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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
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
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
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
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
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

—— 侯仁之（1993）

1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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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分支
學科，嚴格地說是從20世紀30年代才逐
漸發展起來的（侯仁之，1993）。

 它研究的物件和現代地理學沒什麼兩樣
，只是個別要素因材料短缺而無法研究
。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時間不同，現代地
理學是研究現在的環境變化，而歷史地
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

歷史地理研究述要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1936，Darby 《英格兰历史地理》1948，Brown  《美国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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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特色

 三千年文明延續史（歷史文獻、考古發掘）

 歷久彌新的史學學術傳統

 沿革地理研究始終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基
本課題

 人文地理特色

 “禹貢學派”與“南高學派”

歷史地理研究述要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禹贡》、 《山海经》、《穆天子传》



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南京 2015

城市歷史地理

侯仁之（ 1911~2013）
開創“城市歷史地理”
和“沙漠歷史地理”研
究的新領域，主要著
作有《天津聚落之起
源》《歷史地理學的
理論與實踐》《歷史
上的北京城》，主編
有《北京歷史地圖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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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

連續300多年的建都史

六朝歷史的中心：東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建都史共計321年

長江流域的崛起：南中國進入一個長期發展的時期，在唐宋時全面超過北方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中國政治經濟中心

華夏正統：承漢繼唐，數百年分裂時期，保存與發展華夏文化正統

國際都市：崛起亂世，南中國政治經濟中心，東亞最大都市，接納各國人士

繁華之都：商貿繁榮、梁武帝時人口近百萬

南北雙城：六朝建康（317~589） vs.北魏洛陽（493~528）

文化中心：文學（詩歌）、藝術（書法、繪畫）、宗教（佛、道）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Note: Nanjing was capital to more than just 6 dynasties, it was also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Tang Kingdom (南唐, AD 937-975)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ra (五代十国) where it was known as JinLing (金陵), and later, the first capital of the Ming Dynasty (明朝) before Emperor ChengZu moved the capital north to Beijing. It was also the capital of China during the Nationalist era (established AD 1912). Not to mention the dubious honour of being short-lived capitals of Southern Ming emperor Hong Guang (弘光) and the capital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太平天国). http://www.chinahistoryforum.com/index.php?s=ad3f381905415959129f7693ca4ed758&showtopic=9085



中国历史年表（魏晋南北朝时期）

Age of Division
(Six Dynasties)

South China
(Capital: Jiankang)

Roman Kingdom Roman Republic Roman Empire

753 BCE 509 BCE 27 BCE 476 CE378 BCE
City wall is built 

around Rome

64 CE
Great Fire of 

Rome

410 CE
Rome is sacked by 

Alaric I

455 CE

Rome is plundered 
by the Vandals

472 CE

Rome is plundered 
by the Vandals

395 CE

Western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Rome City

The Foundation 
of Rome city

312 BCE
The Appian Way 

is built
98-117,211-217,284-305 CE

Golden Age of Rome city
69-96 CE

Rome’s firs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opulation 1,000,000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44 BCE

Caesar is 
assassinated

Material of Ancient Rome From Wikipedia

建康 VS. 罗马

罗马城的兴衰史

從來沒有一座大城，
曾像羅馬與君士坦
丁堡支配羅馬各個
時期的歷史那樣單
獨支配過中國的文
明，也沒有一座大
城，像巴黎與倫敦
代表英法兩國文明
那樣單獨代表過中
國的文明。

[美]牟複禮，
2000



六朝陵墓及石刻



六朝文物
（六朝文物遺存很少，藝術性、文物價值極高）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Qingciyang, 三国，吴。1958年南京清凉山吴甘露元年墓出土。高25厘米，长30.5厘米。通体施釉，匀净莹润。羊作蹲伏状，昂首，双目前视，两耳贴脑后，角曲卷于耳后， 嘴微张，颌下无须，体态丰健，两肋有羽翼纹，四肢蜷曲，臀部紧贴短尾。头顶有一圆孔。造型生动，神态逼真，是东吴越窑精品【东晋陶牛车及陶俑群】东晋（公元317-420）。1970年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陶质。车高44.2 cm、长73cm，牛高24 cm、长42.5 cm，俑高22.8~34cm。 �　　陶牛体形略瘦长，躯干匀称，脖上架车衡，躬背俯首，缓步向前。陶车双辕平行前伸，两端连接车衡，长方形车厢，平顶，顶棚前后出檐，车厢前面全部敞开， 可坐车观景，两边及后面封闭，车厢后置一门，供上下车使用。车厢内较为宽敞，置一凭几，由主人任意倚坐。车厢下两个辐条式车轮由车轴相连，运转自如。牛与 车均施彩，现已脱落。整个牛车造型高大安稳，制作精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组陶俑，从其衣着和动作分析，有持笏的文吏俑，有拱手的侍从俑，还有牵牛俑、仪仗 俑，引人注意的是一件双膝跪地双手平摊的陶俑，当是供主人上下车做梯子使用的奴仆。陶牛车及陶俑群再现了东晋时期豪门贵族出行时前呼后拥，蹒跚而行的豪华 场景，是迄今六朝考古发现中最大最精美的一组，是研究东晋出行制度及车舆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玻璃杯】东晋。�　　高10.4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2.5厘米，壁厚0.5~0.7厘米。�　　1970年南京象山M7出土。�　　出于M7墓室中部左侧。淡黄绿色，较透明，内有气泡。口稍外侈，杯身为筒形，至底收敛，圜底，杯身磨光，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弦纹及平整的花瓣，腹 部有七个椭圆形作装饰。器形端庄优美，具有异国风采。从器物纹饰和检测报告来看，其成分与古罗马玻璃制品成分相似，当是从外国传入的用品，是当时中外贸易 往来的重要见证。【青釉堆塑人物楼阙瓷魂瓶】　三国，吴。�　　高45厘米，底径17厘米。�　　1995年南京江宁上坊凤凰元年墓出土。�　　灰白胎。青釉，釉层清亮，施釉不及底，灰白色胎。肩以上部分堆塑各种饰物，颈做四方形状，口沿作成廊庑状，四角各置一角楼，颈上部三面作胜形和三角形 镂空。颈壁连四小罐，罐上贴佛像、比翼鸟。以四小罐为界，将颈下层堆塑分成四区，相对应的两区作门楼、立阙，另一区为卧龟趺碑，对应的一区为两个头戴尖顶 帽，抱拳于胸前的跪踞胡僧。其间还贴有熊、麒麟等物，碑作圭形，上刻“ 凤皇（凰）元年立位长沙太守友作浃使宜子孙 ”，腹部贴有胡人骑羊、朱雀、辟邪、甲鱼、鲶鱼、佛像、螃蟹等，并间有圆孔，肩上浅刻“九月十四作”字一行，在熊头左下方，也刻一行文字，因刻太浅，不可 识。【青瓷兔形水注】　三国，吴。�　　南京龙潭罗山嘴出土。高4.5厘米。周身施青釉，晶莹明澈。兔作匍匐形，首微昂，四肢蜷曲，背置圆管。  



Photo by Feng Fangyu, From http://www.jllib.cn

西元前333年，楚威王滅越，在南京清
涼山築城，稱為“金陵邑”，這也是南
京又稱“金陵”、“石頭城”的來歷。到
了西元前211年，孫權又在金陵邑故址
構築“石頭城”，這是當時的軍事要塞，
它依山為城，因江為池，地勢十分險
要。

石頭城



台城
Photo from http://www.ipedia.org.cn

金陵图

【唐】韦庄 (836-910)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Taicheng, a Jinling Landscape
Wei Zhuang (836-910)， Tang Dynasty

Though a shower bends the river-grass, a bird is singing,
While ghosts of the Six Dynasties pass like a dream
Around the Forbidden City, under weeping willows
Which loom still for three miles along the misty moat.

(by anonymous translator)

台城是東晉和南朝皇宮所在地，位於都城建康城內，
遺址在今大行宮一帶。“台”指當時以尚書台為主體的
中央政府，因尚書台位於宮城之內，因此宮城又被稱
作“台城”。

現在所稱的“台城”位於南京城內北極閣北麓、玄武湖
以南，是從解放門向西延伸出的一段明朝城垣。後人
多將這段城牆附會為六朝時的台城，並訛傳至今。



From: Wang ZhongShu, 張光直譯, "Han Civiliz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fig. 42. 

利用考古發掘與歷史
文獻重建北魏洛陽

(495 – 538 CE)

北魏洛陽



滄海桑田，六朝建康的地理形勢不同于現代。

不能用現代的地理狀況去闡釋古代的歷史，需要
運用歷史地理學方法，梳理與重建六朝建康的城
市歷史地理的時空發展脈絡，進而從多維度、層
次重建六朝建康的歷史地理圖景。

建康歷史地理——指點六朝形勝地



問題與目標
區域地理視野中的六朝建康城市空間圖景

2



歷史地理視野中的六朝建康

 “區域”的概念來自於地理學，在地理學視野中，城市是區域的
產物。

 城市與區域之間的關係：（1）城市與區域之間相互依存;（2）
區域對城市發展有制約作用；（3）交通網絡溝通城市與區域
之間的聯繫；(4)“城市-區域”系統呈層級和嵌套關係。

 城市地理學研究的前驅、德國地理學家克裡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年首先提出“中心地學說”。

 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從中心地理論出發，創
立了區域系統分析方法，將區域體系作經濟功能上的劃分，並
與政治行政體系聯繫起來，來討論區域的功能。



南朝時期
宋魏全圖
（449 CE）







歷史地理視野中的六朝建康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三個基本屬性：（1）綜合性；（2）區域
性；（3）嵌套性與層級性。

 從區域角度來看六朝建康城市的發展，會產生一些新的問題：
（1）建康崛起是江南地域經濟發展與地緣政治的產物，建康
從邊邑小縣成長為南中國的中心城市，所依賴的區域在何處？
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擴大的？（2）在眾多的江南城邑中，
歷史為什麼會選擇建康而不是其他城邑作為南中國中心城市？
（3）建康城市興起和衰落的區域因素是如何變遷的？（4）在
政治、經濟、文化地理、自然地理等諸多區域要素中，哪些要
素是建康城市發展的關鍵性要素，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歷史地理視野中的六朝建康

 理解六朝時期的建康

 “異域之眼”，在文獻研讀、史學分析和地理學認知的基礎上，展開
綜合、深入的探索，試圖建立與古代時空的學術對話。

 其次，在方法論上，以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為方向，結合比較研究的
手法，使用地理信息技術等現代工具，把六朝建康置於中國歷史時
期的特定空間地域（江南地區）中，通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
史自然地理變遷、歷史政區沿革等紛繁史實的整理、分析與解讀，
去闡釋和認識一座城市的地理環境及其成長、建設的歷程。

 將那些遺存的文獻資料及考古發現的成果以一種合理的邏輯結構聯
接起來，付諸於一定時空框架下的敘事性對話，或許就能較接近歷
史真實，而建立一種較為完滿的歷史地理場景。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建康”作為六朝都城（220～589年），歷時三百多年，
塑就古都南京重要的歷史文脈。六朝史解讀的重要一環
是重建六朝建康的時空圖景。

 以遙感、地理信息系統、數位製圖、文獻數位化、圖形
圖像技術、統計分析、C14測年等多技術學科為特點的
現代歷史地理學研究技術體系，它的核心是信息化。

 六朝建康歷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工作，旨在梳理六朝時

期南京歷史發展的脈絡，進而逐步發掘、整理和恢復南
京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重要寶藏。

問題與目標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近年來，地理信息技術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應用與

研究引人矚目（Goodchild et al.，2000；林琿等，2006；王法輝，

2009；石計生等，2009、2010）。

 歷史地理信息化是一個新興的交叉研究領域，也是GIS

技術融入“空間綜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重要應用。

 在歷史地理研究中運用地理信息技術，可以建設歷史地

理數據庫、編制電子地圖集和研製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Knowles，2000；葛全勝等，2004）。

問題與目標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研究目標（近期）

 探索區域（城市）歷史地理信息化的基本科學問題：歷史文獻

資料（歷史地名）的地圖定位與定量方法、歷史地理資訊的不

確定性評價、區域歷史地理時空資料建模方法等。

 建立六朝南京專題數據庫及WebGIS系統：基於萬維網，以

Web GIS作為瀏覽、檢索、編輯、分析與製圖的技術平臺，以

多媒體手段來輔助研究和展現的研究成果。

 改進OOMH－GIS模型：物件導向的超媒體地理信息組織與表

達，並發展為歷史地理超媒體信息組織的應用模型。

問題與目標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研究目標（遠期）

 編研電子版《南京歷史地圖集》：中科院地理資源所黃盛璋先

生（1990年代）、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胡阿祥教授（2008）。

 構建六朝建康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城市歷史地理時空數據建模

研究、超媒體歷史地圖編著的理論與方法…。

問題與目標



理論與思路
歷史文獻+考古發現+GIS+…

3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交流臺北 2015/12

研究思路
材料：歷史地理文獻（歷史文獻、考古發現等）

方法：區域歷史地理研究方法

技術：地理信息技術

目標：重建六朝建康的時空圖景

1



历史 GIS地理

时序过程
（人物、事件）

空间格局
（自然、人文）

时空重建
（历史地理图景）

历史地理

GIS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地理信息服务
GIS = 计算机专题制图＋空间数据库＋空间分析＋应用型地理信息系统＋…

研究思路

立足点



六朝建康歷史地理研究的方法體系

材料

方法

技术

現代歷史地理學研究

注重新方法、新資料、

新技術的應用，以更

好地發掘和利用歷史

文獻和文物考古等資

源，從而籍此建立對

“…六朝歷史更深刻、

更清晰的立體認識。”

（胡阿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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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歲曾冰合——六朝建康的氣候與自然災害

 湛湛長江水——六朝時期的長江與建康

 金陵帝王州——六朝建康的地理形勢及其“城市一
區域”

格局

 淮水六代煙——六朝建康的城市水網空間格局

 青山似洛中——六朝建康城市空間格局的比較研究

 十月納禾稼——六朝建康的糧食供應及農業生產

 台城競豪華——六朝建康的人口蠡測

下篇 歷史地理資訊化

 地理資訊技術與六朝建康歷史地理研究

 超媒體地理信息技術在六朝建康歷史地理研究中的
初步應用

 參考文獻

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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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水入石头
(六朝)

广陵涌潮
(西汉-六朝)

牛渚春潮
(唐)

“濤水入石頭”及“廣陵湧潮”、“牛渚春潮”時空分佈

歷史河道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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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南朝時期的“濤水入石頭”記錄

《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居民皆漂没。”宋顺帝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478）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408）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十二月已未夜（406）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已未（405）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二月已丑朔夜（404）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
望。江左虽频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

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二月庚寅夜（404）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
亦涛入杀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

东晋孝武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392）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杀人。”东晋孝武太元十三年十二月（388）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371）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东晋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351）

资料来源现象时间（公元纪年）

《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居民皆漂没。”宋顺帝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478）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408）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十二月已未夜（406）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已未（405）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二月已丑朔夜（404）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
望。江左虽频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

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二月庚寅夜（404）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
亦涛入杀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

东晋孝武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392）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杀人。”东晋孝武太元十三年十二月（388）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371）

《晋书·五行志》“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东晋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351）

资料来源现象时间（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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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河口歷史時期變遷（隋唐、現代比較）
九
江

近口段
河口段

口外海滨段

隋唐之前的长江河口区

大通

近口段
河口段

口外海滨段

现代长江河口区

六朝前後長江下游津渡的嬗變（由採石遷至瓜洲），確證六朝時期
的長江的潮區界點，進一步表明建康位於長江河口段 。

歷史河道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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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郡⊕
 （前201）

