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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合作 

在中国西部汉中地区应用 3S 技术 

促进历史古迹研究，提高历史文化影响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贾大韦 (David L B Jupp) 遥感，3S，澳大利亚 
李布朗 (Brian Lees) 地理学教授，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分

校，澳大利亚 
冯岁平 汉中博物馆馆长，中国 
李锐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 

 

 
 
此项目由澳中理事会资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分校、中科院水土

保持研究所（陕西省杨凌）和汉中博物馆联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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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秦岭屏障 

秦岭山脉位于陕西境内，将中国西北和西南的气候、景观、地理以及历史古迹截然

分开。秦岭还是中国南方（夏季较温暖潮湿，主要生产大米）和北方（冬季干燥寒

冷，主要生产小麦）的分界线。 

 
 

1.2 蜀道 

秦岭曾经给历史上的陕西和四川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带来很大困难。本项目研究古

代的通讯、交流、贸易和交通如何穿越秦岭而发展。研究的对象是将三个相对封闭

的谷地连接起来的交通路线，包括这些路线上穿越周围山地的小道。这三个谷地在

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最北面是渭河盆地（关中），西起宝鸡，东到潼

关，农业发达，开发历史悠久。关中往南跨过秦岭的主峰太白山脉为汉水谷地，历

史名城汉中位于其中心。再向南穿过巴山山脉就是四川平原，这是古代的蜀国所在

地，因此穿越秦岭和巴山的道路也常常被称为“蜀道”。该地区山脉陡峭而危险，

仅有的几条天然道路，即使对现代的工程技术来说也是个挑战。然而这些通道在历

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的上许多丝绸，就是通过这里运到秦

岭北面的道路上再西去的。不过第一条有历史记录的穿越秦岭的道路是条军用道

路，系战国时期秦国为了攻占蜀国，获得其富饶的资源而修建的，修路同时也是针

对敌国--楚国的一个战略行动，这发生在公元前 316 年左右；接着，秦又建立了都

江堰灌溉系统，使蜀成了秦的“粮仓”，供养了它的军队。都江堰灌溉区和大部分

原有的工程设施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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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栈道的历史 

从秦汉代到唐代，蜀道被不断地修建、摧毁、重建、修补，然而无论怎样，交通都

始终持续着，直到今天。如果跨越高山、穿过陡谷还不足以说明什么的话，蜀道确

实还包含了一些更特别的东西。在狭窄危险的山谷，洪水、滑坡还有野兽使得旅行

很艰难，古代的工匠们就发明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修路方式，这就是“栈道”，或

者叫“栈桥”，建在山谷侧面，连接较开阔的区域以跨越狭窄危险的小路。李约瑟

爵士（1971）认为栈道是“秦汉造路史上最伟大的工程”；17 世纪的李明（法国

传教士）写道“从西安到汉中的道路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工程之一。“ 他们还说，

“…,在一些垂直的山壁…他们建了一个没有围栏的阳台，穿越了一座座山脉”。 
 

  
 
栈道作为一种含义深刻的古迹深嵌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司马迁的史记中描述

到，秦朝灭亡之后，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烧绝褒斜栈道，使楚霸王项羽相信他要

守在他的领地（蜀、巴、汉），不会再回到关中争夺天下。但他后来打败了项羽，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历时悠久的大汉王朝。东汉时期，蜀道成为重要的行军通道（据

de Crespigny 1984 年文献，见参考书目）。汉朝瓦解后，诸葛亮数次领兵经蜀道攻

打魏国，试图扶助蜀汉王刘备及他的后嗣恢复汉室。在《三国演义》和其它的故事

中这部分历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文学、习俗和文化。此后的许多世纪里，人类、

动物、军队、帝王、贸易、通讯、信息、理念等方方面面都继续沿用着蜀道，甚至

满足杨贵妃需要的荔枝也是通过蜀道运送的。 
 
秦岭交通的中心是沿汉水发育的富饶平原和位于其中的重要城市汉中。汉水流域上

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它介于南、北方之间，得天独厚，未

曾受过大的破坏，直到现在还维持着中心地位。气候温和，文化发达，被称作“西

北小江南”，在更早的时候则被称为“玉盆”。这里也有汉朝第一个皇帝高祖（刘

邦）建造的行宫――古汉台。这些历史和文化如今都在汉中博物馆里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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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S和栈道 

蜀道位置的选择，无论是进四川还是去关中，主要受地形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工

匠的能力，以及军队、征服者、造反者和帝王的行为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它们有很

强的地理特征、属性和关联，因此可以很好地用中国所说的“3S”技术进行研

究。“3S”代表遥感（Remote Sensing，通常通过卫星）、地理信息系统

（GIS），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 
 
下面的一幅图展示了“3S”的应用。这是 Google Earth 显示的秦岭地区图，关中在

北面（图片上方），汉中在南面（图片下方）。图片上描出的道路是我们 2006 年

开车走过的现代公路，距离一条古代蜀道很近。一些遗留的古迹用 GPS 定位，标

识为航迹点。地形特征由 Google Earth 的 SRTM(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量任务)图层

