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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这一统计学的方法被引入音乐学

领域，是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并撰写学位论文时

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概而言之，统计学标准差，

是“数据关于均值的离散程度的一种度量”。①将

这一方法运用于对乐钟形制数据的分析时，其所

观察的是乐钟形制在设计、铸造层面的规范程

度。形制数据的标准差越小，说明乐钟的形制越

规范，反之则说明形制规范的程度较低。

但在笔者所进行的标准差分析中，针对编

钟甬、钮部形制的分析方法与结论，有别于上述

常见模式。在绝大部分编钟的甬、钮部形制均

与钟体保持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的情况下，有

一套编钮钟—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其钮部

形制标准差分析结论为偏差较大，看似形制并

不规范。但经对其钮部形制数据以及钮部与钟

体其他部位形制数据比值的认真观察分析，笔

者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

笔者在此专门撰文，不仅对这一套编钟的

分析结论，更是对通过标准差分析而得出的编

钟钮部形制的两类状况进行对比剖析，以求对

这两类状况的存在给出合理的解释。

摘  要：从笔者目前对编钟的涉及范围来看，在一套编钟之内，不同钟的钮部形制数据

在实际中存在两种状况，一为与钟身形制数据呈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另一类钟钮的形制数据

与钟体其他部位形制数据的比值表现出随钟形缩小而钮部所占比例增大的特点，这类钟钮在

一定程度上具备“等大”的特点。笔者认为，“等大”钟钮的出现是编钟设计层面的发展进步，

是由于编钟的设计者对编钟悬挂时“舞”部齐平的关注而产生的，这也体现出编钟的设计者

对编钟形制所具规范性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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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钟钮标准差分析的两类状况

○  隋  郁

一、问题的发现与提出
笔者的博士论文是对出土于先秦百越民族

分布地区的青铜编钟进行研究，而“编钟研究

的标准差分析法”便是于当时提出并践行的。

从使用统计学标准差的方法对越地编钟的甬、

钮部形制进行分析的数据结论来看，绝大部分

的编钟，其甬、钮部的形制数据与乐钟的通高、

身长、中长的形制数据，呈相对稳定的比例关

系。对于这一现象，笔者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并

不觉得意外。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周礼·考工

记·凫氏为钟》记载，钟体各部位的形制尺寸在

理论上是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的。而在实际的

数据分析中亦可证实，虽然各地编钟的形制在

微观观察中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来看，钟体

不同部位之间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是确定

存在的。虽然《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钟》中所载

钟形仅为甬钟一类，但从对出土实物形制数据

的分析状况来看，镈钟、钮钟钟钮的形制尺寸也

与钟体的尺寸存在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

①〔美〕S.伯恩斯坦、R.伯恩斯坦：《统计学原理》（上

册），史道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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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江苏六合程桥1号墓编钟钮部形制分析表②

 

青铜编钟作为我国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

的乐器，有着地位崇高、材质贵重的特点，再加

上铸造技术被从属于统治阶层的工匠家族所

集中掌握的原因，看似并非乐器主体的“钮”，

其形制设计存在规范性的要求，这是合情合理

的。但在针对这些越地编钟进行标准差分析

的过程中，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的钮部数据，

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笔者在最

初的分析中发现，其他编钮钟的钮部数据与钟

体的通高、身长、中长的比例存在较为稳定的

比例关系，其总体标准差基本为0.01至0.02（见

表2），个别数据达到0.03（如连云港尾矿坝编

钟）。唯有浏阳纸背村编钟，其钮部数据与钟体

的通高、身长、中长形制数据比值的标准差，达

到0.03至0.07（见表1）。由于统计学标准差的作

用是用来衡量一组数据对其平均值的偏离程

度，因而从标准差分析的初步结果来看，由于

钮部与通高、身长、中长形制数据比例关系的

不稳定性，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钮部形制的规

范性是较弱的。

由于标准差计算分析的过程是由EXCEL

软件自动完成的，在保证公式设置正确的情况

下，算错的概率几乎为零。为了确保数据分析

结论的准确有效，笔者观察了这套编钟在进行

标准差公式运算之前的原始形制数据④。经观

察发现，本套编钟的钮有别于其他越地编钟钮

部形制数据与钟体其他部位形制数据“比值稳

定”的情况，而是具有大小基本一致的特点，笔

者简称其这一特点为“等大”。当然，需要解释

的是，笔者此处所谓“等大”，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尺寸相同，而是相对而言并不具备明显“大