丹阳郡○

（前121）
丹阳郡↓
（208）

新都郡⊕
（208）

宣城郡⊕
（280）

丹阳郡↓
（280）

新安郡○
（280）

义兴郡⊕
（304）

丹阳郡↓
（304）

会稽郡      
（前222）

易名

治：宛陵县
（今：安徽宣州市）

治始新县
（今：浙江淳安县）

治宛陵县

治：秣陵县
（今：南京江宁区秣陵镇）

义兴郡↓
（307）

丹阳郡↑
（307）

丹阳尹○

（318）

会稽郡      
（前201）

会稽郡 ↓
（129）

治建康县
（今：江苏南京市）

吴兴郡⊕
（266）

吴郡⊕
（129）

分丹阳郡永世
置平陵县，并
吴郡、吴兴四
县置义兴郡。

吴郡

永世、平陵县

会稽郡↓
（257）

会稽郡↓
（260）

临海郡⊕
（257）

建安郡⊕
（260）

会稽郡↓
（266）

东阳郡⊕
（266）

治：吴县
（今：江苏苏州市城区）

吴郡↓
（209）

吴郡↓
（266）

屯田典农校尉⊕
（209）

临海郡↓
（323）

永嘉郡⊕
（323）

建安郡↓
（282）

晋安郡⊕
（282）

治：山阴县
（今：浙江绍兴市）

治：吴县
（今：江苏苏州市城区）

治：临海县
（今：浙江临海市）

约258年改治章安县（今浙江椒江市西北章安镇）。

治：永宁县
（今：浙江温州市）

治：建安县
（今：福建建瓯县）

治：侯官县
（今：福建福州市）

291年，改属江州

治：长山县
（今：浙江金华市）

治：乌程县
（今浙江湖州市南云巢）

吴兴郡↓
（304）

        说明    
    ⊕        新置郡
○ 更名

↓        面积缩小

    ↑        面积扩大

（208）  公元纪年

会稽郡政区沿革图示（含丹阳郡）
（秦至东晋初年）

注：根据《晋书·地理志》、CHGIS 2.0（http://yugong. fudan.edu.cn/chgis/）综合制作。

治：故鄣县
（今：浙江长兴县西南）

212年迁治建业县

（今：江苏南京市区）

282年移治建邺县

（今：江苏南京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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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變化反映
了區域開發的
歷史事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蔬譴

曆庈

魡阨瓮

絞芨瓮

鎮偽刓

詢晷瓮

魡栠庈

檔洈瓮

哫笣

拶綬瓮

楛荻瓮

肣鍬瓮

幛喀

栠瓮
裻瓮

酴刓庈

蘺瓮

鴩瓮

憎洈瓮

儥肅瓮

譴弊庈

嫘肅瓮

假憚瓮

還假瓮

鰍儔庈

昹犖啋暠媼爛ㄗ121爛ㄘ

昹輩怮艙啋爛ㄗ280爛ㄘ

竣栠縣垀婓嘉踏瓮勤桽潠芞

鰍鍬瓮

迋洈

﹜昹犖离瓮

酗倓瓮

晷假瓮
陲犖﹜呤挔﹜昹輩离瓮

121~280爛

跦擂▲犖抎.華燴祩◎﹜▲輩抎.華燴祩◎

統蕉ㄩ笢弊盪妢華燴陓洘炵苀(CHGIS V2.0)

軘磁秶釬ㄩ2006爛11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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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怮綬

綬

鰍勱綬

酗絕綬

皊倓

酗倓

假憚

還假

豻獐

肅

綬笣

竣 挔

縣

栠

縣

栠畈

酗倓

拫最

豻獐

還假

黺

挔

縣

倓

挔倓縣牮噫尨砩芞
鼠啋266爛

縣

傑

哫
嘟蛣 埻盺

假憚
蚗假

挔

拸柈

#

#

踏瓮靡酗倓

嘉瓮靡酗倓

#

#

#
#

#

#

#

#
#

#
#

#

#

#

#

#

#

#

# #

怮綬

綬

鰍勱綬

酗絕綬

皊倓

酗倓

假憚

還假

豻獐

肅

綬笣

竣
挔

縣

栠

縣

栠畈

酗倓

拫最

豻獐

還假

黺

挔

縣

倓

挔倓﹜砱倓縣牮尨砩芞
鼠啋422~589爛

縣

傑

哫
嘟蛣 埻盺

假憚
蚗假

挔

拸柈

#

#

#砱盺

#弊刓

還踩#

# 呦假

砱倓縣

酗倓 嘉瓮靡

酗倓 踏瓮靡

吳興、義興郡轄區示意圖（422~589年）吳興郡轄境示意圖（266年）

六朝時期太湖以西地區的發展——吳興、義興郡

政區變遷與區域發展

義興郡始建于西晉惠帝永興元年（304年）



實證與討論
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案例

4



六朝建康古運瀆位置考證
——基於歷史地名考辨與數字製圖技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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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古運瀆位置考證

問題提出

基礎資料

文獻考辨

實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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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提出
 六朝建康是典型的江南水城：城市內部河湖密佈、水道
縱橫；秦淮河是建康城主幹河流，城內諸水道（青溪、運
瀆、潮溝）均與秦淮溝通，織為完整城市水網系統。

 建康水網系統的形成：肇始于孫吳時期，後經東晉南朝
近三百年的改造、修浚而蔚為壯觀。六朝建康的水網格局
是組成建康城市空間形態的主要要素。

 運瀆是城市糧食、物資供應的主要人工河道：六朝後湮
沒，蹤跡難尋。

 問題：運瀆在哪裡？城市考古、歷史地理、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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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城水網概圖

本圖攝自南京市博物館
（2010年10月）采自：南京地圖（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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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資料
基礎資料

 古代文獻

 近人專著、論文

 古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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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六朝建康城市水道的歷代文獻

 地記、圖經（唐以前）：《南徐州記》（劉宋·山謙之）、《丹陽記
》 （劉宋·山謙之） 、《金陵地記》、《建康圖》、《金陵圖》
、《金陵圖經》、《江寧圖經》等。

 六朝史（唐）：《建康實錄》（唐·許嵩）

 類書、地記（唐以後）：《太平寰宇記》 （北宋·樂史）、 《太
平御覽》 （北宋·李昉） 、 《輿地紀勝》 （南宋·王象之）、《
六朝事蹟編類》（南宋·張敦頤）

 地方誌（南宋以後）：《景定建康志》（南宋·周應合）、《至正金
陵新志》（元·張鉉）、 《洪武京城圖志》（明· 官修）、《金陵
古今圖考》 （明·陳沂 ）、 《同治上江兩縣誌》 （清·汪士鐸）
、《首都志》 （民國·王煥鑣）

 鄉邦文獻：《運瀆橋道小志》（清末·陳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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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建业图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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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城市水道研究的現狀

 （近人）專著、考古發掘、其他

 朱偰《金陵古跡圖考》（1936）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1992）

 郭黎安《六朝建康》（2002）

 盧海鳴《六朝都城》（2002）

 羅宗真等《六朝文物》（2004）

 賀雲翱《六朝瓦當與六朝都城》（2005）

 南京市近年來六朝城市考古的系列新進展（未見正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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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修凿年代 流经地或位置考略 功能

运渎
孙 吴 赤 乌 三 年
（240年）

受秦淮水北流为西侧支河，流经地依次为：禅灵渚、斗门桥、
红土桥、北乾道桥、高井大街、南塘里、破布营、上乘庵、莲
花桥、仓城。

秦淮河通苑城的运道。

潮沟
孙吴赤乌四年
（241年）

潮沟在仓城与后湖（玄武湖）之间（约今北极阁与九华山之
间），水分两支，西支沿北极阁南麓西行至仓城通运渎；东支
沿九华山南麓东行接青溪。

增加运渎、青溪水量，贯通
都城运输水网，也为后来将
玄武湖水引入宫城奠定基础。

东渠

(青溪)
孙吴赤乌四年
（241年）

青溪源于钟山第三峰天堡城南坡，汇合钟山西段南侧溪水，在
今明故宫遗址一带积水成古燕雀湖，然后顺地势先西流，出半
山寺后水闸，至竺桥西北处，折向南经青溪里巷、西华门、五
老桥、寿星桥、常府桥、太平桥、校尉桥、史桥、钱厂桥、内
桥、界平桥、四象桥，至淮青桥后汇入秦淮河。

都城东面的重要河流，沟通
潮沟与秦淮河，不仅作为运
道，也是都城东面的重要军
事屏障，以及六朝贵胄居住
和游乐之地。

横塘 孙吴
六朝时在秦淮河出长江口处，交通区位极好，约在今南京莫愁
湖东路（旧称“二道埂子”）。

沿秦淮河口筑长堤，防御江
潮，控扼秦淮河口，也是六
朝时民居繁盛之地。

栅塘 孙吴
《读史方舆纪要》：“吴时夹淮立栅十余里，史所称栅塘是
也。”

沿秦淮河立栅，主要起军事
防御的功能。

城北渠
孙吴宝鼎二年
（267年）

潮沟向南延伸的部分，今确址不可考，当在今珍珠河以西，进
香河一带。

引水入昭明宫，营建宫城内
水环境。

运渎

(西支流)
东晋建西州城时 笪桥、鼎新桥、道济桥、文津桥、望仙桥、张公桥、铁窗棂

贯通运渎与西州城南护城河
及秦淮河，增加运渎水量。

御沟 东晋
在台城、都城内外，沿御道两侧开挖，长度2~5里，今址约在太
平南路两侧一线。

环卫御道，美化都城。

缘淮塘
南朝梁天监九年
（510年）

《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九年，新作缘淮塘，北岸
起石头讫东治，南岸起后渚篱门连于三桥。”

在淮水两岸筑塘，以防水患。

珍珠河 南朝
在城北渠基础上开凿，在今玄武湖与珠江路之间，太平北路西
侧的南北向人工河渠。自北而南，经珍珠桥、文昌桥、文德里
桥、南珍珠桥，在浮桥处流入杨吴城壕。

沟通玄武湖与运渎，排泄后
湖水，卫戍建康宫城，亦宫
城内泛舟佳处。

六朝时期建康城的主要河道、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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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考辨
許嵩《建康實錄》（唐）

《建康實錄》卷2《太祖下》：“（吳赤烏三年）十二月

, （孫權）使左台侍御史郗儉監鑿城西南, 自秦淮北抵倉

城, 名運瀆。案, 建康宮城, 即吳苑城, 城內有倉, 名曰苑倉,

故開此瀆, 通轉運於倉所, 時人亦呼為倉城。晉鹹和中, 修苑城為宮,

惟倉不毀, 故名太倉, 在西華門內道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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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考辨
許嵩《建康實錄》（唐）

《建康實錄》卷2《太祖下》：“赤烏四年冬十一月，詔
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潮溝亦帝所開，以引江潮，其

舊跡在天寶寺後，長壽寺前。東發青溪，西行經都古承明、廣莫、大夏
等三門外，西極都城牆，對今歸善寺西南角，南出經閶闔、西明等二門
，接運瀆，在西州之東南流入秦淮。其北又開一瀆，在歸善寺東，經棲
玄寺門，北至後湖，以引湖水，至今俗稱運瀆。其實古城西南行者是運
瀆，自歸善寺門東出至青溪者，名曰潮溝。其溝東頭，今已湮塞， 才
有處所，西頭則見通。運瀆北轉至後湖，其青溪北源，亦通後湖，出鐘

山西，今建元寺東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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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考辨
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1883）

運瀆首受秦淮水，北流為支河。有橋跨其上，曰“斗門
”…自斗門橋北流至紅土橋，再北過草橋而西折焉。青溪之
水自內橋來，會之為運瀆東源，西流過鴿子橋、羊市橋之水
入焉，鴿子橋水西流至笪橋。笪橋水又西流，合草橋北出之
水，為運瀆正河，至於鼎新橋。運瀆水自鼎新橋西流，曆道

濟橋，至文津橋。運瀆水自文津橋西流至望仙橋，回龍橋之
水入焉。運瀆水自望仙橋迤西，南流過張公橋，出鐵窗櫺，
入於外壕河。



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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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考辨
朱偰《金陵古跡圖考》（1936）

運瀆首受秦淮水，北流為支河。有橋跨其上，曰斗門，
古禪靈寺橋也。又北流徑紅土橋，南乾道橋之俗名也；嘗
有掘地深三尺者，見其下土色皆紅，而知見稱之由，蓋冶
麓之餘氣也。再北過草橋，即北幹道橋；按古有高曄橋，
跨運瀆上，疑當其地。又北流，青溪之水自內橋來會，是
為東源，西流過鴿子橋、笪橋，合草橋北出之水，是謂運
瀆正河。又西流，徑鼎新橋、道濟橋、文津橋、望仙橋、

張公橋，出鐵窗櫺以入於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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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黎安《試論六朝建康的水陸交通》（1999）



卢海鸣·六朝建康复原图（2002） 张学锋·六朝建康位置考略（2006）

近年六朝建康考古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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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與方法

歷史地理資料分析

六朝以前南京城區的河道形勢

南京城市水網現狀概說

六朝時期運瀆位置考辨

實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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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與方法
 區域自然地理的變遷研究

 挖掘文獻資料，尋找地理要素（河道）歷史變遷的蛛絲馬跡。

 檢取與組合具有歷史地名，參讀古今地圖，配合實地踏勘，辨析

古、今地理要素之間的時空聯繫，並採用歷史倒推的研究方法。

 在層層疊壓、古今交織的現實地理環境背景下，抽絲剝繭般一層

層地剝去各個歷史時間段所施加於研究區域之上的地理變化，逐

漸呈現所研究時段的歷史地理環境的本真面貌。

研究方法：古地名考辨 + 實地踏勘+數字製圖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六朝桥涵及地名大都湮没，表中所引述的地名，多为现存或六朝以后的桥梁、街坊之名。 



從歷史古籍（正史、
地理專書）中獲取歷
史地理信息

資料獲取要素包括

 歷史地名名稱

 歷史地名的行政隸屬關係

 歷史地名定位和定年的文

獻依據和考釋



從古舊地圖中獲取
歷史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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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前南京城區的河道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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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南京
主城区主要
指明城墙所
围合的区域。
一般地，可
将市区以鼓
楼 — 北 极
阁—九华山

一线为界分
为南、北两
部分，城南
属秦淮河流
域，城北属
金 川 河 流
域。。

南京城市水网数字化（现状水系）
工作底图：南京地名底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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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城古迹图
《至正金陵新志》



六朝建康宮城內部佈局圖
采自郭湖生《台城辯》（1999）

运渎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1992）



图 六朝建康都城平面示意图
（据刘淑芬（1992）、卢海鸣（2002）改绘）

根據最新城市考古發掘及文獻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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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渎故道的现存地名（桥梁、街巷、居民区）简表

已废《秦淮志》：进香河南流，为西仓桥、北石
桥、红板桥、严家桥、莲花桥。

位于进香河路北段。桥梁西仓桥

已废。位于进香河路西侧。 东起四牌楼，
西至丹凤街。

桥梁 (街巷)大石桥

进香河五桥之一。河废成
巷。

位于进香河路南段东侧，严家桥
北。其桥后易以石，俗曰石板桥，
今虹板桥。

桥梁 (街巷)红板桥
（石板桥）
（虹板桥）

进香河五桥之一。河废成
巷。

位于进香河路南段东侧。东起蓁
巷，西至进香河路。

桥梁 (街巷)严家桥

长5米，宽18米位于珠江路北进香河路南端。因桥
东南莲花庵得名。

街巷莲花桥

1987年并入洪武北路。位于新街口东北，南起中山东路，
北至长江路。

古迹(街巷)上乘庵

1998年更名为正洪营。位于新街口广场东南，南起正洪
街，北至中山东路。

居民区破布营
（正洪营）

现名南台里。《上江两县志》城内图：在三茅宫东侧有兰
台里，其东端为古运渎。即今南台巷。

位于新街口西南丰富路中段西侧，
南起秣陵路，北至俞家巷。

街巷南塘里
（兰台里）
（南台巷）

《运渎桥道小志》：高井大街有巷西出为南
塘里，晋时豪侠所聚。

位于新街口西南。街巷高井大街
（丰富路）

1939年运渎淤塞成巷，桥
废。

位于今红土桥(巷)北端，打钉巷与甘
雨巷之间。

桥梁 (街巷)北乾道桥
（草桥）

位于安品街与千章巷之间跨古运渎
河上（后为红土桥巷，现在鼎新
路）。

桥梁 (街巷)红土桥
（南乾道桥）

已废。《秦淮志》：“古禅灵渚也。景定三年，马
光祖修。桥西有禅灵寺《梁书· 王僧辩
传》：僧辩讨侯景，乘潮入淮，进至禅灵
寺，是也。寺在今范家塘侧，道光间犹
存。”

