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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交通地理定位与道路网络 

复原研究 

张 萍 

摘 要 ： 利用地理信 息科学与虚拟空间技 术对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进行空间复原 ，是实 

现历史地图数字化、构建三维地图的有效途径。这一过程可分三步走 ：第一 ，需要进行 

交通道路性质的判定与时空起止界面的界定 ；第二 ，需要进行交通节点的地理定位 ；第 

三 ．需要对线数据的提取与复原。交通节点数据的空间定位大体遵循三个原则。考古 

遗址是 交通节点定位的基本依据 ，府、州、县政权 系统根据政权 中心定位 ，一些不确定的 

点数据可以根据道路里程、地名承袭及相关要素进行综合考量。而交通线的复原则基 

本是在点数据定位的基础之上依据地形原则 以及 当前道路状况、历史道路 的延续性等 

原则复原 ，野外 实地考察最为精确 。二千年 丝绸之路道路 系统的复原还要考虑丝路 交 

通 区域发展的同步性与异质性，其 中部分 区域交通体 系构建过程中存在大同步、小差异 

的特征 ，这些都是进行丝路交通体 系复原过程 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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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大通道 ，其道路走 向，史籍记载颇丰。近代学者也有诸多考证与研 

究 ，依据文献记载所绘制 的丝绸之路交通地图非常丰富，包括道路走 向图、亚历山大东征 图、玄奘西行 

图、马可波罗东方旅行图等等 。这些相关地图多是近人根据史籍记载所做的复原 ，路线简捷 ，且属示意 

性地图。由于数据精度低 ，交通路线往往以直线表达 ，缺乏地理学意义上 的空间信息 ，基本无法落 实到 

地面之上 ；且交通道路的定位大多缺乏时间属性 ，线路往往只是多个时间断面的叠加 ，交通道路的变动 

过程无法展现 。另外历史时期各封建王朝对区域开发的力度不 同，交通发展方向有异 ，史料在区域间的 

分布密度不均匀 ，丝绸之路道路网络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多数不能系统恢复。 

近年来，伴随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虚拟空间技术不断进步，实现地图的数字化以及三维地图成为 

可能，也是 目前地图科学新的发展方向。将地面文物、地下遗址与传统文献考证相结合，进行空间印证， 

利用虚拟地球技术进行历史地图的空间表达，形成精准的带有空间信息的历史变迁地图，已成为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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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在新时期与时俱进的方向 今天，谷歌地球的地貌影像分辨率至少 f1r以达到 30米 ，不少地方 已能达 

到 0．6米 ，可以清楚地辨别交通道路的痕迹。这些都为丝绸之路交通地理信息町视化 、卒间地 I殳l复原与 

制作提供可能。因此，我们尝试建立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进行丝绸之路交通道路的地理定位； 

通过虚拟地球技术，表现大比例尺 、大的空问范围内丝绸之路变动的整体过程 ，实现二千年丝绸之路道 

路 网络的空间模拟与复原 ，为未来丝绸之路区域研究提供精准的地理学依据。那么 ，如何进行丝绸之路 

交通地理定位?如何实现道路网络的空间复原 ?其方式方法如何?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以下本 

文将从 个方面入手 ，探讨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的复原方法 ，进而形成对历史交通地理复原原则的基本认 

识 ，不当之处 ，敬祈方家指正 。 

一

、丝绸之路交通道路性质的判定与时空起止界面 

实现二千年丝绸之路交通道路的复原首先需要对这条道路的性质进行定位，且确定交通道路的时 

空起 止界 面 。 

丝绸之路形成于何时?史籍记载较繁 ，学界大抵认定 ，其形成不晚于公元前 5世纪。① 公前 4世纪 

希腊 、拉丁文文献中就记载了有关 中国、印度 以及 中亚国家 ；公元 6世纪以后 ，有关丝绸之路贸易的记 录 

也 现在阿拉伯文献 中。由于古代波斯 、阿拉伯与 中国、印度贸易更加直接，因此，这些记载就更加丰 

富。在中国，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 ，这一古老国度也参与到与欧洲 、波斯 、阿拉伯 、中亚和印度的经济文 

化交流 、政治军事活动当中，虽然历史时期 中国史籍对于这些交通路线的记载名称不 同，但它们都构成 

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陆上交通 网。 

丝绸之路的定名则是 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 ·冯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早命名 ， 