小相次”外形特点之意。（见表1-表4）

表1  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钮部形制分析表③⑤

②③隋郁：《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北京：人民音乐

出版社，2019年，第114；112页。

④含钟钮各部位形制尺寸数据，以及钟钮分别与通高、身

长、中长形制数据的比值。

⑤本文所有数据，均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相应各卷所

发表的数据为依据计算而来，特此说明。

表3  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钮部形制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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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江苏六合程桥1号墓编钟钮部形制数据表 随钟体的缩小而增大。

在2019年8月1日在郑州大学开办的“第一

届中国音乐考古学高级讲习班”中，星海音乐学

院教师曲文静女士在论文宣讲中也提及，在她

所分析的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编钟中，有些钟钮

的形制数据与钟身形制数据呈一定比例关系，

而有些则为一套之内钟钮大小基本相同的情况

（例如8号坎、9号坎所出编镈）。由此可见，湖

南浏阳纸背村编钟钮部形制所具有的特点并非

孤例，在越地的范围之外亦有同类。从出土编

钟的钮部形制数据来看，钟钮自古是存在两种

状况的：一为与钟身形制数据呈较为稳定的比

例关系；一为钮部不按钟体的比例关系大小相

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等大”的特点。

二、从乐器制作实践角度对该问题的解释

前文已述，对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钮部的

分析虽然是个案，但其钮部形制所具有的“等

大”特点并非孤例。对于这一状况存在的原因，

笔者曾在工作中有所涉及。

编钟钮部形制的数据，是能够影响编钟在

悬挂时的外观效果的。当钮部随钟体的大小相

次而同比例盈缩时，就会出现“钟大则钮大、钟

小则钮小”的情况，这一情况从目前出土的越地

编钟来看，是最为常见的。这一状况符合《考工

记》所载的钟体各部位的尺寸存在相对稳定的

比例关系的情况，但在悬挂时则会出现编钟由

大到小舞部逐渐偏高的外观效果。

而战国早期的纸背村编钟，仅从其钮部的

尺寸来看（见表3），由于铸造、测量、保存过程中

可能存在误差、锈损等问题的影响，笔者所谓钮

部“等大”并非是如理想中的尺寸完全一致的情

况，而是在随钟形的渐大、渐小的过程中没有明

显的同比例变化。同时结合钮部形制数据与钟

体其他部位数据的比例来看，具有“等大”特点

的钮随钟体逐渐缩小而表现出所占比例逐渐增

大的现象，这一点在表1的数据变化趋势中表现

上列四表，为笔者分别对“比值稳定”和

“等大”两类钟钮所举的数据实例。作为实例

的两套编钟，均有钮部各部位的尺寸数据，以及

钮部分别与通高、身长、中长形制数据的比值。

如若单从表1中的钮部形制数据来看，湖南浏阳

纸背村编钟的钮部形制所呈现的“等大”特点并

不明显，其中自然存在实际铸造与理想状况之间

存在误差的因素，当然还有测量误差、保存状况

等因素存在。但在整体上来分析：首先，与表4中

江苏六合程桥1号墓编钟钮部的形制数据相比，

表3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钮部形制数据的渐小

趋势并不明显；其次，从表1中的数据来看，湖南

浏阳纸背村编钟的钮高与其通高、身长、中长三

项数据的比值，由上至下呈现明显的增大趋势，

说明随着钟形的缩小，钮的大小所占的比例呈

增大趋势。而这恰恰能够说明，这套编钟钮部

的尺寸并非常见的随钟体的“大小相次”而同比

例盈缩。换句话说，越地出土的大多数编钟，由

于甬（钮）部形制的数据与通高、身长、中长的

数据存在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因而钟大则甬

（钮）大、钟小则甬（钮）小，在标准差分析的结

论中认为这类钟甬（钮）在设计、铸造层面是具

有明显的规范性的。而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一

套9件，钟体大小相次，但其钮部的尺寸却不按

照比例而随钟体的大小发生变化，各件钟的钮

部形制数据具有“等大”的特点，尺寸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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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舞部渐高示意图