淮水在此与运渎合。旧确址在干鱼
巷口，今在升州路西段北面的糯米
巷东侧。

桥梁 (街巷)禅灵寺桥
（斗门桥）

（以下为六朝运渎故道）（自南而北）

存没情况史料文献今址考证性质(现
在)名称

已废《秦淮志》：进香河南流，为西仓桥、北石
桥、红板桥、严家桥、莲花桥。

位于进香河路北段。桥梁西仓桥

已废。位于进香河路西侧。 东起四牌楼，
西至丹凤街。

桥梁 (街巷)大石桥

进香河五桥之一。河废成
巷。

位于进香河路南段东侧，严家桥
北。其桥后易以石，俗曰石板桥，
今虹板桥。

桥梁 (街巷)红板桥
（石板桥）
（虹板桥）

进香河五桥之一。河废成
巷。

位于进香河路南段东侧。东起蓁
巷，西至进香河路。

桥梁 (街巷)严家桥

长5米，宽18米位于珠江路北进香河路南端。因桥
东南莲花庵得名。

街巷莲花桥

1987年并入洪武北路。位于新街口东北，南起中山东路，
北至长江路。

古迹(街巷)上乘庵

1998年更名为正洪营。位于新街口广场东南，南起正洪
街，北至中山东路。

居民区破布营
（正洪营）

现名南台里。《上江两县志》城内图：在三茅宫东侧有兰
台里，其东端为古运渎。即今南台巷。

位于新街口西南丰富路中段西侧，
南起秣陵路，北至俞家巷。

街巷南塘里
（兰台里）
（南台巷）

《运渎桥道小志》：高井大街有巷西出为南
塘里，晋时豪侠所聚。

位于新街口西南。街巷高井大街
（丰富路）

1939年运渎淤塞成巷，桥
废。

位于今红土桥(巷)北端，打钉巷与甘
雨巷之间。

桥梁 (街巷)北乾道桥
（草桥）

位于安品街与千章巷之间跨古运渎
河上（后为红土桥巷，现在鼎新
路）。

桥梁 (街巷)红土桥
（南乾道桥）

已废。《秦淮志》：“古禅灵渚也。景定三年，马
光祖修。桥西有禅灵寺《梁书· 王僧辩
传》：僧辩讨侯景，乘潮入淮，进至禅灵
寺，是也。寺在今范家塘侧，道光间犹
存。”

淮水在此与运渎合。旧确址在干鱼
巷口，今在升州路西段北面的糯米
巷东侧。

桥梁 (街巷)禅灵寺桥
（斗门桥）

（以下为六朝运渎故道）（自南而北）

存没情况史料文献今址考证性质(现
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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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渎故道的现存地名（桥梁、街巷、居民区）（2）

已废。《金陵古迹图考》：古栅塘，为运渎之尾闾，城
中水利，关系匪轻。

位于虎踞南路瓦厂街北，今涵
洞口西侧。

涵洞(街
巷)

铁窗棂

桥现存,长21.3米，宽5.6米。《秦淮志》：运渎水自望仙桥迤西南流，过此
桥，出铁窗棂，入于外壕河。

位于朝天宫西，堂子街南侧，
跨内秦淮河。

桥梁张公桥

已废。《秦淮志》：即古西州桥，以西州门得名。位于朝天宫之西古运渎河上，
文津桥与张公桥之间。

桥梁西州桥
（望仙桥）

桥现存,长40米，宽25米。《秦淮志》：在府学西，亦同治中建。位于朝天宫西侧的莫愁路上，
清代名文津桥。

桥梁文津桥

古桥已废，原址清同治时改建，桥以仓巷
得名。

《秦淮志》：本名崇道桥，以其在仓巷西，亦名
仓巷桥。同治中建府学，改今名。晋王导之西园
也。

位于朝天宫南，仓巷北端。桥梁道济桥
（崇道桥）
（仓巷桥）

古桥已废，原址今有鼎新桥。《秦淮志》：笪桥水合草桥北出之水，为运渎正
河至此桥。《金陵古迹图考》：本名小新桥，宋
马光祖重建，因改今名。

位于丰富路南端、建邺路南
侧。

桥梁鼎新桥
（小新桥）

古桥已废，原址今有笪桥。《秦淮志》：相传茅山笪宗师所建，故以姓名
之。即古之扬烈桥（《南史》：王僧虔观鸭于扬
烈桥）在唐曰太平桥，在明曰钦化桥。桥南旧有
灯市。
《至正金陵新志》“桥梁”：“太平桥，在龙翔
寺西南，旧名钦化，又呼笪桥。”笪桥一直沿用
至今，在鸽子桥西侧。

位于建邺路南侧，评事街北端
跨古运渎东支处。

桥梁扬烈桥
（笪桥）

（以下为六朝运渎故道西支流）（自东而西）

存没情况史料文献今址考证性质
(现在)名称

已废。《金陵古迹图考》：古栅塘，为运渎之尾闾，城
中水利，关系匪轻。

位于虎踞南路瓦厂街北，今涵
洞口西侧。

涵洞(街
巷)

铁窗棂

桥现存,长21.3米，宽5.6米。《秦淮志》：运渎水自望仙桥迤西南流，过此
桥，出铁窗棂，入于外壕河。

位于朝天宫西，堂子街南侧，
跨内秦淮河。

桥梁张公桥

已废。《秦淮志》：即古西州桥，以西州门得名。位于朝天宫之西古运渎河上，
文津桥与张公桥之间。

桥梁西州桥
（望仙桥）

桥现存,长40米，宽25米。《秦淮志》：在府学西，亦同治中建。位于朝天宫西侧的莫愁路上，
清代名文津桥。

桥梁文津桥

古桥已废，原址清同治时改建，桥以仓巷
得名。

《秦淮志》：本名崇道桥，以其在仓巷西，亦名
仓巷桥。同治中建府学，改今名。晋王导之西园
也。

位于朝天宫南，仓巷北端。桥梁道济桥
（崇道桥）
（仓巷桥）

古桥已废，原址今有鼎新桥。《秦淮志》：笪桥水合草桥北出之水，为运渎正
河至此桥。《金陵古迹图考》：本名小新桥，宋
马光祖重建，因改今名。

位于丰富路南端、建邺路南
侧。

桥梁鼎新桥
（小新桥）

古桥已废，原址今有笪桥。《秦淮志》：相传茅山笪宗师所建，故以姓名
之。即古之扬烈桥（《南史》：王僧虔观鸭于扬
烈桥）在唐曰太平桥，在明曰钦化桥。桥南旧有
灯市。
《至正金陵新志》“桥梁”：“太平桥，在龙翔
寺西南，旧名钦化，又呼笪桥。”笪桥一直沿用
至今，在鸽子桥西侧。

位于建邺路南侧，评事街北端
跨古运渎东支处。

桥梁扬烈桥
（笪桥）

（以下为六朝运渎故道西支流）（自东而西）

存没情况史料文献今址考证性质
(现在)名称



運瀆西支
（倉巷橋、文津橋、望仙橋、張公橋、鐵窗櫺）

南京地圖（1934）

北



文津橋（古運瀆西支）



涵洞口（古運瀆西支，通秦淮處）



運瀆主干
（陡門橋、紅土街、草橋、笪橋）

北

南京地圖（1934）



下浮橋、渡船口（古運瀆主幹）



笪桥、评事街



草橋（七家灣）



運瀆主干
（倉巷橋、鼎新橋、豐富路、南台巷）

北

南京地圖
（1934）



運瀆主干
（破布營、上乘庵）

北

南京地圖
（1934）



洪武北路橋、北門橋（珠江路）

洪武北路橋
（原蓮花橋附近）

北門橋



浮橋（珠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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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城

考證結果



六朝建康城市空間復原研究
——基於歷史文獻、城市考古與數字製圖技術

2

與張學鋒教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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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提出
 六朝臺城在何處？ 歷史、考古工作者長期的學術夢

 六朝建康的都城空間格局：宮城（臺城）、都城、外廓城
；位置及關係；城門…。

 六朝建康的城市興衰史：文獻梳理與考證。

 魏晉南北朝都城制度及比較研究：六朝建康、北魏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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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術史考察
 奠基工作（1930S）：朱偰《金陵古跡圖考》(1936)

 城市史名著（1980S）：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1992)

 都城建築史（1990S）：郭湖生《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宮室制度
沿革》(1990)、《六朝建康》(1993)、《台城考》(1997)、《台城
辯》(1999)、《論鄴城制度》(2000)…

 城市考古與歷史學研究的新收穫（2000S）：郭黎安《六朝建
康》(2002)、盧海鳴《六朝都城》(2002)、賀雲翱《六朝瓦當與
六朝都城》(2005)、張學鋒(2006)及新作、王志高(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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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偰《金陵古跡圖考》(1936)
 近現代以來對六朝建康的開拓性研究，尤其可稱道的是
其在實地考察基礎上的文獻考證及在文化史意義上的深
度學術挖掘。

朱偰
（190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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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偰《金陵古跡圖考》(1936)
 使用現代學術方法，举证前人著述，对宋岳珂《桯史》
、元《至正金陵新志》、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清
陈文述《秣陵集》等书观点均有引述、考辨，梳理與回
答以下問題：

 （1）台城是否即為都城？

 （2）台城是否即為宮城？

 （3）如台城既非都城，又非宮城，是否別為一城？

 （4）台城究在何處？其四至若何？城門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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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偰《金陵古跡圖考》(1936)
 “次論臺城之四至。臺城南北屆今可考惟東西所至，已難確定
。《建康實錄》謂臺城城南正中大司馬門，南對宜陽門，相
去二里，而宣陽門又南五里為朱雀航（今之長樂渡），則大
司馬門去淮水凡七里，尤可以六朝時之尺度推度之。又《與
地志》云：“同泰寺與臺城隔路；今雞鳴寺及迤西北極閣一帶
，即古同泰寺址，則臺城北界亦可推得，當在今中央大學北
墻及鐵路所經一帶。至於東西所至，雖已不可考，然亦不難
簡介推得。…則臺城東西所界亦決不能出此範圍。再以大司馬
門正南直對朱雀航，相去七里，當在今北門橋位置，則臺城
當南至乾河沿，北至北極閣下雞鳴寺，西至中山路西，東近
成賢街，可無疑矣。”（頁114）（几点思考）



《洪武京城图志》



《六朝故城图考》



六朝建康城示意圖
（朱偰，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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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1992)

 1982年以來相關學術論文的結集。

 建康與六朝史的發展、城市規劃與
建設、城市發展與興衰、城市經濟
基礎、城市生活等諸多方面；並在
六朝的區域發展（以浙東地區為主）及
對建康的關係、中古築城運動、中
古都城坊制等方面有細緻研究。論
著條理清晰、文獻扎實、考辨深入
、論述精當，可稱典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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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1992)

 收錄主要論文（以六朝建康為主）

 劉淑芬. 建康與六朝歷史的發展, 第3～33頁.

 劉淑芬. 六朝建康城的興盛與衰落, 第35～80頁.

 劉淑芬. 六朝建康的經濟基礎, 第81～109頁.

 劉淑芬. 六朝建康的園宅, 第111～134頁.

 劉淑芬. 六朝時代的建康——市廛、民居與治安, 第135～165

頁.

 劉淑芬. 六朝建康與北魏洛陽之比較, 第167～191頁.

 劉淑芬. 魏晉北朝的築城運動, 第353～407頁.

 劉淑芬. 中古坊制初探, 第409～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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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城市興衰的發展階段[1]

（據劉淑芬（1983）歸納、整理）

根据下文整理：刘淑芬. 六朝建康城的兴盛与衰落. 大陆杂志. 1983, 67(4): 23-40.

⑴陈武帝时期：558年重修台城太极殿；
⑵陈宣帝时期：575年改作宫城第二重城墙的云龙门、神虎门，577年重修东宫；⑶陈后主时期：宫中新造临春、
结绮、望仙三阁。
⑷隋灭陈时期：建康都城、宫城遭“平荡耕垦”。

南朝陈
(557~589年)

⑴侯景之乱(548~552年)的摧残；548年侯景起兵攻至建康台城，围城近半年才破，其间建康都城、宫城遭受巨大
破坏，东宫烧为灰烬、城内树木砍伐殆尽…；侯景完全占领建康后，曾对都城进行一些修补，修南郊、修复台城、
在朱雀航处跨水筑城，称“捍国城”；
⑵王僧辩定乱(552年)时的破坏，兵火烧毁大部分的宫城、府署，包括台城太极殿及东、西堂，秘书省等，此时建
康城的残破更甚侯景时。

南朝梁末
(548~557年)

4.破坏毁灭期

①508年，立神龙、仁虎阙，作“国门”；
②510年，在秦淮河两岸筑塘；
③511年，增筑台城第三重宫墙；
④兴建宫苑；改建太极殿（513年）、增高太庙地基，增筑建兴苑(514年)、江潭苑(543年)；
⑤521年，宫城大火，烧三千余间。

南朝梁前期
(梁武帝)

(502~548年)
3.极盛期

⑴齐高帝改筑都城城墙(480年)；
⑵齐武帝修筑宫殿：凤华殿、寿昌殿及耀灵殿等；
⑶东昏侯大兴土木；①500年宫城大火，借此大兴宫殿；②建芳乐苑等。

南朝齐
(479~502年)

⑴宋文帝兴筑苑囿；①新建乐游苑(北苑，443年)；②增建华林园(446年)；③宫城增开万春、千秋二门；
⑵孝武帝踵继前威；①新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②兴建上林苑(459年)；③修都城南、北驰道，建明堂。

南朝宋
(420~479年)

⑴元帝时期：沿袭旧规；因孙吴旧城为都城，仅增置宗庙社稷、南郊(319年)；
⑵成帝时期：重新规划，重建都城与宫城(330~332年)；①都城重建、设置六门；②创建宫城，称建康宫(显阳宫)
；③建朱雀浮航(336年)；
⑶孝武帝时：①重修与增建宫城(378年)；②改建朱雀门；③扩建太庙(391年)、拓建东宫(392年)、重建永安宫、
清暑殿(396年)；
⑷东晋末年：①开设宫城东掖、平昌、广莫三门；②筑东府城(414年)。

东晋
(317~420年)

2.建设期

⑴都城：建“二十里十九步”都城，奠定六朝都城基础，开一门(白门)；
⑵宫苑：①太初宫(229年)；②南宫、西苑；③苑城；④昭明宫(267年)。

孙吴
(229~280年)1.奠基期

城市建设、破坏的标志性事件发展阶段

⑴陈武帝时期：558年重修台城太极殿；
⑵陈宣帝时期：575年改作宫城第二重城墙的云龙门、神虎门，577年重修东宫；⑶陈后主时期：宫中新造临春、
结绮、望仙三阁。
⑷隋灭陈时期：建康都城、宫城遭“平荡耕垦”。

南朝陈
(557~589年)

