate) and the west gate (Zhenyuan Gate) 
survive while most of the ancient city wall and the other two 
gates were demolished in the late 1950s.

The existing gates are the collage of parts constructed 
and repaired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For the variety of 
styles and tectonics, the two gates were unique among the 
ancient cities of Southern China. However, the value of the 
two gates has long been underestimated and lacks relevant 
research. Fortunately, there is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both gates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study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Syn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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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concluded that:
• The spatial segmentation is basically corresponding to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 There were barbican-like narrow patios in the middle 

of both gates which could be the third defense besides the 
armphoriccity and the gate.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patios 
we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ateway and the tower 
building before Ming Dynasty.

• The vaults of the two gates are composed of several 
types of arches, including corbel arches, semi-circular 
arches, and four-centered arches, while the arch bricks were 
constructed in many ways, such as the longitudinal way and 
the side-by-side way. The brick size varied in different par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existing gates are the collage of parts constructed and 
repaired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ith the help of TL 
dating and material analysis, more clear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 The height of current city gate is about 6.1m with 
no battlement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recor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7.8m with 1.6m-high battlements.

• The conclusion of TL dating of bricks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pair recor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 The core part of the gate, e.g. parts N3 and S1 with the 
patio, was typical city gate style in Tang or Song Dynasty 
while the brick vaults were typical in Ming Dynasty.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 remodeling in early Ming Dynasty 
was based on the survived parts from earlier periods. Part 
N2 with corbel arch could be the remains of earlier periods, 
and obviously, parts N1 and S2 were extensions in Qing 
Dynasty.

• According to the TL dating, the core part, e.g. parts N3 
and S1, was constructed in early Ming Dynasty. But at the 
end of all the brick parts including N1, N3, S1 and S2, the 
mortar is nearly the sam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façade of 
these vaults were damaged and repaired in later periods. 

Danzhou city was built in Tang Dynasty with rammed 
earth city gate and bamboo-made city wall.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re were extensions with stone corbel 
arches, while the original gate form was kept. In early 
Ming Dynasty, parts N2 and S1 were remodeled with brick 
vaults while the city wall was rebuilt along the original 
bamboo wal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ity gate was 
extended and repaired for several times.

5 The pictorial restoration of the towers of the city gate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linths of wooden 

columns on the top of the gates, combined with a study 
of city gates in Southern Fujia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which had a close relat ionship with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Hainan, this research also conducts a 
pictorial restoration of the two city gate towers. According to 
this restoration, the tower plan of Wuding Gate has five bays 
with colonnades around, post-and-lintel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er bay and column-and-tie construction in the rest. The 
roof style is a gable-and-hip roof with baosha in the front.

6 Conclusions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as accumulated on the city 

gates in the remodeling, extension, and repairs in the past ten 
centuries. New findings in three aspects are presented in this 
research.

First,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existing Danzhou City 
Gates were originally built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 
exiting city gates are composed of corbel arch in Yuan 
Dynasty and brick vaults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ies.

Second, a comparative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mall yards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gates is conducted, 
which shows that it could be a barbican-like narrow patio 
with defense function.

Third,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linths of wooden 
columns on the top of the gates, combined with a study 
of city gates in Southern China,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 
pictorial restoration of the two city-gate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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