显示，航迹和航迹点所附信息可以从软件中调出来。汉中附近的古迹很多，我们参

观了其中的两个――汉代外交家张骞的墓地和五门堰的古灌溉工程，在该图也有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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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研究实例表明，建立古遗迹和道路方面的地理信息系统有助于遗迹的保护和

保存。这个系统应有适当的尺度，当地理的和非地理的信息都汇集在同一个数据库

时，原有信息的价值就会增加。尤其在这些地区，地形和相关的气候因素对历史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用一个精度较好的地理系统来解答关于古道的可能位置和相关事

宜的疑问，给蜀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把古代文字材料和地图里的地理信息汇

入可靠的现代制图系统中，既可以找到以往错误或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有利于研究

人员发现新的关联，产生新的思路。 
 
本项目由澳中理事会资助，其目的在于展示如何将历史纪录、地形分析和 3S 技术

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工具，让处于有关历史事件中心位置并担当其保护保存任务的

汉中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使用，促进新观念的形成。目标是在各种相关技术（例如文

件和图片的扫描技术）的支持下，把多种信息综合到一个兼具地理、电子化、历史

和文化属性的数据库里。这个项目已经启动，并计划于 2008 年中期完成。 
 
2 项目的目标 
 

1. 2007 年在汉中举行蜀道研讨会，系统介绍古代栈道研究成果，研讨 3S 技术

在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2. 促进汉中博物馆和类似的澳洲学术团体及博物馆在应用 3S 技术保护保存历

史遗迹和文献、解决历史难题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3. 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引进澳大利亚在 3S 技术应用、历史研究、历史记录

和环境的保存与保护，以及旅游方面的成熟经验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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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中国和澳洲举办会议，使参与项目的各方进一步交流，并在中国建立一个

可持续的支持机制，宣传项目进展，扩大影响。 
 

5. 增进汉中市和澳洲团体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促进生态、历史和探险性

旅游的发展。 
 
3 项目计划概要 
 
项目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预研究和野外考察基础上举办蜀道（着重于栈

道）及“3S”技术应用研讨会。确定的试点研究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方案。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澳大利亚方面的科学家分别于 2006 年 10 月和 11 月到中国进

行考察，在杨凌和汉中举行双边会议，讨论拟定具体的分阶段计划。2007 年初中

国方面的合作者到澳大利亚访问，参观博物馆和学术团体，并进一步讨论落实蜀道

（着重于栈道）及“3S”技术应用研讨会的准备，和第二阶段的合作计划。 
 
2007 年研讨会之后，项目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是完成试点项目内容包括一条或多

条蜀道的精确定位、遗址的 GPS 位置记录、遗迹状况报告和各种来源信息的整

合。这些信息包括卫星数据、地表模型、古代和现代的地图、照片和古代文字材

料。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古迹的保存保护和历史研究。 
 
4 主要研究人员的联系方式 

4.1 澳大利亚: 
 
贾大卫 
澳大利亚 
ACT 2614，堪培拉 
地址：PO Box 531 
Jamison Centre ACT 2614 
电话: +61 2 6246 5895 
电子邮件: dlbjupp@ozemail.com.au 
 

David Jupp 
PO Box 531 
Jamison Centre ACT 2614 
Australia 
Phone: +61 2 6246 5895 
Email: dlbjupp@ozemail.com.au 
 

李布朗 教授 
澳大利亚 
ACT 2600，堪培拉 
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分校 
物理、环境和数学学院 
 
邮编 2600 
电话: +61 2 6268 9577 
电子邮件: b.lees@adfa.edu.au 

Prof Brian G Lees 
Professor of Geography. 
School of Physical, Environmental & 
Mathematic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t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 
Canberra ACT 2600 
Australia. 
Phone: +61 2 6268 9577 
Email: b.lees@adfa.edu.au 

mailto:dlbjupp@ozemail.com.au
mailto:dlbjupp@ozemail.com.au
mailto:b.lees@adfa.edu.au
mailto:b.lees@adf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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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 

冯岁平 
陕西汉中市：汉中博物馆馆长 
电话: +86 916 2231502 
电子邮件: fsping98765@sina.com 
 
李锐 
陕西省杨凌西农路 26 号 
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邮编：712100 
电话: +86 29 8701 2061 
电子邮件: lirui@ms.iswc.ac.cn 
 
5 参考书目 
 

5.1 主要参考资料 

李约瑟 (1971)，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二部，机械工
程，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 

雷夫·德克雷斯皮尔 (1984)，北界？－东汉王朝的政治和方针，亚洲研究学院，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1984。 
罗贯中(1360)，三国演义，Moss Roberts 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司马迁(公元前 120)，史记，Burton Watson 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 
 

5.2 项目的其它支持资料 

贾大卫(2006)，蜀道卫星影像 -更新换代 (制成 PDF 文件的幻灯片资料)。 
贾大卫(2005)，通往蜀国的褒斜道？－从关中到玉盆(2005 年褒斜道考察)，PDF 文

件格式。 
 

5.3 澳中理事会(ACC) 
 
澳中理事会由澳大利亚政府于 1978 建立，以促进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互相理

解，增强两国人民的关系。更多信息请见：http://www.dfat.gov.au/acc/ 
 

mailto:fsping98765@sina.com
mailto:lirui@ms.iswc.ac.cn
http://www.dfat.gov.au/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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