⑴侯景之乱(548~552年)的摧残；548年侯景起兵攻至建康台城，围城近半年才破，其间建康都城、宫城遭受巨大
破坏，东宫烧为灰烬、城内树木砍伐殆尽…；侯景完全占领建康后，曾对都城进行一些修补，修南郊、修复台城、
在朱雀航处跨水筑城，称“捍国城”；
⑵王僧辩定乱(552年)时的破坏，兵火烧毁大部分的宫城、府署，包括台城太极殿及东、西堂，秘书省等，此时建
康城的残破更甚侯景时。

南朝梁末
(548~557年)

4.破坏毁灭期

①508年，立神龙、仁虎阙，作“国门”；
②510年，在秦淮河两岸筑塘；
③511年，增筑台城第三重宫墙；
④兴建宫苑；改建太极殿（513年）、增高太庙地基，增筑建兴苑(514年)、江潭苑(543年)；
⑤521年，宫城大火，烧三千余间。

南朝梁前期
(梁武帝)

(502~548年)
3.极盛期

⑴齐高帝改筑都城城墙(480年)；
⑵齐武帝修筑宫殿：凤华殿、寿昌殿及耀灵殿等；
⑶东昏侯大兴土木；①500年宫城大火，借此大兴宫殿；②建芳乐苑等。

南朝齐
(479~502年)

⑴宋文帝兴筑苑囿；①新建乐游苑(北苑，443年)；②增建华林园(446年)；③宫城增开万春、千秋二门；
⑵孝武帝踵继前威；①新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②兴建上林苑(459年)；③修都城南、北驰道，建明堂。

南朝宋
(420~479年)

⑴元帝时期：沿袭旧规；因孙吴旧城为都城，仅增置宗庙社稷、南郊(319年)；
⑵成帝时期：重新规划，重建都城与宫城(330~332年)；①都城重建、设置六门；②创建宫城，称建康宫(显阳宫)
；③建朱雀浮航(336年)；
⑶孝武帝时：①重修与增建宫城(378年)；②改建朱雀门；③扩建太庙(391年)、拓建东宫(392年)、重建永安宫、
清暑殿(396年)；
⑷东晋末年：①开设宫城东掖、平昌、广莫三门；②筑东府城(414年)。

东晋
(317~420年)

2.建设期

⑴都城：建“二十里十九步”都城，奠定六朝都城基础，开一门(白门)；
⑵宫苑：①太初宫(229年)；②南宫、西苑；③苑城；④昭明宫(267年)。

孙吴
(229~280年)1.奠基期

城市建设、破坏的标志性事件发展阶段



六朝建康城示意圖
（劉淑芬，1983）



六朝建康城示意圖
（劉淑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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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與北魏洛陽的時空比較
（據劉淑芬（1983）歸納、整理）

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依邙山，南枕洛水，西有伊
水，东环谷水。西据崤坂之险，东有虎牢之固，地理形
势险要。

北有覆舟、鸡笼诸山，南枕秦淮河，西远临大
江，东有青溪；“惟有青山似洛中”，与洛阳地
理环境相似。

城市地理环境（山川形
势）

政治强力推动，建设期短（都城主体在一年内建成）；
规模宏大、规制方正、有城坊规划、典型的北方都市；
蹙兴蹙灭，生存期短。

君权弱，主要由权臣推动建设；建设持续而缓
慢；都城的繁华是历代逐步积累的成果；典型的
南方都城特色，山峦多布、水道纵横，故因山就
水，顺应自然，都城呈不规则形状。

城市建设特点

初始营建时间：493年；
发展与全盛期：494~528年（河阴之祸）；
停滞与衰落期：~528年；
破坏与毁灭期：528~538年（侯景焚城）。

奠基期（孙吴）：奠定都城范围（无外郭）、城
市内外水道系统；
建设期（东晋、宋、齐）；
极盛期（梁武帝时期）：~548年；
破坏毁灭期（梁末、陈）：548~589年。

都城建设与衰败的时间
分期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孝武帝永熙三年
（534）
建都时间共为42年。

孙吴：229~280年
东晋：317~420年
南朝宋：420~479年
南朝齐：479~502年
南朝梁：502~557年
南朝陈：557~589年
建都时间共为321年。

六朝时期建都时间

东周洛邑
东汉洛阳
曹魏洛阳
西晋洛阳

未有建都史；最高行政单元依次是：金陵邑、秣
陵县。

六朝以前的建都史

北魏洛阳六朝建康比较项目

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依邙山，南枕洛水，西有伊
水，东环谷水。西据崤坂之险，东有虎牢之固，地理形
势险要。

北有覆舟、鸡笼诸山，南枕秦淮河，西远临大
江，东有青溪；“惟有青山似洛中”，与洛阳地
理环境相似。

城市地理环境（山川形
势）

政治强力推动，建设期短（都城主体在一年内建成）；
规模宏大、规制方正、有城坊规划、典型的北方都市；
蹙兴蹙灭，生存期短。

君权弱，主要由权臣推动建设；建设持续而缓
慢；都城的繁华是历代逐步积累的成果；典型的
南方都城特色，山峦多布、水道纵横，故因山就
水，顺应自然，都城呈不规则形状。

城市建设特点

初始营建时间：493年；
发展与全盛期：494~528年（河阴之祸）；
停滞与衰落期：~528年；
破坏与毁灭期：528~538年（侯景焚城）。

奠基期（孙吴）：奠定都城范围（无外郭）、城
市内外水道系统；
建设期（东晋、宋、齐）；
极盛期（梁武帝时期）：~548年；
破坏毁灭期（梁末、陈）：548~589年。

都城建设与衰败的时间
分期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孝武帝永熙三年
（534）
建都时间共为42年。

孙吴：229~280年
东晋：317~420年
南朝宋：420~479年
南朝齐：479~502年
南朝梁：502~557年
南朝陈：557~589年
建都时间共为321年。

六朝时期建都时间

东周洛邑
东汉洛阳
曹魏洛阳
西晋洛阳

未有建都史；最高行政单元依次是：金陵邑、秣
陵县。

六朝以前的建都史

北魏洛阳六朝建康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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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與北魏建康在都城規劃上的比較（局部）
（據劉淑芬（1983）、歸納整理）

东西轴心：连接西阳门与东阳门的御道是全城的东西轴心；
南北轴心：宫城南门的阊阖门至都城宣阳门的铜驼街，是南

半城的南北轴心。
刘淑芬引何氏论点，认为“从东汉迄西晋的都城是否有城区

轴心之设置，乃蒙昧难知。”（页178）

“孙吴时代，建康就有清晰的南北轴心，由苑城南门经都城白
门（后世的宣阳门），迄于朱雀门。”（页178）

东晋咸和后，“以吴苑城筑宫城，宫城北移，在宫城南门外又
发展出东西轴心，由都城的西明门，经宫城大司马门前，以迄建
春门。”

都城的空间轴心

刘淑芬引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1965）的观点，认为
洛阳城规划有三个特征：①宫苑单位的形成；②城区轴心原则
的确立；③计画坊里制的始创。

参照何炳棣的看法，建康同样在都城北部形成一个独立的宫苑区
域。西汉长安至西晋洛阳，未将宫苑造成一个独立的区域。

空间布局的特色

北魏洛阳的宫城在都城北区中央，“背朝面市”。
同样不符合《周礼》“中央宫阙，前朝后市”的原则。

孙吴时期：太初宫、昭明宫在都城西南；苑城在中央偏北。
东晋南朝时期：东晋咸和五年以苑城为基础创建宫城，即台城

。地处都城中央偏北处。
不符合《周礼》“中央宫阙，前朝后市”的原则。建康是中国

第一个“背朝面市”的都市。

宫城及位置

北魏洛阳有十三门：
东面：建春门（北东）、东阳门（正东）、青阳门（南东，

汉魏清明门）；
南面：开阳门（南东）、平昌门（南东）、宣阳门（正南）

、津阳门（南西）
西面：西阳门（西南，汉魏广阳门）、西阳门（正西，汉雍

门、魏晋西明门）、阊阖门（西北）、承明门（西北，北魏新
开）

北面：大夏门（正北）、广莫门（北东）
汉魏洛阳有十二门。

孙吴时期：“白门”（南面，一门）；东晋咸和以后：六门
（从东面顺时针计）：建春门（正东）、清明门（东南）、开阳
门（南东）、宣阳门（正南）、陵阳门（南西）、西明门（正
西）。宋元嘉二十五年后：增开阊阖门（西南）、广莫门（北
东）二门，改开阳门为津阳门，共八门；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以诸正史、《建康实录》等史料，以“
宁阙毋滥”的考证，对《至正金陵新志》、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史若川《六朝故城考》所持建康都城有十二门之说，指出其
不合史料的谬误。

刘淑芬也据《建康实录》，持都城八门之说。

都城门

《洛阳迦蓝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为一东西
宽、南北狭的长方形。

《建康实录》引《舆地志》：“周二十里十九步”，形状已不可
考。朱偰《金陵古今图考》假定都城为一边长约五里的正方形
城，以此推断台城（“周八里”，也比作边长为二里的正方形
城），又据台城南面据都城门有二里的说法，推测台城在都城中
央偏北处。

都城形状

太极殿太极殿（始自东汉洛阳）宫城正殿

皇城（都城）、宫城（台城），外郭皇城（都城）、宫城（台城），无外郭都城层次

李冲（河西汉族）王导规划与建设主持人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东晋咸和五年（330年）规划定型

魏晋洛阳旧基孙吴建业城旧基建设基础

北魏洛阳六朝建康比较项目

东西轴心：连接西阳门与东阳门的御道是全城的东西轴心；
南北轴心：宫城南门的阊阖门至都城宣阳门的铜驼街，是南

半城的南北轴心。
刘淑芬引何氏论点，认为“从东汉迄西晋的都城是否有城区

轴心之设置，乃蒙昧难知。”（页178）

“孙吴时代，建康就有清晰的南北轴心，由苑城南门经都城白
门（后世的宣阳门），迄于朱雀门。”（页178）

东晋咸和后，“以吴苑城筑宫城，宫城北移，在宫城南门外又
发展出东西轴心，由都城的西明门，经宫城大司马门前，以迄建
春门。”

都城的空间轴心

刘淑芬引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1965）的观点，认为
洛阳城规划有三个特征：①宫苑单位的形成；②城区轴心原则
的确立；③计画坊里制的始创。

参照何炳棣的看法，建康同样在都城北部形成一个独立的宫苑区
域。西汉长安至西晋洛阳，未将宫苑造成一个独立的区域。

空间布局的特色

北魏洛阳的宫城在都城北区中央，“背朝面市”。
同样不符合《周礼》“中央宫阙，前朝后市”的原则。

孙吴时期：太初宫、昭明宫在都城西南；苑城在中央偏北。
东晋南朝时期：东晋咸和五年以苑城为基础创建宫城，即台城

。地处都城中央偏北处。
不符合《周礼》“中央宫阙，前朝后市”的原则。建康是中国

第一个“背朝面市”的都市。

宫城及位置

北魏洛阳有十三门：
东面：建春门（北东）、东阳门（正东）、青阳门（南东，

汉魏清明门）；
南面：开阳门（南东）、平昌门（南东）、宣阳门（正南）

、津阳门（南西）
西面：西阳门（西南，汉魏广阳门）、西阳门（正西，汉雍

门、魏晋西明门）、阊阖门（西北）、承明门（西北，北魏新
开）

北面：大夏门（正北）、广莫门（北东）
汉魏洛阳有十二门。

孙吴时期：“白门”（南面，一门）；东晋咸和以后：六门
（从东面顺时针计）：建春门（正东）、清明门（东南）、开阳
门（南东）、宣阳门（正南）、陵阳门（南西）、西明门（正
西）。宋元嘉二十五年后：增开阊阖门（西南）、广莫门（北
东）二门，改开阳门为津阳门，共八门；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以诸正史、《建康实录》等史料，以“
宁阙毋滥”的考证，对《至正金陵新志》、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史若川《六朝故城考》所持建康都城有十二门之说，指出其
不合史料的谬误。

刘淑芬也据《建康实录》，持都城八门之说。

都城门

《洛阳迦蓝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为一东西
宽、南北狭的长方形。

《建康实录》引《舆地志》：“周二十里十九步”，形状已不可
考。朱偰《金陵古今图考》假定都城为一边长约五里的正方形
城，以此推断台城（“周八里”，也比作边长为二里的正方形
城），又据台城南面据都城门有二里的说法，推测台城在都城中
央偏北处。

都城形状

太极殿太极殿（始自东汉洛阳）宫城正殿

皇城（都城）、宫城（台城），外郭皇城（都城）、宫城（台城），无外郭都城层次

李冲（河西汉族）王导规划与建设主持人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东晋咸和五年（330年）规划定型

魏晋洛阳旧基孙吴建业城旧基建设基础

北魏洛阳六朝建康比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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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湖生《台城辯》(1999)
 主要問題：（1）何謂“台城”；（2）台城的內部空間格
局；（3）台城位置考。

 主要結論及貢獻：

 指出雞鳴寺後決不可能存在台城；

 “台城”名稱來源；

 台城內主要建築群：尚書朝堂、太極殿及東西堂、後宮內殿、華
林園、其他；

 較早提出建康都城傾斜說，並繪製都城、台城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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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湖生《台城辯》(1999)
 主要結論及貢獻：

 提出宮城北牆與都城北牆相合說，提出宮城“駢列制” ，就是宮
城內有兩條平行並列的軸線；

 提出中國都城建設史上的“戰國體系”、“鄴城體系”和“汴京體系”

理論，將六朝建康與北魏洛陽也歸於“鄴城體系”，從而為六朝建
康城市建設史的研究提出新的參照系統。



六朝建康城示意圖
（郭湖生，1999）



臺城示意圖
（郭湖生，1999）



考古学新进展的综述：张学锋《六朝
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2006)



引自張學鋒
（2006）



中村圭爾復原圖
引自張學鋒（2006）



引自張學鋒（2006）



引自張學鋒（2006）



張學鋒復原圖
（2006）



梁陈建康示意图（502~589年）
（据卢海鸣（2002）、刘淑芬（1992）改绘）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493~534年）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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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城复原研究综述（局部）（1）

注：在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基础上重新整理。

提出不同于朱偰的观点，对健康都城、宫城平面布局提出新的认识：
① 鸡鸣寺北的古城墙并非六朝遗存；
② 都城北垣与宫城北垣相重合，城北垣临潮沟，远离鸡笼山和覆舟山；
③ 提出都城中轴线呈东北-西南走向的观点，将建康宫城定在今大行宫一带；逐步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并为

考古发掘所支持；
④ 绘制“六朝建康形势图”，都城形状呈正方形；
⑤ 对台城进行深入研究，绘制了“六朝建康宫城内部布局图”，呈现宫城内部的详细布局，这是前后学者都未

曾致力的工作。
（据张学锋（2006）：绘制的建康形势图未按南京市区图绘制，运渎、青溪位置有一定问题）都城与宫城的位

置不符合文献记载。

郭湖生〈六朝建康〉
（1993）、〈台城考〉
（1997）、〈台城辩〉
（1999）

提出不同于朱偰的观点：
① 都城北界定为九华山南麓的北京东路一线，对都城的西界和东界提出新的看法。
② 都城西界、东界依青溪、运渎，而呈蜿蜒之势。
③ 绘制“建康都城范围复原图”

中村圭尔〈建康の「都
城」について〉（1988）

基本继承朱偰观点，但都城形状不再是规则形状；
① 基本确定建康都城北、东、西三面所在，并推断都城南墙所在；
② 对朱偰台城位置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③ 绘制的都城示意图成不规则形，御道形状弯曲，以符文献中所记七里。