指经由中国西域与希腊 、罗马的交通路线 。它一方面是沟通中西方交往的贸易路线 ，为跨越欧亚大陆的 

商贸之路。另一方面，它还是一条民族交往的空问走廊 ，在历史时期 ，它是匈奴 、突厥 、回鹘 、吐蕃、党项 、 

粟特 、闪族等少数民族频繁活动的地域。另外 ，在这条道路上 ，祆教 、景教 、摩尼教从中亚 、波斯陆续传入 

中同 ，佛教 、伊斯兰教文化交相呼映，荟萃 了人类多种文化系统 ，包括罗马西欧文化 、东亚中国文化、南亚 

印度文化 、闪族伊斯兰文化 ，是人类文明交融的空间舞台。 

南于丝绸之路 的复杂性 ，对这一空间走廊交通道路 网的复原也呈现出复杂的一面。今天我们一般 

以张骞通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性节点，但众所周知 ，张骞通西域是带有很强的政治 目的的，他 

带 回大量西域地方的政治与文化信息 ，促成了汉武帝经略河西 、反击匈奴的政治志向，也是西汉王朝设 

置“河西四郡”的前提基础。汉武帝在边疆地区开通道路 ，设置亭障，“天下郡 国皆豫治道桥 ，缮故宫 ，及 

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②今天我们进行丝绸之路交通道路网络的复原，多数依据各 

王朝道路亭障的设置 、旅行者或旅行家的记载，这些道路的开辟，有 出于军事 目的 ，有出于政治考量 ，也 

有贸易需求 、文化传播 ，道路性质直接影响到交通节点的定位与区域政权的关系 ，因此 ，我们在进行丝绸 

之路交通道路复原的过程中，道路性质的判定是首先要明确的一环 。 

另外 ，对丝绸之路时间与空间的起始界面进行界定是非常必要的。丝绸之路道路 网的形成非一朝 
一 夕之功 ，各路段开通 的时问并不相同。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使河西道得以畅达。唐代安西、北庭 

都护府的设置 ，其下属军镇 、守捉、戍堡构成 了丝路中段西域 中道与南道的主要道路节点 ，形成密集的道 

路网。西夏政权的建立 ，灵州道形成体系。由于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区域地理环境复杂，多数属于旱 、半 

干旱地区。高山 、沙漠较多，是人类交通史上的重要地理障碍。这里民族结构复杂，绿洲地区以农业为 

主 ，荒漠草原地 区又是游牧 民族生息之地 ，历史时期各部落 、政权冲突不断 ，民族融合也是各地区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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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下 ，交通道路时常会因政权的争夺而阻断 ，也会因为政权的加强 ，而得到 