图2  舞部齐平示意图
（绘图：陈坤礼）

的非常明显。而从表2的数据举例来看，作为对

比参照的江苏六合程桥1号墓编钟，其钮部形制

数据与钟体其他部位形制数据的比值基本保持

稳定，标准差也较小。将分别具有这两类形制特

点的钮部数据综合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钟钮是

可以分为“比值稳定”和“等大”两类的。

“比值稳定”一类钮部形制的存在原因，

笔者已经在前文分析过，这是较为常规的形制

特点，也是符合《考工记》所载形制特点的。虽

然《考工记》中所载仅为甬钟的形制，但作为一

种代表王权的、材质贵重的礼乐器，其形制存

在较为严格甚至死板的规范性要求，这是不难

理解的。但另一类具有“等大”特点的钟钮，其

存在的原因、原理是什么？

笔者认为，“等大”钟钮的出现是编钟设计

层面的发展进步，是由于编钟的设计者对编钟

悬挂时“舞”部齐平的关注而产生的，这也体现

出在设计层面对编钟形制更高层次的规范性要

求。（见图1、2）

 

上，进而关注外观的视觉效果，这应是编钟设计

者在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是说，虽然从标准差

分析的结果来看，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的钮部形

制与其他部位的比例并不稳定、偏离度较大，但

实际上却是对编钟悬挂时的完美外观效果的理

性追求，更是对钮部形制的规范性所做出的更

高要求，其意义超过礼乐制度层面对礼乐器形

制尺寸、比例的僵化规定。

从铸造工艺来看，一套编钟之内不同钟的钮

部尺寸基本相同，也是省时省力的。从古至今，

青铜乐钟的铸造基本为“一钟一范”，因为在铜

液冷却后、取出器物时需要打碎外范，因而“钟

范”一般来说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但在铸造“钟

钮”这类形制、纹饰相对简单的部件时，如能使

用“母模”则会十分方便省工。在当代，铸造钟

钮时，“母模”可用石甚至青铜等材料制作而成，

“母模”用于翻制“范模”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从

这一角度去思考，虽然对钟体的铸造确为“一钟

一范”，但先秦时期对钟钮的铸造，是有可能在

技术上实现铸造工艺的简化的。

总而言之，湖南浏阳纸背村编钟的钮部形

制，无明显大小相次的现象，且从其形制数据

与钟体通高、中长、身长数据比例的递变规律

来看，具有“等大”的特点。从铸造工艺的角度

来看，等大的钟钮能在铸造过程中实现省工省

时，在悬挂时又能在视觉效果上保持舞部的齐

平而使编钟外形更加美观，因而笔者认为这种

“等大”设计的钟钮，是编钟设计、铸造层面更

加标准化、更加高水准的体现。

三、上述问题对笔者的启示

在多年的学习与科研工作中，笔者十分重视对

“定量分析”这一方法的应用，而这也正是本人近

年重点关注对“编钟研究的标准差分析法”进行

实践的主要原因。“与擅长归纳、分析、演绎的定

性分析相比，定量分析所注重的是研究对象的数

量关系，即从数量的角度来看待学科中的现象和

如图1、图2所示，当编钟的形制（包括钮部）

完全按比例设计而呈现“大小相次”的外观特点

时，在悬挂时会出现舞部越来越高的视觉效果。

而当钮部的形制尺寸基本一致、大小差别不明显

时，编钟在悬挂时便会在外观上保持舞部的齐

平，而这也使得视觉效果更加美观。而从逻辑上

去思考，在保持乐器实用性（音乐性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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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科技考古学