郭黎安《六朝建康》
（2002）

主要沿袭朱偰对建康都城、宫城空间布局的观点，刘氏贡献主要在用史学考据方法对六朝都城建设史的时空脉
络梳理，在都城空间复原中有以下几点认识；

① 主张建康都城八门说；
② 纠正朱偰的部分错误：如朱偰绘“东晋建康图”中，宫城东西的云龙门、神虎门，其实不确，此处至宋文帝

时方建万春、千秋二门。

刘淑芬〈六朝建康城的兴
盛与衰落〉（1983）

① 以鸡鸣寺后一段古城墙为六朝建康都城的北墙，而东、南、西三面的确址不详；
② 以长乐渡为六朝朱雀航；
③ 假想建康都城为正方形，每边五里，并以鸡鸣寺后城墙与长乐渡一线为轴线，绘制都城平面示意图；
④ 提出“台城”即建康宫城，也以其为四方形，每边二里，并考辨其四至；
⑤ 纠正时人的误传，指出鸡鸣寺后一段城墙并非台城遗迹。（笔者按：张文未察朱偰原文，因而误解了朱氏已

提出的正确观点。）
（据张学锋（2006）：①鸡鸣寺后古城墙是明城垣的一段，非六朝都城北墙遗存；②长乐渡亦非朱雀航；③蒋

赞初认为都城北界在今北京东路以南一线。）

朱偰《金陵古今图考》
（1936）

主要观点及贡献学者及其著作

提出不同于朱偰的观点，对健康都城、宫城平面布局提出新的认识：
① 鸡鸣寺北的古城墙并非六朝遗存；
② 都城北垣与宫城北垣相重合，城北垣临潮沟，远离鸡笼山和覆舟山；
③ 提出都城中轴线呈东北-西南走向的观点，将建康宫城定在今大行宫一带；逐步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并为

考古发掘所支持；
④ 绘制“六朝建康形势图”，都城形状呈正方形；
⑤ 对台城进行深入研究，绘制了“六朝建康宫城内部布局图”，呈现宫城内部的详细布局，这是前后学者都未

曾致力的工作。
（据张学锋（2006）：绘制的建康形势图未按南京市区图绘制，运渎、青溪位置有一定问题）都城与宫城的位

置不符合文献记载。

郭湖生〈六朝建康〉
（1993）、〈台城考〉
（1997）、〈台城辩〉
（1999）

提出不同于朱偰的观点：
① 都城北界定为九华山南麓的北京东路一线，对都城的西界和东界提出新的看法。
② 都城西界、东界依青溪、运渎，而呈蜿蜒之势。
③ 绘制“建康都城范围复原图”

中村圭尔〈建康の「都
城」について〉（1988）

基本继承朱偰观点，但都城形状不再是规则形状；
① 基本确定建康都城北、东、西三面所在，并推断都城南墙所在；
② 对朱偰台城位置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③ 绘制的都城示意图成不规则形，御道形状弯曲，以符文献中所记七里。

郭黎安《六朝建康》
（2002）

主要沿袭朱偰对建康都城、宫城空间布局的观点，刘氏贡献主要在用史学考据方法对六朝都城建设史的时空脉
络梳理，在都城空间复原中有以下几点认识；

① 主张建康都城八门说；
② 纠正朱偰的部分错误：如朱偰绘“东晋建康图”中，宫城东西的云龙门、神虎门，其实不确，此处至宋文帝

时方建万春、千秋二门。

刘淑芬〈六朝建康城的兴
盛与衰落〉（1983）

① 以鸡鸣寺后一段古城墙为六朝建康都城的北墙，而东、南、西三面的确址不详；
② 以长乐渡为六朝朱雀航；
③ 假想建康都城为正方形，每边五里，并以鸡鸣寺后城墙与长乐渡一线为轴线，绘制都城平面示意图；
④ 提出“台城”即建康宫城，也以其为四方形，每边二里，并考辨其四至；
⑤ 纠正时人的误传，指出鸡鸣寺后一段城墙并非台城遗迹。（笔者按：张文未察朱偰原文，因而误解了朱氏已

提出的正确观点。）
（据张学锋（2006）：①鸡鸣寺后古城墙是明城垣的一段，非六朝都城北墙遗存；②长乐渡亦非朱雀航；③蒋

赞初认为都城北界在今北京东路以南一线。）

朱偰《金陵古今图考》
（1936）

主要观点及贡献学者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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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com注：在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基础上重新整理。

六朝建康城复原研究综述（局部）（2）

① 明确指出朱雀航、运渎、青溪三处位置是确定建康都城范围的基础；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以朱雀航
为起点的御道大略呈北偏东25度延伸，如假定以其作为纵贯都城的中轴线，则夹于运渎与青溪之间的建康
都城及宫城都呈南北狭长的长方形格局。从而提出了前此大部研究所不同的新观点。

② 对朱雀航的考辩更趋精确；提出笔者对建康都城和宫城四至的新看法。
③ 综合考辩与评价了前人的研究，对青溪、运渎位置的判定有新的认识；研究还结合了最新的六朝建康

考古发掘成果，在南京市区图上绘制了新的建康宫城和都城示意图。
④ 指出建康城的规划建设应放到当时的大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中包含来自遥远草原帝国的文化因素。

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
原新思路〉（2006）

以近年来南京城区的六朝考古为基础，参以郭湖生观点；
① 考证了运渎、潮沟、青溪的位置；② 考虑了青溪、运渎的流向与位置，都城紧临运渎、潮沟和青溪之间，呈南北

长的不规则形，宫城居中偏西，呈长方形；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2005）

以朱偰研究为基础，，综合各家观点，并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
① 使用最近期考古资料，对六朝都城、宫城的位置及布局进行了较全面的改正；
② 将都城、宫城设想为正方形，绘制“六朝建康城位置示意图”。
（据张学锋（2006）：将都城、宫城设想为正方形，同朱偰、郭湖生一样，忽视了地理因素对都城建设的影响。）

卢海鸣《六朝都城》（2002）

提出不同于朱偰，也不同于郭湖生的观点；
① 建康都城、宫城均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范围在青溪、运渎之间；都城南门在今淮海路以南的羊皮巷、户部

街一线。

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
（1998）

提出不同于朱偰的观点，宫城位置的推断与郭湖生相合：
① 以文献记载及六朝古水道（运渎、青溪）考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建康都城四界判定方法；
② 认为都城呈北宽南窄的倒梯形形状。
③ 在南京市区地图的基础上，考证并较精确地绘制了“六朝都城示意图”。

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
（1994）

基本继承朱偰观点；
① 证明台城北界在今鸡鸣寺之南，即今东南大学之北墙一带；
② 提出建康都城、台城的四至。
（据张学锋（2006）：以鸡鸣寺为同泰寺，缺乏确凿的史料证据。）
笔者按：首先提出鸡鸣寺后城墙为都城墙的是朱偰先生，并非罗氏。

罗宗真《六朝考古》（1994）

主要观点及贡献（今人所考的错谬处）学者及其著作

① 明确指出朱雀航、运渎、青溪三处位置是确定建康都城范围的基础；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以朱雀航
为起点的御道大略呈北偏东25度延伸，如假定以其作为纵贯都城的中轴线，则夹于运渎与青溪之间的建康
都城及宫城都呈南北狭长的长方形格局。从而提出了前此大部研究所不同的新观点。

② 对朱雀航的考辩更趋精确；提出笔者对建康都城和宫城四至的新看法。
③ 综合考辩与评价了前人的研究，对青溪、运渎位置的判定有新的认识；研究还结合了最新的六朝建康

考古发掘成果，在南京市区图上绘制了新的建康宫城和都城示意图。
④ 指出建康城的规划建设应放到当时的大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中包含来自遥远草原帝国的文化因素。

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
原新思路〉（2006）

以近年来南京城区的六朝考古为基础，参以郭湖生观点；
① 考证了运渎、潮沟、青溪的位置；② 考虑了青溪、运渎的流向与位置，都城紧临运渎、潮沟和青溪之间，呈南北

长的不规则形，宫城居中偏西，呈长方形；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2005）

以朱偰研究为基础，，综合各家观点，并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
① 使用最近期考古资料，对六朝都城、宫城的位置及布局进行了较全面的改正；
② 将都城、宫城设想为正方形，绘制“六朝建康城位置示意图”。
（据张学锋（2006）：将都城、宫城设想为正方形，同朱偰、郭湖生一样，忽视了地理因素对都城建设的影响。）

卢海鸣《六朝都城》（2002）

提出不同于朱偰，也不同于郭湖生的观点；
① 建康都城、宫城均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范围在青溪、运渎之间；都城南门在今淮海路以南的羊皮巷、户部

街一线。

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
（1998）

提出不同于朱偰的观点，宫城位置的推断与郭湖生相合：
① 以文献记载及六朝古水道（运渎、青溪）考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建康都城四界判定方法；
② 认为都城呈北宽南窄的倒梯形形状。
③ 在南京市区地图的基础上，考证并较精确地绘制了“六朝都城示意图”。

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
（1994）

基本继承朱偰观点；
① 证明台城北界在今鸡鸣寺之南，即今东南大学之北墙一带；
② 提出建康都城、台城的四至。
（据张学锋（2006）：以鸡鸣寺为同泰寺，缺乏确凿的史料证据。）
笔者按：首先提出鸡鸣寺后城墙为都城墙的是朱偰先生，并非罗氏。

罗宗真《六朝考古》（1994）

主要观点及贡献（今人所考的错谬处）学者及其著作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交流臺北 2015/12六朝建康都城平面示意图（陈刚2007）（据刘淑芬（1992）、卢海鸣（2002）改绘）
（a）孙吴建业示意图；（b）东晋建康示意图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交流臺北 2015/12
六朝建康都城平面示意图（陈刚2007）（据刘淑芬（1992）、卢海鸣（2002）改绘）

（c）宋齐建康示意图；（d）梁陈建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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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城市空間復原再思考
 從核心文獻出發：以《建康實錄》與經典文獻為中心

 結合城市考古的新進展：與史學考證、地理考察結合

 開展電腦製圖：地理信息技術、數據庫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核心文献——《建康实录》
《建康实录》及其史料价值
推薦詞：本書記述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的史
事和史跡，因六朝皆以建康為都城，故稱《建康實錄》。
作者許嵩， 大約生活在唐玄宗、肅宗時期。本書不僅簡
述六朝歷史，尤其注重建康及其附近山川、城池、宮苑、
官署、宅第、佛寺的記敘，詳及地理位置、建置沿革、興
衰變化諸端。作者廣征博引，除了正史資料之外，更引用
唐代初年以前五十餘種書籍，其中包含三十餘種佚書，使
得它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是研究六朝史、南京歷史地理
的重要典籍。 （劉淑芬，南京展现给世界的作品推薦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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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容上，此書取材瞻富，徵引廣博，常出正史之外。在敘事
上，本書能刪繁就簡，頗具“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的優點。
尤為可貴的是，此書詳載建康地區的土地山川、城池宮苑，以
及寺宇觀閣的沿革變遷和興廢置毀，確能起“各明處所，用存
古跡”之效。蓋因作者距六朝時代未遠，能據親自所見，多方
查考驗證，因而所載的內容，根據充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唐宋以來，凡考證六朝史事、遺跡的學者，無不據以為徵……

。宋張敦頤的《六朝事蹟類編》則基本上全據此書內容加以分
類編列……。宋以後直至今人所編有關古都建康的著述，其內容
均不能跳出此書範圍。（孟昭庚 等，点校说明，1987）

核心文献——《建康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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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康实录》的重要文献价值：（1）相较于正史而言，
《建康实录》在补充史实、史实考异、史实订正方面有其
贡献；（2）《建康实录》保存了唐代以前的大量地记史
料，书中记录的六朝古迹达100多处。（张忱石，点校说
明）

 《建康实录》存在问题：（1）体例不纯；（2）详略失
当；（3）史实讹误。 （张忱石，点校说明）

核心文献——《建康实录》



田余庆先生

結合經典文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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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電子文本



六朝國際大都會會議考察（雨花臺區東晉墓，張學鋒教授講解）2015.05



六朝博物館（臺城城墻及道路、排水涵道遺址）



游府西街小學發現台城南墻遺址（本頁圖片均採自網絡）



張學鋒復原東晉建康圖
（手繪草圖）(2014)
（无参照底圖）



張學鋒復原東晉建康圖
（手繪線劃圖）(2014)
（工作底圖為彩色圖）



據張學鋒(2014)草圖
電腦製圖

(纠正/配准/分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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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
南朝建康城为中心，
张学锋（2015）



進展與反思
六朝建康歷史地理信息化進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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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礎

思路方法

工作進展

5 進展與反思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政区历史地图

编绘中的区域历史政区地图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六朝时期政区演变历史地图

与姚乐博士
合作绘制
（2013）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建康及周邊區域專題地圖 在张学锋教授提供手绘草图基础上绘制（2014）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建康及周邊區域專題地圖 石刻GPS数据主要由盧曉慧博士採集（2014）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南京市政区电子地图(工作底图)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六朝纪年（年号）数据库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六朝城市交通数据集

南朝宋时主要城市距离建康水陆里程数据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六朝人物资料全文数据集

“六朝人物全文检索系统”界面

永嘉南渡（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拥立元帝（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与马共天下（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新亭对泣（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导执政（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敦之乱（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庾之争（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主要事件

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初袭祖爵即
丘子。司空刘实寻引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并不行。后参东海王越军事。
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
，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
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
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
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
、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
以上资料来自《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导》

传略

使持节、侍中、丞相、领扬州刺史、始兴公曾任官职

西晋：晋武帝(265~290)、晋惠帝(290～306)、晋怀帝(307～313)、晋愍帝(313～317)；
东晋：晋元帝(317~323)、晋明帝(323～326)、晋成帝(326～342)

活动时期

西晋、东晋朝代

侨姓，六朝一等高族家族情况

祖览，父裁祖、父姓名

不详出生地瑯琊临沂籍贯

267～339（西晋泰始三年～东晋咸康五年）生卒年

王导（茂弘）姓名（字号）

六朝人物资料全文检索结果

永嘉南渡（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拥立元帝（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与马共天下（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新亭对泣（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导执政（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敦之乱（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王庾之争（请点击左侧超链接）

主要事件

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初袭祖爵即
丘子。司空刘实寻引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并不行。后参东海王越军事。
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
，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
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
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
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
、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
以上资料来自《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导》

传略

使持节、侍中、丞相、领扬州刺史、始兴公曾任官职

西晋：晋武帝(265~290)、晋惠帝(290～306)、晋怀帝(307～313)、晋愍帝(313～317)；
东晋：晋元帝(317~323)、晋明帝(323～326)、晋成帝(326～342)

活动时期

西晋、东晋朝代

侨姓，六朝一等高族家族情况

祖览，父裁祖、父姓名

不详出生地瑯琊临沂籍贯

267～339（西晋泰始三年～东晋咸康五年）生卒年

王导（茂弘）姓名（字号）

六朝人物资料全文检索结果

查询结果（示例）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六朝建康地名数据集

建初寺、长干寺、高座寺、尸黎密寺、甘露寺、白马寺、延兴寺、建福寺、庄严寺、塔寺、栖禅寺、何皇后寺、建兴寺、彭城寺、东安寺、祗洹寺、瓦官寺、
波提寺、临秦寺、安乐寺、新亭寺、中寺、冶城寺、太后寺、法王寺、白塔寺、枳园寺、越城寺、开福寺、归善寺、鬭场寺（即道场寺）、崇明寺、延贤寺、
青园寺、禅众寺、护身寺、耆阇寺、招提寺、简靖寺、天宝寺、长寿寺……

寺庙

①青溪诸桥：东门桥、尹桥、鸡鸣桥、募士桥、菰首桥、青溪中桥、淮青桥、檀桥；
②淮水“二十四航”：石头津渡、榻航、竹格渚航、禅灵渚渡、朱雀航、麾扇渡（毛公渡）、长乐渡、丹阳后航、骠骑航（小航）、桃叶渡；
③运渎诸桥：孝义桥（甓子桥）、扬烈桥、西州桥、高晔桥、新桥（万岁桥）。
④其他：张公凸渡、落马涧、罗落桥、萧家渡。