开发。如历史上的“居延路”、“大碛路”、“回鹘路”等等，这些道路开辟的时间、使用周期、是否经历过 

兴废等等 ，对丝绸之路交通道路的复原都起着关键性 作用。如丝绸之路东段之灵州道 ，大抵开辟于晚 

唐，兴盛于北宋，延续至明清以降，其间虽有变化，但道路方向基本未变。它在晚唐时，是作为方镇控制 

的内部交通道路而存在。北宋初期 ，大体从公元 960～969年 ，灵州道 主要作为官方朝贡要道 而保持通 

畅 ；以后经过不断开发 ，公元 980—996年是灵州道作 为官方入贡道路及重要商道的大繁荣时期 ；进入 

996年以后 ，灵州道多半为争战服务 ，主要承担西夏政权对外战争的军事孔道和刍粮运输任务 ；由于战 

争影响 ，商贸联系一度 中断 ，丝绸之路作为贸易路线 ，这期 间多有改道与分途 。① 因此 ，分析丝绸之路交 

通道路性质以及存续时间，对于我们定位丝路在不同阶段的走向与变异是颇有帮助的，进行丝绸之路交 

通道路网络复原 ，判定道路性质与起止界面为第一步 。 

二 、丝绸之路交通道路枢纽的确立与点数据的空间定位 

交通道路是点与线 的结合 ，交通枢纽作为点数据 ，是连接交通线的基本单位 。进行丝绸之路交通道 

路的复原 ，交通点的地理定位是第二步。二千年丝绸之路交通路线 的变迁经历了苍海桑 田，是前人披荆 

斩棘 ，经过无数次开拓发展的结果 ，从无到有 ，从险到易。各历史时期由于区域开发形式不 同，聚落中心 

的性质也有很大差异。交通节点包括官方设置的驿站、邮传 、递运所 ，军事体系的军、镇 、守捉 、烽燧 、营 

寨 、镇堡 ，政权系统的府 、州 、县 、乡 ，以及出使 、巡游记录中所描述 的村 、邑、河 、湖 、井 、泉等标志性地名。 

对这些历史地名 的复原 、落地 ，考证与遗址定位是最基本的方法 。依据丝绸之路所经 区域的基本特点 ， 

交通节点的定位大体遵循 以下三个原则。 

(一)考古遗址是交通节点定位的基本依据 

遗址定位是最精确的点数据定位方式 ，进入官方记载的丝绸之路大抵从两汉开始 ，中原王朝在广大 

的西北 、西域地方进行了系统的开发 ，设置州县 、建设驿道 ，进行有效管理 ，这些政府 的投入在地方上都 

留有 印迹。如汉代的悬泉驿 、瓜州苦峪城(又名锁阳城)遗址 ，唐代的碎 叶城、高昌古城 、交河古城 ，宋代 

灵州道所经木波镇、瓦亭寨等等，这些古代遗存通过地球影像可以非常精确地定位交通节点(图 1)，对 

汉唐 以来丝绸之路交通道路点的定位帮助极大 。自上世 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 出土文献 、历史考证 以及 

地面遗存的考古挖掘 ，成果卓著 ，非常丰富。② 依据这些考证 ，基本可以确定各驿站所在 的遗址地点 ，起 

到帮助我们复原汉唐交通道路的作用 。 

① 乐玲 、张萍：《GIS技术支持下的北宋初期丝路要道灵州道复原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 5期 。 

② 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 1期。殷晴：《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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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考释》，北京 ：中华 书局 ，2007年版 。郑 炳林 ：《敦煌 地理 文书 汇辑校 注》，兰州 ：甘 肃教 育出版 社 ，1989年版 。程喜 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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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敦煌新开道考》，《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 1期。陈国灿 ：《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载武汉大学历 

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7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郑炳林 ：《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 

路》，《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 1期。程喜霖：《从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通“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1988年第 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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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北米 灵州迹 所 木波镇 乩 禁城址彤像 

(■)府 、州 、县政权系统根据政权中心定位 

啊 I1I、县是各时 E朝的政权『II心 ，也是各绒行政 划的 1 点城市 ， l求受 到 地理 学者的火 

，谭 骧 等老 一辈f 止地理学家进行过大 的学汪，编绘仃《IIl同历 r史地 集》，多数府 、州 、县政府驻 

地郁 ‘较准确的地删定位 而这些政权 【} 心 也郜址各时期 济中心 、交通楸纽 ，几乎伞 部没有驿站 ；仃 

些州县 没有二到 处驿站 、递运 所；这些驿站仃些 位于城 『大J仃些 位于城 父，如唐代城 ljl1县“陶化驿 

县郭 卜”I，礼 泉县“}L泉驿存 ¨内⋯2 、 一股求说， 史时期各地驿 馆没施多已毁损 ．ffl{难找到 体 

位置 、ff『以县城 为 度，可 以大休确定R-}H刈。化 ， 此 ，根据符时期地方畋权 中心确定交通节点 小，人 

为比较合 的方式 力‘法 如心代从K安沿丝路两行 ，分正两 北两道 ，从成阳，经陶化驿 行 ，至今 、 

州临；ll『驿 ，今夫可 学 ft{设置于州 内的驿站J f‘7站；经成⋯驿西北i ，[jj 弩汪 的州县驿站共 汁 6 

站 ，这 1 3个驿站定位均幅此种情 (参表 1)，术儿明清It,r期也址如此 、 

表 I 唐 长安以西、西北 丝路驿 站古今地址对照表 

站 治所 今址 驿站 治所 今址 

成阳 i[i渭城Ix 渭城 
1 陶化驿 JIijc阳县 1 成阳驿 成 [5}{；2- 成阳 『f 洲城区渭城街道“成 阳放城 ”【j可 

街道 “成阳 城”西南 

2 槐 t 驿 平{ 兴平市东城 街道 2 髓泉驿 醋 采县 成阳 『 礼 埭县赵镇 

3 武功驿 武功 县 成 阳i“武功 县武功 镇 3 奉天驿 率 天县 成阳小乾县城父镇 

4 7 行驿 岐山县 宝鸡 m岐 【IlJ 风呜镇 4 庥亭驿 水撕 县 成 lq1 If 永 寿县 渠予镇 永寿坊 村 

5 磺水驿 横水锁 鸡 If』 瑚 横水镇 5 州城驿 沙州 酒 泉『f 敦煌 市 E里镇 “沙州城遗址” 