家陈铁梅认为：“数量关系的研究不仅能揭示被研

究考古资料中内涵的，而不易被传统的定性研究

所看出的某些现象和规律，而且定量研究排除了

在归纳和演绎等推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观任意

性。”⑦但笔者认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

相辅相成的，而“定性分析”中所具有的“主观性”

也并非“主观任意性”。当然，单独针对一句话去

较真，确实是有断章取义之嫌的。笔者仅仅是想

表达，“定量分析”中对于数据的解读过程同样离

不开“定性分析”的辅助与参与；而“定性分析”的

分析对象在分析的过程中对于结论的得出，也是

具有“客观导向性”的。两种分析方法不可偏废，

也无法偏废，其在根本上是一体的。本文对于编

钟钮部形制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笔者以往在涉及乐器形制的数据分析时，

一般比较关注尺寸相对较长的部位。比如在针

对古琴形制的分析中，基本只关注“隐间”的数

据。古琴的“隐间”是指古琴的有效弦长，即岳山

左侧与龙龈右侧所承琴弦的长度。古琴隐间的

长度，典籍中载其以“周天之数”为度。笔者之所

以在众多琴身尺寸中更加关注隐间的数据，是因

为从当初写作硕士毕业论文的经验来看，在众多

繁杂的琴身尺寸数据之中，隐间的数据最具有说

服力。这是因为：首先，丈量的长度越长，用尺所

量的数据则相对误差较小，如丈量的长度过短，

比如古琴“龙龈阔二分”，在以四舍五入为原则

的统计与分析中，再加上难免存在的测量误差，

实在无法说明问题；其次，从对传世古琴隐间尺

寸的统计结果来看，隐间长度在整体上与“周天

之数”相合，也就是说，斫匠观念中对“周天之

数”的附和，反过来成为对隐间尺寸可变幅度的

制约。正是延续了硕士阶段的这一观念，在针对

出土于我国先秦时期百越民族分布地区的编钟

进行分析时，笔者更为重视乐器的主体部分，即

钟体的形制数据，而对甬、钮部的数据未多加关

注。从对形制数据“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这

应该是无误的选择，但如果辅以“定性分析”所

擅长的归纳与阐释，从这些原本未受关注的数

据之中，也是能够收获古代音乐文化信息的。

总而言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在研

究方法与关注焦点上存在明显区别，“定量分析”

既是“定性分析”的有效补充，也离不开“定性分

析”的辅助与参与。对“定量分析”数据结论的解

读，无法完全剥离“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定

性分析”所依据的材料，对于定性结论的导出，也

是具有“客观引导性”的。而对于科研工作者—

“人”来说，“客观”恐怕仅是相对的，“主观”确

是无法剥离的，但“主观性”并不等同于“主观任

意性”。“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这两种分析方

法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体的，无孰高孰低之分。

 

结  语

从对编钟形制的分析来看，镈钟、钮钟的钮部

形制数据存在两种状况，一为与钟身形制数据呈

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这一类编钟的钮部形制标准

差较小，呈现出形制较为规范的特点；另一类则不

按比例关系“大小相次”，这一类编钟的钮部形制

标准差较大，看似形制的规范性不强，但其钮部的

形制数据与钟体其他部位形制数据的比值表现出

随钟形缩小而钮部所占比例增大的趋势，因而在一

定程度上具备“等大”的特点。湖南浏阳纸背村编

钟即为具备“等大”钟钮的一例，且非孤例。

笔者认为，“等大”钟钮的出现是编钟设计

层面的发展进步，是由于编钟的设计者对编钟

悬挂时“舞”部齐平的关注而产生的。这种对

于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也体现出编钟的设计

者对编钟形制规范性更高层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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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同注②，第35页。
⑦陈铁梅：《定量考古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1页。

责任编辑：姚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