桥梁、津渡

①内朝衙署：门下省、中书下省、尚书上省、尚书下省、中书省、门下省、左卫、右卫、卫尉；②外朝衙署：府衙

石头津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仓城

①孙吴时期：蒋陵、定陵。②东晋时期：建平陵、武平陵、兴平陵、崇平陵、永平陵、安平陵、高平陵、隆平陵、休平陵、冲平陵。③南朝宋时期：初宁陵、
长宁陵、景宁陵、高宁陵。（注：齐梁诸帝陵多在今丹阳县境，故不录）

陵寝

①华林园、乐游苑、江潭苑、桂林苑、芳乐苑、博望苑、南苑、西苑、建平园、上林苑、娄湖苑、灵邱苑、兰亭苑、青林苑、白水苑。
②华林园内楼阁宫殿：景阳楼（景阳殿）、大壮观、层城观、通天观、凤光殿、华光殿、兴化殿、灵曜前后殿、日观台、芳香堂、竹林堂、凤庄门（望贤门）
、华光殿、重云殿，下曰光严殿、听讼殿、临政殿、光昭殿、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天渊池（天泉池）、西池、胭脂井。

苑囿

①孙吴时期：太初宫、昭明宫、东宫、神龙殿、临海殿、赤乌殿；②东晋时期：建康宫、太极殿、东堂、西堂、东上阁、西上阁、清暑殿；③南朝宋时期：西
殿（合殿）、嘉禾殿、玉烛殿、紫极殿、含章殿；④南朝齐时期：寿昌殿、凤华殿、灵曜殿、凤庄殿、乾光殿、灵殿、正福殿、延昌殿、芳乐殿、玉寿殿；⑤
南朝梁时期：金华宫、五明殿、披香殿、凤光殿、文德殿、武德殿、乐寿殿、光华殿、宝云殿、至敬殿、景阳台、净居殿、寿光殿（寿光省）、武德殿；⑥南
朝陈时期：太极殿、东堂、西堂、嘉德殿、昭德殿、寿安殿、乾明殿、觉华殿、承明殿、含香殿、柏梁殿、德教殿。

宫殿

①都城门：孙吴时期：白门；东晋时期：建春门、清明门、开阳门（津阳门）、宣阳门、陵阳门、西明门；南朝宋以后：阊阖门、广莫门。
②宫城门：大司马门（章门、阙门）、阊阖门（南掖门）、东掖门、平昌门（冠爵门）、西掖门；万春门、千秋门、东华门（云龙门）、中华门（神虎门）。

城门

秣陵城、建康城、石头城、江宁城、台城（苑城）、冶城、越城、东府城、西州城、丹阳城、白下城（白石垒）、江乘城、临沂城、金城、湖熟城、怀德城、
白马城；柤浦垒、药园垒、廷尉垒。

城垒

①城郊：竹里路（黄城大道）。②城内：御街、横街、南北驰道、御沟。道路

①孙吴时期：扬州、丹阳郡、建业县、丹阳县、湖熟典农都尉、江乘典农都尉；②西晋时期：建邺县（建康县）、秣陵县、临江县（江宁县）、丹阳县、湖熟
县、江乘县、堂邑县；③东晋侨郡（县）：丹阳尹；琅琊郡、东海郡、东平郡、兰陵郡、魏郡、广川、高阳、堂邑郡；怀德县（费县）、临沂县、阳都县、即
丘县、肥乡县、元城县、广川县、北新城县、博陆县、堂邑县；④南朝时期：丹阳郡、南丹阳郡、琅琊郡，建兴郡等；同夏县、费县。（注：每部分只录新
置、改置行政治所）

治所

横塘、栅塘、方山埭。塘堰、埭坝

运渎、东渠、潮沟、破岗渎、城北渠、护城河、御沟、珍珠河。人工河渠

蔡洲、白鹭洲、马卯洲、新洲、后渚、洌洲。沙洲

玄武湖（桑泊、后湖、北湖）、娄湖、迎担湖、前湖、半阳湖。湖泊

①大江、淮水、青溪；②查浦、板桥浦、新林浦、江宁浦、蟹浦、秣陵浦。河流

蒋山、石头山、雨花台（聚宝山、东岗）、梅岗、凤台山、覆舟山、鸡鸣山、幕府山、大壮观山、直渎山、四望山、马鞍山、狮子山（卢龙山）、临沂山、摄
山、方山、小东山（土山）、雁门山、汤山、牛首山、三山、烈山、慈姥山、横山、白土岗、石子岗、落星岗、武帐岗、西陵（松陵岗、孙陵）、燕子矶。

山岗

六朝建康地名类别

建初寺、长干寺、高座寺、尸黎密寺、甘露寺、白马寺、延兴寺、建福寺、庄严寺、塔寺、栖禅寺、何皇后寺、建兴寺、彭城寺、东安寺、祗洹寺、瓦官寺、
波提寺、临秦寺、安乐寺、新亭寺、中寺、冶城寺、太后寺、法王寺、白塔寺、枳园寺、越城寺、开福寺、归善寺、鬭场寺（即道场寺）、崇明寺、延贤寺、
青园寺、禅众寺、护身寺、耆阇寺、招提寺、简靖寺、天宝寺、长寿寺……

寺庙

①青溪诸桥：东门桥、尹桥、鸡鸣桥、募士桥、菰首桥、青溪中桥、淮青桥、檀桥；
②淮水“二十四航”：石头津渡、榻航、竹格渚航、禅灵渚渡、朱雀航、麾扇渡（毛公渡）、长乐渡、丹阳后航、骠骑航（小航）、桃叶渡；
③运渎诸桥：孝义桥（甓子桥）、扬烈桥、西州桥、高晔桥、新桥（万岁桥）。
④其他：张公凸渡、落马涧、罗落桥、萧家渡。

桥梁、津渡

①内朝衙署：门下省、中书下省、尚书上省、尚书下省、中书省、门下省、左卫、右卫、卫尉；②外朝衙署：府衙

石头津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仓城

①孙吴时期：蒋陵、定陵。②东晋时期：建平陵、武平陵、兴平陵、崇平陵、永平陵、安平陵、高平陵、隆平陵、休平陵、冲平陵。③南朝宋时期：初宁陵、
长宁陵、景宁陵、高宁陵。（注：齐梁诸帝陵多在今丹阳县境，故不录）

陵寝

①华林园、乐游苑、江潭苑、桂林苑、芳乐苑、博望苑、南苑、西苑、建平园、上林苑、娄湖苑、灵邱苑、兰亭苑、青林苑、白水苑。
②华林园内楼阁宫殿：景阳楼（景阳殿）、大壮观、层城观、通天观、凤光殿、华光殿、兴化殿、灵曜前后殿、日观台、芳香堂、竹林堂、凤庄门（望贤门）
、华光殿、重云殿，下曰光严殿、听讼殿、临政殿、光昭殿、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天渊池（天泉池）、西池、胭脂井。

苑囿

①孙吴时期：太初宫、昭明宫、东宫、神龙殿、临海殿、赤乌殿；②东晋时期：建康宫、太极殿、东堂、西堂、东上阁、西上阁、清暑殿；③南朝宋时期：西
殿（合殿）、嘉禾殿、玉烛殿、紫极殿、含章殿；④南朝齐时期：寿昌殿、凤华殿、灵曜殿、凤庄殿、乾光殿、灵殿、正福殿、延昌殿、芳乐殿、玉寿殿；⑤
南朝梁时期：金华宫、五明殿、披香殿、凤光殿、文德殿、武德殿、乐寿殿、光华殿、宝云殿、至敬殿、景阳台、净居殿、寿光殿（寿光省）、武德殿；⑥南
朝陈时期：太极殿、东堂、西堂、嘉德殿、昭德殿、寿安殿、乾明殿、觉华殿、承明殿、含香殿、柏梁殿、德教殿。

宫殿

①都城门：孙吴时期：白门；东晋时期：建春门、清明门、开阳门（津阳门）、宣阳门、陵阳门、西明门；南朝宋以后：阊阖门、广莫门。
②宫城门：大司马门（章门、阙门）、阊阖门（南掖门）、东掖门、平昌门（冠爵门）、西掖门；万春门、千秋门、东华门（云龙门）、中华门（神虎门）。

城门

秣陵城、建康城、石头城、江宁城、台城（苑城）、冶城、越城、东府城、西州城、丹阳城、白下城（白石垒）、江乘城、临沂城、金城、湖熟城、怀德城、
白马城；柤浦垒、药园垒、廷尉垒。

城垒

①城郊：竹里路（黄城大道）。②城内：御街、横街、南北驰道、御沟。道路

①孙吴时期：扬州、丹阳郡、建业县、丹阳县、湖熟典农都尉、江乘典农都尉；②西晋时期：建邺县（建康县）、秣陵县、临江县（江宁县）、丹阳县、湖熟
县、江乘县、堂邑县；③东晋侨郡（县）：丹阳尹；琅琊郡、东海郡、东平郡、兰陵郡、魏郡、广川、高阳、堂邑郡；怀德县（费县）、临沂县、阳都县、即
丘县、肥乡县、元城县、广川县、北新城县、博陆县、堂邑县；④南朝时期：丹阳郡、南丹阳郡、琅琊郡，建兴郡等；同夏县、费县。（注：每部分只录新
置、改置行政治所）

治所

横塘、栅塘、方山埭。塘堰、埭坝

运渎、东渠、潮沟、破岗渎、城北渠、护城河、御沟、珍珠河。人工河渠

蔡洲、白鹭洲、马卯洲、新洲、后渚、洌洲。沙洲

玄武湖（桑泊、后湖、北湖）、娄湖、迎担湖、前湖、半阳湖。湖泊

①大江、淮水、青溪；②查浦、板桥浦、新林浦、江宁浦、蟹浦、秣陵浦。河流

蒋山、石头山、雨花台（聚宝山、东岗）、梅岗、凤台山、覆舟山、鸡鸣山、幕府山、大壮观山、直渎山、四望山、马鞍山、狮子山（卢龙山）、临沂山、摄
山、方山、小东山（土山）、雁门山、汤山、牛首山、三山、烈山、慈姥山、横山、白土岗、石子岗、落星岗、武帐岗、西陵（松陵岗、孙陵）、燕子矶。

山岗

六朝建康地名类别



南朝梁武帝蕭衍修陵及其父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位置（丹陽市荊林鄉三城巷）
引自：Google Earth（GPS數據為2015年8月採集）

梁文帝蕭順之建陵

梁武帝蕭衍修陵



如何將“時間”的概念應用到
二維地圖的空間分析中，過去
一直是GIS（時空GIS）的重要
研究課題。

GIS在處理長時段空間變遷問

題時，往往遇到無法取得有效
空間屬性資料的瓶頸，導致研
究的時間尺度大幅受限。

歷史地理資料在與現代測繪地
圖進行地圖疊置、空間定位所
面臨的不確定性與誤差問題。

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者對GIS工具

使用有技術障礙，尤其缺乏地
圖投影、地圖編輯、空間分析
等技能，從而有效掌握歷史地
圖資訊。

GIS專家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

究不感興趣，或常因學術背景
訓練不足而無法找出有意義的
學術命題。

因為技術門檻，許多研究者排
斥使用GIS技術，而GIS專家對

歷史地理資料的獲取、建庫、
製圖與分析缺乏實踐。

GIS在時間軸上的分析瓶頸傳統學術研究與GIS的藩籬

本頁據范毅軍（2007）修
改

歷史地理信息化的困惑



南京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系

歷史地理数据建模與建庫

计算机歷史地圖（集）的編繪

區域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構建

歷史地理信息可视化（多媒體地圖、動畫地圖、超媒體地圖）

歷史地理信息的空間探索分析

思路方法



《建康實錄》地名採集與
時空建模研究

1

工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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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建康实录》为基础文献，通过全文数字化、人工地

名标记、计算机自动提取等手段，采集各类地名1388条，
其中城市地名445条。同时，构建历史城市地名分类与标准
代码体系，以此为基础，开展历史城市地名时空建模与建
库研究，初步建成六朝建康历史地名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
统，为六朝建康历史地理信息化建设奠定基础，并为编绘
六朝建康城市平面地图、复原六朝建康历史时空图景做出
有益探索。同时，本文还简要展望了利用国际上主流的文
本编码与交换标准TEI进行文献数字化建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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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1 引言

 2 基础资料与研究方法

 3《建康实录》地名采集与分类

 4《建康实录》地名时空建模

 5《建康实录》地名数据库及信息系统初步建设

 6 结语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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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名是人们所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
实体的专有名称，一般具有法定性、专属性和延续性。
城市地名则是在城市地域范围内，包含行政区划、居民
地、街巷、水系、桥梁、津渡、水利、建筑物等在内，
反映城市自然、人文特色和功能的区域性地名。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地名会随着历史变迁、政区沿革
、地理演进而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可从时间形态上将地
名分为历史地名、现状地名和规划地名。一般而言，历
史地名是曾经存在但经过更名后不再使用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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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南京2500多年来的城市发展史，就是地名不断演替、历
史地名不断消逝的时期。据统计，南京在历史不同时期
曾拥有多达20多个不同的名称，这些历史地名也是南京
历史地理不可分割的宝贵文化资源。

 “任何地名皆与当时的人、事、地、物，有密切关联，
也就是会牵涉一个地方之历史、地理状况，聚落发展、
开拓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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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六朝建康的地名留存至今的已很少见，即使存于今，其
地理方位或功用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不是“名存
实亡”，也有“地是名非”的感觉。

 历史地名的变迁，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历史，是研究历史
地理的基础资料。城市历史地名除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
与文化价值外，其另一大功能是作为空间定位参照系统
（Geo-referencing），史籍文献中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
，也往往以当时的地名为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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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与
数据库技术，基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材料，结合实地
考察与历史地理考证，对六朝建康城市历史地名进行收
集、整理、考释、建库、制图研究，建设六朝建康历史
地名数据库与信息系统，对于六朝建康历史地理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也是六朝建康城市历史地理信息化建设的
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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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资料与研究方法
 2.1《建康实录》及其史料价值

许嵩所撰《建康实录》约略成书于唐肃宗至德（756年～

758年）年间，全书以建康为叙事中心，涵括六朝历史事
件、人物传略、地理形盛、文物典章等内容，是集中保
存六朝建康史料与史实的断代性地方史书，也是六朝建
康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文献。同时，本书往往保存着正
史不载的散佚史料，常为后来考证六朝史事者所引。



图1  北京图书馆藏南宋绍兴十八年刊本《建康实录》（二十卷）书影
（收入《古逸丛书三编》（1984），爱如生公司影印电子版本）



图2  清光緒二十八年甘氏校刊本《建康实录》书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籍数字图书馆”电子版）

图2  郦承铨校《建康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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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文献——《建康实录》

張忱石點校本
中華書局（1986）

孟昭庚、孫述圻、伍貽業點校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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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资料与研究方法
 2.2 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考虑到《建康实录》珍贵的文献价值
及其对六朝建康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
意义，本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
于新型超媒体GIS技术的城市历史地
理研究——以六朝南京为例”支持下
，选取张忱石点校本《建康实录》开
展全文数字化、进行地名采集与时空
建模研究。

张忱石点校本《建康实录》（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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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资料与研究方法
 2.2 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利用字处理软件进行全文录入、编辑与排版，形成数字
化全文文档；

 接着，在电子文本上人工进行地名析取与标记，并经检查、纠
错，形成标记版的电子全文；

 第三步，采用VBA编程，自动提取《建康实录》全文中地名及
其所在文句，作为地名属性提取分析的原材料，并结合《景定
建康志》、《金陵琐志》等地方志文献及《南京地名大全》（
2012）等今人研究成果，对建康城市地名资料的信息进行收集
和进一步考证，初步完成建康实录地名资料汇录（Excel文件
），作为六朝建康城市历史地名时空建模与建库的基础数据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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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资料与研究方法
 2.2 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开展城市历史地名时空数据建模研究是本文在历史地理信息化
技术探索方面的重要内容。