6 卜郧 县馆驰 ． } 邯 县 天水巾豢卅【l x=人成街道 6 常乐驿 常乐 酒泉 IIs瓜州县 『幸j 镇 “六丁城遗 ” 

7 临河驿 金城 州市城天 l×：张掖路 街道 

( ) 它根据道路 里 、地 乐袭及卡H火要素的综合定化 

『̈j 匕久远 ，遗址堙没 ，有 交通节点已尢从查证。以交通里程 、地 信息 、地理环境辅助定位 ， 

就成为道路复原的重 依据 、中 朝典志对r交通道路大多郁有详实的i 载 ，官方道路的 里程 

记录 案，按照交通节点的里程可以大体确定其地理范罔。另外 ，中同历史悠久，许多地 延续历史，或 

带自‘历史 息 根据J l史地名的延续性及相关要素进行综合 ’ ，对交通 进行定位 ，u土是一个重要 

参考 fH1 渭源县设钉武阶驿 ， 地理位置已尤从查考。 【史籍记载 ，此地 为薛衲破叶蒂军之 处， 时 

l 术敞求撰 ， 德 田、郎清点校 ：《K发志》卷 · 《帔阳县》，陕西 ： 荣f̈版社 ，2OI 3年版 ，第 403贞 

? 术敞求横 ． 德 啊 、郎沽点校 ：《KJ奠志》卷 ·八 礼 泉县》，陕西 ：i条出版}I：，2()1 3年版 ，第 494贞 

m 站对廊的 代治所城皆束I t严耕望先 的《J『1}代交通 号》巷 《河陇碛 》。现今地．til：部分 参考《 ⋯ 

I 今地 夫词典》 常乐 城的位嚣，参号拿并成：《脚代瓜州(晋吕郡)治所及其仃火城址的调查与号 —— 孙修 

先， 商棒》．《敦煌 研究》．1990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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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武街城 ，在渭源县西二十五里高城岭之西。① 而唐代的渭源县城 ，为今渭源县清源镇 。唐代一里 

约当今 540米 ，②根据这个标准 ，武阶驿在唐渭源县西二十五里 。按照唐里折算 ，约 当今 13．5公里。 自 

此而西北，沿武阶谷约 13．5公里为庆坪乡。庆坪乡原有一古城，称武街城。虽然古城没有留下遗迹，但 

“武街城”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 。武街后改“武阶”，唐代此地设驿 ，称“武阶驿”。由此大体可以确定 出 

武阶驿即今武阶城地 。 

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 区，交通线路往往靠近水源。不少驿站都以泉或草字命名 ，表明与水草有关 。 

因而 ，自然环境也是 目前定位驿站的一个重要参考 。据敦煌文 书《沙州 都督府 图经》载 ：“东泉驿 ，在 

(沙 )州东四十里 ，东去其头驿二十五里。其头驿 ，在州东六 十五里 ，西去东泉驿二十五里 ，东去悬泉八 

十里。”⑧东泉驿 ，李并成考证 ，在今莫高镇新店台村“大疙瘩梁故城遗址”④。那么 ，按此 ，其头驿 当在东 

泉驿东二十五里处，按唐里约当今 13．5公里。据此方位和里程 ，可以找到莫高镇东水沟村二道泉 。二 

道泉，也称二道井，有泉井、道路通过，历史时期道路大体经此路段，故可暂定位于此。 

另外按照唐制，烽堠和馆驿一般是三十里一置。在西北地区，往往因水草补给而因地制宜。为靠近 

水草 ，烽堠和驿馆往往设置在同一地方 ，因而出现 同名现象 。如白亭驿设 于白亭烽侧 ，阶亭驿设于阶亭 

烽侧，为今敦煌市转渠口镇“烽燧遗址”；长亭驿设于长亭烽下，为今敦煌市转渠口镇“烽燧遗址”。⑤ 另 

外，空谷驿，位于今敦煌市莫高镇甜水井村悬泉沟口东烽燧遗址；无穷驿，位于敦煌市莫高镇“旱峡烽火 

台遗址”。⑥ 因而 ，烽燧遗址也是定位驿站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总之，遗址、政权中心、历史地名以及相关要素都为我们今天进行历史地名地理定位提供了依据，尤 

其明清以来地名定位越来越方便，可资参考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经过丝绸之路研究学者一百余年的努 