 因此，本研究还将根据城市历史地名特性，研究城市历史地名
的分类与编码方法；其次，探索历史文献资料中地名的时间描
述方法；第三，研究城市历史地名的空间定位及属性采集方法
，建立地名空间关系表；第四，追溯地名演变时空过程，建立
历史地名的沿革关系表；第五，基于地名生命周期法，建立城
市历史地名时空数据模型，进而构建六朝建康地名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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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康实录》地名采集与分类
 3.1 《建康实录》地名采集

 利用字处理软件Word，对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建康
实录》进行全文录入。

 为便于校对与整理，录入人员采用繁体中文编码输入，古籍文
献整理中通用的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书名下加波浪线的做
法一应照用，电子文稿页码也与原书页码一一对应，再经校对
、编辑与排版，形成数字化全文文档。



图3  《建康实录》全文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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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康實錄》地名採集與分類

 3.1 《建康實錄》地名採集

 在以上形成的電子文本上，配合現有的地名專名線，人工進行
地名判識、析取與標記，並經檢查、糾錯，完成標記版電子全
文資料集製作。

 接著，利用VBA程式設計自動提取《建康實錄》全文中的所有
地名及其所在句子（圖4），經核對和錄入，本次研究共採集各
類地名1401條，其中建康城市地名445條。然後，結合文獻及
地名研究，對建康城市地名及其屬性進行採集與建表。



图4 自动提取《建康实录》全文中的地名及其所在文句



图4 自动提取《建康实录》全文中的地名及其所在文句

地名
繁体
地名

原文

建康 建康

1.晉永嘉中，王敦始爲建康，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所置在其西，
偏其西卽吳時冶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3

页] 2.〔八〕今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宫城西南，今運瀆東曲折內
池，卽太初宫西門外。[38页]3.初，吴以建康宫地爲苑，其建業都
城周二十里一[38页]4.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民庶雜居，
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里名。[44页]5.案，建康宫城
卽吴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
呼爲倉城。[45页]6.其溝是吴郗儉所開，在苑陵，後晉修苑城爲建
康宫，卽城北壍也。[49页]……



图4 自动提取《建康实录》全文中的地名及其所在文句

地名
繁体地
名

原文

新亭 新亭

1.吴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亭，[98页] 2.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孫林，
孫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十里至烈洲。[99页] 3.葬新亭東，今在縣南十里。[125页] 4.時渡
江人士，毎至暇日，相要出新亭歡宴。[191页] 5.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有簒奪之志，頓兵新亭，
欲誅執政而廢帝。[256页] 6.既至新亭，盛氣召侍臣，將移晉鼎，不果，因拜陵感疾。[259页] 7.征
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祖送，中丞髙崧戲之曰：「卿屢違詔旨，髙卧東山，諸
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279页] 8.時桓温望簡文禪已，及此，疑安與王坦之等改遺
詔，甚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使召公卿，伏勇士于坐，將害執政。[279页] 
9.王恭以司馬、輔國將軍劉牢之爲前鋒，次竹里，元顯宻以重利啗牢之，牢之歸降，引軍屯新亭，
使子敬宣迎擊恭，破之。 [305页] 10.辛未，劉牢之衆進破王師於新亭，大將軍元顯及世子彦璋，
冠軍將軍毛泰、毛邃等並遇害。[314页] 11.而桓玄奄至新亭，遂退次國學，尋敗於宣陽門。[315页] 
12.壬申，桓玄頓新亭，自稱侍中、丞相、録尚書事，假黄鉞、羽葆鼓吹，遷會稽王道子爲安成王，
[二二]遣之國，以劉牢之爲會稽内史。 [315页] 13.三月甲午，帝至自江陵，百官望拜於新亭。
[327页] 14.六月，循軍次三山，先鋒度新林，劉裕登石頭城而望，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須避
之； [332页] 15.循將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333页] 16.初，劉裕望見舩向新亭，有懼色。
[333页] 17.使寧逺將軍索邈領鮮卑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南岸揮兵至于新亭。[333
页] 18.循自新亭上軍，循又不聼。[334页] 19.乙丑，賊大至，帝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
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373页] 20.及至都，羣臣迎拜于新亭。[408页] 21.壬戌，柳元景衆軍
大破元兇等于新亭，退至于澗，劭軍人馬投澗死者不可勝數，澗水爲之不流，至今猶呼爲死馬澗。
[470页] 22.劭走馬還臺城，江夏王義恭自東堂與數十人出奔，濟於冶渚，策馬詣新亭，於馬上上疏
勸進。[470页] 23.戊辰，帝遷營于新亭。 [470页] 24.己巳，百寮奉璽紱，帝泣下固辭，江夏王再拜，
三辭，因設壇，卽帝位于營所，改新亭爲中興亭。[470页] 25.世祖討元兇至新亭，元兇殺其子十二
人。[488页] 26.庚寅，内外戒嚴，以中領軍劉勔、右衞將軍蕭道成爲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

 



图5  六朝建康地名资料汇录



历史城市地名空间定位
——以新亭为例

新亭

1.吴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
亭，[98页]
2.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
十里至烈洲。[99页]
3.葬新亭東，今在縣南十里。[125页]
4.時渡江人士，毎至暇日，相要出新亭歡宴。[191页]
5.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有簒奪之志，頓兵新亭，欲誅執政
而廢帝。[256页]
6.既至新亭，盛氣召侍臣，將移晉鼎，不果，因拜陵感疾。[259
页]
7.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祖送，中丞髙

崧戲之曰：「卿屢違詔旨，髙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
肯出，將如蒼生何！[279页]
8.時桓温望簡文禪已，及此，疑安與王坦之等改遺詔，甚怒，

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使召公卿，伏勇士
于坐，將害執政。[279页]
9.王恭以司馬、輔國將軍劉牢之爲前鋒，次竹里，元顯宻以重

利啗牢之，牢之歸降，引軍屯新亭，使子敬宣迎擊恭，破
之。
[305页]
10.辛未，劉牢之衆進破王師於新亭，大將軍元顯及世子彦璋，
冠軍將軍毛泰、毛邃等並遇害。[314页]
11.而桓玄奄至新亭，遂退次國學，尋敗於宣陽門。[315页]
12.壬申，桓玄頓新亭，自稱侍中、丞相、録尚書事，假黄鉞、
羽葆鼓吹，遷會稽王道子爲安成王，[二二]遣之國，以劉牢之
爲會稽内史。
[315页]
13.三月甲午，帝至自江陵，百官望拜於新亭。[327页]
14.六月，循軍次三山，先鋒度新林，劉裕登石頭城而望，籌之
曰：「賊若新亭直上，須避之；
[332页]
15.循將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333页]
16.初，劉裕望見舩向新亭，有懼色。[333页]
17.使寧逺將軍索邈領鮮卑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
淮南岸揮兵至于新亭。[333页]
18.循自新亭上軍，循又不聼。[334页]
19.乙丑，賊大至，帝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
回泊蔡洲，成擒耳。」[373页]
20.及至都，羣臣迎拜于新亭。[408页]
21.壬戌，柳元景衆軍大破元兇等于新亭，退至于澗，劭軍人馬
投澗死者不可勝數，澗水爲之不流，至今猶呼爲死馬澗。[470
页]
22.劭走馬還臺城，江夏王義恭自東堂與數十人出奔，濟於冶渚，
策馬詣新亭，於馬上上疏勸進。[470页]

《建康实录》中摘出
47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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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康實錄》地名採集與分類

 3.2《建康實錄》地名分類與編碼

 歷史地名分類與編碼體系是基於地名所表達的地理實體的特質，
並依據歷史地名本身的屬性與特徵，以及使用者的需求，按照一
定的原則將歷史地名進行區分和歸類，建立具有一定規律的地名
分類體系，並用電腦易於識別與處理的符號系統表示的過程。

 以國標《地名分類與類別代碼編制規則（B/T18521-2001）》
為基礎，參照《數位城市地理空間資訊公共平臺地名/位址分類
、描述及編碼規範（CH /Z 9002-2007）》等，依據城市歷史
地名的類別特徵，採用混合分類法，將城市尺度範圍內地名逐級
劃分為2個門類（自然地域地名、人文地域地名）、10個大類、
40個中類和127個小類，並賦予6位元數字碼（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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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
地名分类
体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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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
地名分类
体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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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实录》城市地名分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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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历史地名
仓城 苑仓、太仓、石头津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宫仓等

都城、城垒 东府城、苑城、石头城、药园垒、建尉垒、丹阳郡城、建业城、西州城、白石垒、白下城、新亭城等

城门、宫门 西华门、承明门、广莫门、阊阖门、朱雀门、宣阳门、陵阳门、广阳门、尚方门、开阳门、清明门、青溪巷门、大司马门、东
掖门、建阳门、东华门、中华门、大航门、承天门、白虎门、玄武门、右掖门、平昌门、神武门等

河流 青溪、樊溪、汝南湾、龙藏浦
湖泊 燕雀湖、北湖、慈湖、后湖、娄湖、额担湖、延陵湖等

人工河渠 运渎、东渠、潮沟、破岗渎、城北渠、御沟、珍珠河等
池塘 清游池、西池、天泉池、倪塘、花萼池、天渊池等

塘堰、埭坝 横塘、栅塘、鸡鸣埭、方山埭等

宗教信仰

佛寺：天宝寺、长寿寺、新安寺、建初寺、兴业寺、崇化寺、莊严寺、何皇后寺、惠日寺、瓦官寺、波提寺、竹林寺、清元寺、
严林寺、法王寺、敬业寺等；
道观：洞玄观、祠真观、聪明观、永修观、朱雀观、玄风观、紫阳观、朱阳观、齐云观、洞灵观等；
宗庙：宣尼庙、宣太后庙、太庙、清庙、社稷、太社。

道路、街巷 栋阳路、夹苑路、白杨路、御街、乌衣巷、竹格巷、孔子巷、小长平巷、长干巷等

宫殿

孙吴时期：南宫、太初宫、神龙殿、赤乌殿、临海殿、昭明宫、东宫等；
东晋时期：建康宫、太极殿、显阳殿、永安宫、含章殿、清暑殿、徽音殿等；
南朝宋时期：玉烛殿、光华殿、含章殿、兴光殿、嘉禾殿、紫极殿；
南朝齐时期：寿昌殿、凤华殿、凤庄殿、正福殿、延昌殿等；
南朝梁时期：金华宫、文德殿、武德殿、乐寿殿、光华殿等；
南朝陈时期：太极殿、东堂、西堂、寿安殿、承明殿、含香殿、德教殿等。

场 宣武场、鬬场
行政区划地名 金陵、秣陵、建邺、建康、建业、长干里、孝顺里、孝张里、通灵里、同夏里、安上里、蒋陵里等

陵寝

孙吴时期：蒋陵、定陵等；
东晋时期：建平陵、武平陵、崇平陵、永平陵、元陵、明陵、成陵等；
南朝宋时期：初宁陵、长宁陵、景宁陵、修宁陵、崇宁陵、高宁陵等；
南朝齐-陈时期：修安陵、景安陵、兴安陵、莊陵、万安陵、休安陵、庄陵、武进陵、平陵、瑞陵等。
注：齐梁诸帝陵多在今丹阳县境。

桥梁津渡

青溪诸桥：东门桥、尹桥、鸡鸣桥、募士桥、菰首桥、青溪中桥、淮清桥、檀桥等；
淮水“二十四航”：石头津渡、榻航、竹格渚航、禅灵渚渡、朱雀航、麾扇渡（毛公渡）、长乐渡、丹阳后航、骠骑航（小航）、
桃叶航；
运渎诸桥：孝义桥（甓子桥）、扬烈桥、西州桥、高晔桥、新桥（万岁桥）；
其他：张公凸渡、落马涧、罗落桥、萧家渡

园林、苑囿 博望苑、芳林园、乐游苑、华林园、建平园、上林苑、江潭苑、西苑、娄湖苑、兰亭苑、青林苑等
沙洲 龙阳洲、烈洲、貊盘洲、蔡洲、新洲、溧洲
山冈 方山、石子岗、四望山、覆舟山、鸡龙山、钟山、青山、蒋山、灵秀山、景阳山、白土冈、九严山、冶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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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康實錄》地名時空建模
 一般而言，歷史地名時空建模主要有以下兩種策略：

 1）基於時間橫截面的歷史地名建模方法。將空間資料按照時期分組，
建立不同時期的地名截面序列，並採用統一的坐標系統進行數位化，進
而與屬性資料進行關聯建立歷史地名時空資料模型。

 2）基於地名生命週期的歷史地名建模方法。按照時間連續發展的順序
，依據地名的生命週期（新增、更名等）管理地名記錄（增、刪、插入
等），並根據地名物件的不同維度建立不同的圖層，這種方法對地名按
照時間維度（細微性可為年）進行數位化，並與地名屬性工作表相關聯
，從而建立歷史地名時空資料模型。

 本研究採用基於地名生命週期的歷史地名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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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康實錄》地名時空建模

 歷史地名資訊系統建設的首要任務便是建立有效的地名
時空資料模型，記錄城市地名的生命週期及時空變化過
程，並以視覺化方式直觀展示歷史地名的變遷。

 因此，六朝建康城市地名時空建模需要解決歷史地理地
名連續性變化表達問題，即不僅能描述一個或多個時間
截面的靜態空間資訊，而且能在時間坐標系上描述歷史
時期地理現象的連續變化目的，為歷史人物、事件的資
訊化工作提供基礎時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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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城市歷史地名的生命週期

 地名從新建到消失的過程中，經歷了各種類型的變化。
但在一定時期內地名會保持穩定，這一穩定時期，即是
地名的生命週期。

 研究地名的歷史沿革，首要任務便是厘清地名發生變化
的時間節點，以及何種變化導致新的地名物件的產生，
清楚明瞭地表述地名的生命週期及變更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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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歷史地名生命週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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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歷史地名的時間模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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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市歷史地名的變更類型

 採用生命週期法表達歷史城市地名，在資料庫中只對產
生新物件的地名添加新記錄。

 地名變更涉及空間特徵和屬性特徵兩個方面，可歸納為
以下幾種情況：（1）新建地名；（2）屬性特徵變化，
空間特徵不變；（3）空間特徵變化，屬性特徵不變；（
4）屬性特徵和空間特徵都發生變化；（5）地名消失。

 其中，屬性特徵包括地名名稱和地名實體類型，空間特
徵包括空間範圍和空間位置。



PID Place_Name Class_ID Dimension Subjection change_type Begin End SID

P001 建业 210304 3 丹阳郡（吴） 更名 212 280 S3001

P002 建业 210304 1 丹阳郡（吴） 更名、治所迁移 212 280 S1001

P003 秣陵 210304 3 丹阳郡（吴） 更名 280 282 S3001

P004 秣陵 210304 1 丹阳郡（吴） 更名 280 282 S1001

P005 建邺 210304 3 丹阳郡（吴） 更名、政区分割 282 313 S3002

P006 建邺 210304 1 丹阳郡（吴） 更名 282 313 S1001

P007 秣陵 210304 3 282-317丹阳郡；
318-589丹阳尹 更名、政区分割 282 589 S3003

P008 秣陵 210304 1 282-317丹阳郡；
318-411丹阳尹 更名、治所迁移 282 410 S1002

P009 秣陵 210304 1 丹阳尹 治所迁移 410 419 S1003

P010 秣陵 210304 1 丹阳尹 治所迁移 419 589 S1004

P011 建康 210304 3 313-317 丹阳郡；
318-589丹阳尹 更名 313 589 S3003

P012 建康 210304 1 313-317 丹阳郡；
318-589丹阳尹 更名 313 589 S1005

表2  行政区划（边界+治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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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城市歷史地名的時態拓撲關係