力，二千年丝绸之路交通节点定位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丰富，可供我们利用的东西也非常可观 ，这些对于 

我们今天进行道路复原提供 了有利的保障。 

三、丝绸之路交通道路线数据的复原原则 

丝绸之路交通道路不是简单的数条交通线，是经过历朝历代长期开发、拓展所形成的交通网络体 

系 ，这一体系随着各时期 区域开发的深度与广度逐渐丰富。有些路段历经二千年不曾中断 ，有些支线则 

是一步步开拓发展而来 。伴随交通道路的开拓 ，丝路所联系的经济带也在不断拓展 ，区域不断扩大。要 

恢复这些交通道路网，仅靠一个时期的文献记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时期各王朝的区域发展并不 

平衡，受地区政权、王朝更叠、战争等因素影响，每个时期都有其重点开发的区域，也有一些区域受外在 

因素干扰而发展受阻，这些地方就成为区域交往 的盲点，也是文献记录较匮乏的区域 ，对于我们进行交 

通道路网络的复原研究形成障碍。因此，对各时期丝绸之路道路网走向的复原仍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方 

法 ，总结如下四点原则 ： 

(一 )以点定线是交通道路复原 的基本原则 

在道路节点丰富的区域，以点定线，基本可以达到对交通道路较精确的复原。如清代在今新疆地区 

广设驿站、台站，这些驿站 、台站分布密集 ，有些 区域 5—10公里之间即设一驿 (站)，多数平均 20—30 

①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 378页。 

②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 ·历史 自然地理》附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 262页。 

③ 转引自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 443页。 

④ 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 l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 93—101页。 

⑤ 《沙州都督府图经》载 ：“白亭驿⋯⋯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号。阶亭驿⋯⋯为置在阶亭烽侧 ，因烽为号。长亭驿 
⋯ ⋯ 为置在长亭烽下 ，因烽为号。”李并成 ：《唐代瓜 、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 13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996年版 ，第 93一lO1页 。 

⑥ 李并成 ：《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 13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 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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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即有一站，这样的距离间隔，加之地貌参考 ，多数可 以较精确地绘 }}J交通道路走 向地 图(参图 2) 、 

另外， 一些受地理条件约束的区域 ，古今路线变化不大 ，虽然可复原的交通节点数量不多 ，但根据交通 

地理 条件 也能比较准确地复原出交通路线。如唐宋时期发展起来的环灵大道 ，经邻宁环 庆至 灵州 (今 

宁夏吴忠 )，该路地处黄土高原 ，沿泾河与马莲河河谷低地延伸 ，民国以后改为公路 ，现今仍 为闰道 ，参 

照地肜冈显示 ，环灵大道路线比较清晰(参 图 3)。 当然这些 道路多数都经过 了考 与历史地理学者进 

实地考察，古今路线定位 比较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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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 代新疆驿 站 、台站路线 图 

3 北宋 灵州 道黄土区道路截图 

(二 )Ix=域歼发的同步性与异质性 

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地区是一个地貌条件复杂 、民族构成多样 的区域 ，历史时期 民族 、政权更叠频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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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王朝政权的开发力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各不相同。交通道路也会随着政权的经营不断得到开 

拓。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设置，西域大部分区域交通道路被开辟出来，唐王朝在此设置了一系列的军、 

镇 、守捉 、烽燧 、驿站 ，进行有效管理 ，形成完整的道路网。由于政权管理体制的介入 ，史籍记载也相对丰 

富 ，以此为基础，对这一 区域 的道路复原精确度较高。西夏政权建立以后 ，灵州道成为政府首先经 营的 

交通道路 ，灵州道虽在晚唐五代即已出现 ，但北宋王朝对此路线 的记录最为精细，也成为灵州道交通路 

线复原最直接的依据 ，依据宋代史籍对于灵州道的记载进行道路复原 ，可以上延至晚唐五代。这样 ，围 

绕今陕北 、宁夏及甘肃陇东一带 ，交通 网络格局大体得以定位。① 另外 ，新材料 、出土文献在这方面对我 

们帮助很大。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我们进行这一区域交通路线的恢复提拱了很大的支持，目前敦 

煌周边如唐代瓜、沙两洲间的驿道、河西碛西交通网的复原，许多路段皆靠以上文书提供证据。依据以 

上研究，我们复原出来的丝绸之路历史交通地图 ，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各个时期王朝经营的区域 与力度， 

也大体可以看出各时期交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与异质性，而道路系统一经开发，多数延续下来，惠及 

后人 ，而这些路网往往又会成为后一时期交通网络复原的基础。 

(三)交通道路的延续性 

由于历史时期各政权体系与王朝拓展方向的差异 ，历史文献对于交通节点的记录是不均匀的。时 

间越偏后 ，记录的密度越高 ，复原的精度也就越高。但游离于政权管理之外 的区域 ，史籍 记载往往缺失， 

道路复原出现盲点。如明代丝绸之路嘉裕关以西的路段 ，由于当时长城止于此 ，嘉峪关以西未设驿站 ， 

对于关西地 区道路的精确复原有很大障碍 。但是当时明王朝与西域各 民族及政权朝贡贸易不断 ，民间 

贸易往来也从未中断，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路仍然遵循唐宋以来的道路系统。因此，这一路段可 

以借助前后期丝路道路，利用交通道路延续性的原则进行复原，从复原图上我们可以看 明代这一地区 

可以复原的交通节点非常有限 ，瓜州以西至哈密中间仅有阿丹城与斡鲁海牙(参罔4)；但唐代 自瓜州晋 

昌县至新疆伊吾县中间设有广显驿 、乌山驿 、双泉驿 、第五驿 、冷泉驿 、胡桐驿 、赤崖驿七个驿站 ，路线走 

向较为清晰(参图 5)。因此 ，我们在进行二千年丝绸之路交通道路复原研究过程中，经常会考虑到各条 

道路所具有 的时间属性 ，根据道路持续 的时间与道路延续性进行时空定位 ，以文献记录密度最高的时期 

作为道路复原的最原始依据 ，将时间上下延伸 ，这成为二千年丝绸之路道路复原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罔 4 明代瓜州 至哈密的交通道路 

(四)大 同步，小差异 

图 5 唐代瓜 沙两州的道路 及驿 站 

① 乐玲、张萍：《GIS技术支持下的北宋初期丝路要道灵州道复原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l7年 

第 5期 。 

39 



张萍 丝绸之路交通地理定位与道路网络复原研究 

丝绸之路从长安至罗马 ，跨越多个地貌带 ，地理环境差异大，民族政权变动也大。二千年丝绸之路 

沿线的城镇 、聚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起伏动荡 ，在经济开发时序较长的地域 ，聚落的变动非常频繁 ，道路 

也会随之改道。这种变动在小区域内表现非常明显。陕西咸阳在秦时为首都 ，曾经繁华一时。汉王朝 

迁都长安以后 ，咸阳有所衰落，唐宋以来一直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存在，由于渭河摆动频繁 ，故城址也有迁 

徙。汉代以来故城偏北，明洪武四年(1371)方迁县治于今址。因此汉代以来其交通道路走向也随县治 

迁徙 、驿站改置而有所变动 ，这在渭北平原上表现非常明显 ，落实到地图上，道路问的距离差距还是很大 

的，这样的案例在整个丝路沿线还有很多。(参图 6) 

图 6 兀明两代丝路交通 在咸 阳地 区变动图 

通过以点定线 ，我们可以实现二千年丝绸之路基本道路系统的复原 ，这是丝绸之路基础路段的复原 

原则。通过区域开发的异质性与非同步性，我们可以将各历史时期王朝重点开发区域的道路网络进行 

细密复原 ，使丝绸之路交通地理定位从点到线再到网络。根据交通道路延续性的原则，我们可以补充各 

时期历史记录较少的区域的道路系统，使丝路交通不会因文献记录的缺失而形成道路复原的中断。通 

过对各时期路段大同步 、小差异的考察 ，最终实现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 网络变动的精确复原。总之 ，以 

上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复原的四个原则 ，应该可以作为历史时期交通道路复原的基本法则。 

小结 

以上是丝绸之路交通道路时空复原的基本方法 ，依据 以上方法 ，二千年丝绸之路道路网络可以系统 

地加以复原 ，改变了过去 由于数据精度不够，而使交通路线无法落地的局面，通过上述工作 ，我们完成了 

二千年丝路道路 系统的动态复原。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建立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①，融 

合历史时期丝路沿线的交通、商贸、民族、宗教、城镇、聚落以及自然环境系统，提供了丝路沿线区域综合 

研究 的基础历史地理信息，这一系统平台的开发为以后丝路沿线民族、政权历史变迁的综合研究将提供 

更大便利，也可以提供丝路沿线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参考。 

(责任编辑：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