 地理現象的時間表達方式主要分為時間點和時間段兩種
。在地名資料庫中時間點用來表達地名在某一時刻狀態
，或者查詢某一時間截面區域記憶體在的地名。時間段
表示地名的存在時間，可用來查詢某一地名隨時間的沿
革變化。

 本研究提出如圖11所示模型，分別建立歷史時期表、政
權表、帝王表、年號表，每個時間要素以唯一的ID標識
，分別記錄其開始、結束時間及相關說明資訊，並以外
鍵進行表格間的聯繫，以保持歷史時間記錄的完整性，
保證年號表達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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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紀年方法）轉換模型

Era Name-King

King-Dynasty

Dynasty--Historical Period

Historical Period

HID
HID_View
History
Begin
End
Notes

int
varchar
varchar
int
int
varchar

<pk> Dynasty

DID
DID_View
Dynasty
HID
Begin
End
Notes

int
varchar
varchar
int
int
int
varchar

<pk>

<fk>

King

KID
KID_View
King
Posthumous Name
Temple Name
Rank
Begin
End
DID
Notes

int
varchar
varchar
varchar
varchar
int
int
int
int
varchar

<pk>

<fk>

Era Name

EN_ID
EN_ID_View
Era Name
Era Rank
Begin
End
HSEB_Begin
KID
Notes

int
varchar
varchar
int
int
int
varchar
int
varchar

<pk>

<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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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 HID_
View

History His_B
egin

His_E
nd

Notes

1 H001 先秦时期 —— -221
2 H002 秦汉时期 -221 220
3 H003 魏晋南北朝 220 589
4 H004 隋唐五代 581 907
5 H005 宋元时期 960 1368
6 H006 明清时期 1368 1840

KID
KID_
View King

Posthumo
us_Name

Temple_
Name Rank

King_Be
gin

King_
End DID Notes

9 K009 司马睿 元皇帝 中宗 5 317 323 2
10 K010 司马绍 明皇帝 肃祖 6 323 325 2
11 K011 司马衍 成皇帝 显宗 7 326 342 2
12 K012 司马岳 康皇帝 无 8 343 344 2
13 K013 司马聃 穆皇帝 孝宗 9 345 361 2
14 K014 司马丕 哀皇帝 无 10 362 365 2
15 K015 司马奕 无 无 11 366 371 2

EN_ID EN_ID_
View

Era_
Name

Era_
Rank

Era_Be
gin

Era_E
nd

HSEB_
Begin

KID Notes

35 EN035 建武 1 317 318 丁丑 9
36 EN036 大兴 2 318 321 戊寅 9 也作“太兴”
37 EN037 永昌 3 322 323 壬午 9
38 EN038 太宁 1 323 325 癸未 10
39 EN039 咸和 1 326 334 丙戌 11
40 EN040 咸康 2 335 342 乙未 11
41 EN041 建元 1 343 344 癸卯 12
42 EN042 永和 1 345 356 乙巳 13
43 EN043 升平 2 357 361 丁巳 13
44 EN044 隆和 1 362 363 壬戌 14 也作“崇和”
45 EN045 兴宁 2 363 365 癸亥 14
46 EN046 太和 1 366 371 丙寅 15

DID DID_
View

Dynasty HID Dyn_Be
gin

Dyn_
End

Notes

1 D001 吴 1 222 280
2 D002 晋 1 265 420
3 D003 南朝宋 1 420 479
4 D004 南朝齐 1 479 502
5 D005 南朝梁 1 502 557
6 D006 南朝陈 1 557 589

帝王年号表

帝王表

政权表

历史时期表

時間（紀年方法）轉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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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城市歷史地名空間關係表設計

 歷史地名由於涉及到屬性、時間、空間、沿革等多重複
雜屬性，相互引用關係眾多。空間屬性作為一組相對獨
立的資訊，在城市歷史地名時空資料模型的概念設計上
，可將空間資訊獨立為單獨的模組，通過將空間要素和
地名其他屬性相互分離，可以模型整體結構更加清晰、
簡單，通過與主表連接和對主表結構的影響來實現地名
空間和其他屬性的結合，具體實現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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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歷史地名空間屬性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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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城市歷史地名的時空資料模型

 地名沿革指地名從產生到消失的過程中，隨時間的演進
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地名變遷造成了大量的異名同地、
異地同名情況，是展示地名時空變化的重要手段。

 對於任一地名，只要通過文獻考據，明確其演變歷程，
便可依次向前向後追溯，追溯整個地名沿革序列。基於
此，設置地名沿革序列表分別記錄地名的演變前地名，
來追溯地名的演變過程，並與主表相聯繫獲取地名生命
週期、空間、類型等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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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Main Ta b

Evolution-Change Type

地名沿革MainTable

PID
PID_View
Place Name
FT_Name
PinYin
Current_Name
Class_ID
Subjection
SID
TID
Geometric
Search_ID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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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歷史地名的時空變遷分析
金陵 + 

（前333）
秣陵 ⃝ 

（前211）
建业     ⃝ →
（212）

秣陵     ⃝ 
（280）

秣陵  ϴ  
（282）

建邺  ϴ  
（282）

分秦淮水北爲建鄴，

水南爲秣陵縣

秣陵  →   
（410）

移秣陵縣於鬬塲桓

社之地

秣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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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瓦官寺東

北百餘步

秣陵 —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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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

建康  —   
（589 ）

楚时，因山立号，置

金陵邑

秦改为秣陵，即使在今

（明朝）县城东南六十里

吴改秣陵爲建業。移

治于今南京城区。

西晉孝武太康元年平吴，

乃废建业，复为秣陵

晋愍帝建兴元年，诏改

建邺为建康

说明

+  新         建
⃝  更         名
 →  治所迁移

  ϴ  政权分割

—  撤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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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康實錄》地名資料庫及信息系統初步建設

 在以上工作基礎上，本研究初步完成《建康實錄》地名
資料庫建設。在資料建庫中，從歷史地名庫的應用角度
出發，還應處理好歷史地名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之間
的時空關聯關係。

 同時，基於《建康實錄》地名資料庫，初步構建了信息
系統（原型），並提供查詢、流覽等功能，並驗證了時
空建模工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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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政區與地名資料庫建設原則
 以關係型數據庫規範化（範式）理論（Codd，1970）為基
本準則：
 滿足資料內容的完整性與安全性要求；

 資料之間動態關係應滿足第三範式（關係表的非鍵屬性不傳遞依
賴於任何候選鍵），靜態關係應符合第一範式（關係表屬性項的
不可分性）的要求；

 減少資料冗餘與資料依賴，提高資料內聚性與可維護性、管理
效率。

 基於Geodatabase資料庫，建立矢柵一體化資料庫。

城市歷史地名建庫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Codd（1970）首先定义了 “函数依赖”（Functional Dependency）概念，并于1972年提出关系型数据库设计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范式。 Codd, E. A Relation Model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 CACM, Vol.13(6).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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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表

编号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类型

地图名称

地图图号

比例尺

查询关键字

内容描述

空间范围

资料收集时间

六朝建康历史地名

编号

历史地名

起始年

终止年

更名原因

所属行政级别

上级行政区代码

地理坐标

今地名

沿革述要
六朝建康政区沿革资料

编号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国标代码

行政级别

行政区左上坐标

行政区右下坐标

人口数

行政区简介

现今南京地名对照表

编号

今地名

曾用名

地名类型

所属行政区划

地理坐标

六朝建康历史地名文献资料

编号

历史地名

文献名称

文献来源

内容描述

关联历史事件表

编号

历史地名

事件一时间

事件一人物

事件一描述
......

六朝建康地名空间数据

编号

历史地名

几何类型

地理坐标

超链接文件路径

圖 六朝建康歷史地名資料庫邏輯設計與相互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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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康历史地名
调查表

“六朝建康历史地名数
据库系統”

数据录入

历史地名入库
现状地名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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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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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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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朝建康歷史地名資料庫系統的技術流程與應用模式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原型设计

《建康實錄》地名信息系統建設



《建康實錄》地名信息系統建設

http://221.123.141.25/HistoricalGeography/

实验系统（界面）

http://221.123.141.25/HistoricalGeography/


網址：http://114.212.112.28/HG/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6 结语及展望
 本文以《建康实录》为基础文献，主要研究了数据采集
、地名分类、地名时空建模等关键技术问题，初步构建
了地名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研究工作为六朝建康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名考证、历
史地图编绘等奠立了较好基础。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6 结语及展望
 本研究是历史文献文本数字化及信息共享的初步尝试。

 在国际大型数位人文研究计划中，已开始利用自然语言
处理、数字语言学、统计及数据挖掘等方法，从数字化
文献全文中自动提取相关语汇（如人名、地名、年代等）。

 目前，在文本全文数字化与信息化处理中，文本标记（文

本标签，Markup）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标记”一般
是通过以特殊符号标记特定的文本字符串（字、词、语句等

），以供计算机自动识别和进行语义管理。



六朝建康墓葬分布地图
——基于考古学成果与历史地图编绘

工作進展

2



资料： 2011 年

发掘的150余笔

六朝建康及周

边地区的墓葬

考古资料

其他：建康都

城位置的最新

考古证据

制 图 平 台 ：

ArcGIS

历史地图编制



研究结论：

《金陵记》所

记载的六朝建

康的城市地域

范围大略得当。

《金陵记》中

“东西、南北

各四十里”的

说法并不准确，

故建康市区的

大致面积当在

12×8=96 平 方

千米左右。

历史地图编制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六朝建康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建康實錄》全文檢索系統

http://hdgis.nju.edu.cn/seo

 六朝建康城市歷史地名信息系統

http://hdgis.nju.edu.cn/HG/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http://hdgis.nju.edu.cn/NjArchaeological

Site/

 六朝建康文物圖像信息系統

http://hdgis.nju.edu.cn/njimage

http://hdgis.nju.edu.cn/seo
http://hdgis.nju.edu.cn/HG/
http://hdgis.nju.edu.cn/NjArchaeologicalSite/
http://hdgis.nju.edu.cn/njimage


 《建康實錄》全文檢索系統提供對《建
康實錄》一書的全文檢索服務。通過對
《建康實錄》進行全文數位化與建庫，
建立電子書稿與古籍掃描件之間的對應
關係。同時設計快速檢索機制，保證查
詢的快速回應與準確性，實現關鍵字精
確查詢。

 《建康實錄》是唐肅宗至德年間許嵩所
撰，是以一部記錄自東吳至南朝陳時期
重要地名、人物、事件等的編年體史書
。其中對城池、寺廟、宮苑等的興廢進
行了詳細記錄，並廣泛徵引如今已不存
在的地方誌典籍，是六朝建康歷史地理
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网址：hdgis.nju.edu.cn/seo

《建康实录》全文检索系统



 系統使用張忱石點校本《建康實錄》
（中華書局，1986）。共收錄全文
36萬餘字，掃描版893頁，數位化內
容按照地名、人名、政權、時間等分
別進行標記，按照內容與頁碼、行數
之間的關係建立索引。

《建康实录》全文录入

索引

《建康实录》扫描件

《建康实录》全文检索系统



《建康實錄》電子文本（標記）
（張忱石點校本，1986年版）



《建康實錄》地名採集（共1401條）
（張忱石點校本，1986年版）



《建康實錄》全文檢索系統
http://hdgis.nju.edu.cn/seo/



六朝建康城市歷史地名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城市歷史地名信息系統是

六朝建康（南京）歷史城市地名查
詢系統，在研究構建的城市歷史地
名分類體系與城市歷史地名時空資
料模型基礎上，結合古舊地圖與重
要歷史文獻資料實現城市歷史地名
屬性與空間資訊的有機整合，最終
形成地名時間、空間、屬性、沿革
的視覺化展示。

 地名主要採集自《建康實錄》（張
忱石點校，中華書局，1986），並
與《景定建康志》、 《金陵瑣志》
、《南京地名大全》等進行對照考
證，共採集得到各類地名1401條，
其中建康地名455條。

網址：hdgis.nju.edu.cn/HG



根據城市歷史地名特性，設計地名主表
、時間表、空間表、地名沿革表、別名
表、類別表、行政等級表、檢索情況表
等，建立城市歷史地名時空數據模型。

基於Microsoft VS 2013+ ArcGIS Server
10.2+ Silverlight進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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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界面 时间转换系统 查询结果列表

查询结果 时间截面查询 古地图查询

六朝建康城市歷史地名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城市歷史地名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收錄
了六朝建康（今南京）的考古遺址253

處、文獻研究資料320篇、多媒體資料
822張，建立“考古遺址-文獻資料-多
媒體資料”的鏈接，實現考古遺址詳細
信息的視覺化表達。

 系統通過朝代、區域、媒體內容和文
獻來源四種分類方式進行檢索，得到
每種類型下的或遺址、或媒體物件、
或文獻資料資訊，對於每個特定的遺
址、媒體物件或文獻資訊均可展開詳
細內容進行查閱；同時，將不同朝代
的文物遺跡分類展現至現代電子地圖
上，有利於表現其空間分佈特徵。

网址：hdgis.nju.edu.cn /NjArchaeologicalSite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系統為 B/S 模式架構，採用MVC框架，
即模型 (model)－視圖 (view)－控制器
(controller)，實現業務邏輯、資料、介面
顯示分離；地圖部分使用百度地圖API。

数据模型 数据表

考古遺址（Site）表

文獻（Literature）表

媒體（Media）表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数据模型

考古
遺址

遺址
時代

媒體
內容

考古
文獻



首頁 地圖介面 查詢結果列表

考古遺址詳情 媒體資料詳情 文獻資料詳情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溫嶠墓（郭家山M10墓）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文献检索

六朝建康城市考古遺址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文物圖像資訊系統為收錄六
朝建康文物圖像的資料庫，共收錄文
物圖像1366幅，涵蓋絕大部分六朝時
期的出土文物。系統在採集大量文物
圖片等基礎資料的基礎上，將其進行
分類、匯總、整合，將各種文物圖片
、文物屬性相互組織，實現了對資訊
的查詢、定位、流覽、追蹤功能，並
呈現多元化展示方式（圖像縮略圖方
式和清單方式），為用戶提供了全面
瞭解與欣賞六朝文物的線上平臺。

 文物圖像來源於《六朝風采》等權威
文獻，及六朝博物館內拍攝照片。

网址：hdgis.nju.edu.cn/NjImage

六朝建康文物圖像信息系統



本系統為輕量級系統，採用B/S結構
結合流覽器JavaScript語言和ActiveX
技術。

使用html文檔作為基本載體，通過
CSS進行佈局設計，依賴JavaScript實
現功能的完善。

六朝博物館照片 《六朝風采》圖片

圖像資料庫

六朝建康文物圖像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文物圖像信息系統

六朝建康文物圖像信息系統
http://hdgis.nju.edu.cn/njimage/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 2015.12

安克強關於歷史地理信息化的觀點

 安克強是國際漢學界活躍的上海史研究者，強調空間因素
在歷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也自豪於法國本土將歷史學與
地理學相結合的學術訓練傳統。

 安克強（2013）關於GIS在歷史學研究應用的觀點：

 地理信息系統（GIS）是關涉到想像力的技術。

 地理信息系統技術是一個提問的工具，不能代替學問本身。GIS

在傳統資料、資料和空間之間建立了聯繫，幫助我們發掘尚待研
究的問題。

 學術研究的趨勢是日益密切的合作。構建virtual Shanghai網
站，研究者可以使用共同的工具和数据库，大家搜集资料集中在一起共
享。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 2015.12

下一步工作

 構建與完善六朝建康專題數據庫

 基於TEI（XML） 的《建康实录》全文數據庫建設

 面向繼續开放架构、用户参与，推進Web GIS開發

 推進數據共享，與海內外主要數據庫合作共建

 完善超媒體歷史地理信息模型，建設超媒體歷史地理信息
系統





敬請批評指正



致 謝

陳 剛
chengang@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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