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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CUS

专题研究 长城遗产价值·保护规划·监测管理

明长城防御体系整体性保护策略

摘要：长城是一个由点（关堡、烽燧、驿站）—线（长城本体、讯息传递线路）—带（军事防御、文化交流及物资交换所在的长城防

区）—层次体系（防御体系的层级关系）构成的地理尺度的空间实体和文化遗存。长城的价值并非仅仅是单纯的“长长”的墙体，而

是“横向分段、纵向分层”的严密、庞大的防御体系。基于对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性认识，提出长城的保护要遵循从整体—层次

体系—防御工事单体—协同管理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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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建筑遗产，是中

国的名片，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1987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由于长期的人为破

坏、自然侵蚀和保护管理不善，长城文化遗址的生存状

态令人担忧。根据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

城全长6259.6公里的人工墙体中，只有8.2%保存状况

尚好，74.1%保存较差或仅余基底部分①；保存较好的

长城遗址亦存在坍塌、倾斜之虞。长城被赋予的“中华

民族”的象征意义与保护管理现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一、长城保护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城濒危的遗存保护现状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2005年国家启动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2006
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2007年至2009年国

家文物局组织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目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在制定辖区内的长城保护规划。然而，由于

对长城整体性认识的欠缺，以及对长城遗产价值认知的

不足，长城保护工作面临如下问题：

1.长期存在着长城就是“一道长长的大墙(Great 

Wall)，重点在其雄伟高大的墙体和重要关隘”的片面

认识。从长城遗产涵盖的内容上看，长城的确是墙体、

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1]的集合，但又不仅仅是

各种资源的集合体，明长城与其唇齿相依的屯兵系统、

烽燧讯息传递系统、驿传交通系统等组成一个具层次性

和系统性的复杂防御体系，各层次军事聚落协同作战的

系统关系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内容。

2.遗产整体性价值认知的不足，使保护规划中沿用

了“文物”单体的划界方法，侧重于长城墙体和聚落单

体各自保护范围的划定，割裂了镇—路—卫—所—堡各

层次军事聚落之间的守望互助关系，以及长城墙体、军

事聚落和驿传烽传线路之间的“血脉”。

3.片面追求长城形象工程和经济开发效益，重视级

别高、规模大、遗存完整地段，忽视级别低、规模小、

遗存较差地段，将致使此种地段逐步消失殆尽，破坏了

遗产的完整性。

4.明长城九边重镇的历史分段与现今省份辖区不尽

一致，各省（区）市分属管理与历史“镇－路－堡”的

划分不符，遗产真实性难以展现，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资源共享与协同管理是保护长城真实性、完整性的

① 数据引自2011年4月27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2011年长城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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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求。

二、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性

对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全面认识早先就受到一些历史

学家的关注。历史学家金应熙先生提出：“长城并不单只

是一条防御线，而是形成一个防御网的体系。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种网的结构逐渐变得更为复杂、完整”[2]。彭曦

先生提出：长城有三个子系统，城（墙）、烽（燧）、障

（塞），这三者缺一不可称长城，障塞和烽燧的文化内涵

比城墙更丰富[3]。刘谦先生在《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

中将辽东镇防御体系分为陆路屯兵系统、海路屯兵系统、

烽传系统、驿传系统、军需屯田系统和互市贸易系统等6
部分，并将军事制度下的守将级别与驻扎的城池从空间上

对应起来，分为五个级别：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

城[4]。

以上研究成果对课题组从时空分布视角展开长城防

御体系研究有直接的启发。课题组通过对东起辽宁，西

至甘肃长城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军事聚落进行

全面实地考察，结合史料，从整体性研究的角度，初步

理清了军事聚落的层次体系和时空分布，揭示了防御体

系横向分段，纵向分层、守望互助、戍防合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系统关系。

（一）横向分段，纵向分层的大纵深布局

明代为便于管理长城沿线的防务和指挥调遣兵力，

设立九边总兵镇守制度，分九镇分段防守，从东到西分

别为：辽东镇、蓟镇（含昌镇和真保镇）、宣府镇、

大同镇、山西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

每镇下分路设防，三到八路不等，路下辖几个至十几个

军堡。这样东西跨度8800多千米②的长城全线上共有九

镇、四十五路和上千个军堡。同时在朱元璋首创的“都

司卫所”制度下，全国广设“卫、所”。在军事上重要

地方设卫，次要位置设所。所城拱卫卫城、卫城拱卫镇

城。由此形成五级城池：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

城。路城和堡城分布于长城沿线，主要任务在于预警和

作战；卫城和所城分布于腹地，主要任务在于屯种和戍

守。

镇城，总兵驻地，总掌防区内的战守行动；有的镇

城内同时驻扎协守副总兵、总兵，协助主将策应本镇各

路及邻镇的防御。

路城，参将驻地，管辖本路诸城堡驻军和本路地段

防御，驻兵2个卫，12000余人。

卫城，指挥使统辖5600人，负责本卫地段防御。

所城，分千户所和百户所，千户所由千户负责，驻

兵1120人，统辖10个百户所；百户所由百户负责，驻

兵112人，统辖两个总旗（总旗下统辖十个小旗），负

责本所地段防御。[5]

堡城，守备驻守，屯兵数百人，统领本城堡及所属

堡寨戍军；负责本地段长城、瞭望台、烽火台等工程设

施的守卫。

图1 明九边重镇军事聚落分布图（课题组制作GIS数据库出图，受显示精度限制，图上聚落并非全部）

② 数据引自国家文物局.中国长城保护报告[R].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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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府镇为例可窥见长城防御体系及防御机制。宣

府镇地处燕山南麓，北依内蒙古草原，南临华北平原，

与位于太行山边的真保镇一起，成为守卫京师西大门

的锁钥。宣府镇《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本镇形

势，紫荆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左峙，云中右屏，

内拱陵京，外制胡虏，盖屺然西北一重镇焉。”[6]

宣府镇辖城堡74座，分七路南北大纵深布局：上西

路、下西路、中路、上北路、下北路、东路、南路、南

山路。既要防御从边外进犯的游牧民族的正面攻击，还

需防备从西部诸镇突破而来，或从南边迂回进攻北京的

军事偷袭。因此宣府镇的防御布局是南北大纵深布局：

（1）以镇城为中心，各路分据四方。路城较均匀地分

布在长城沿线，便于指挥前线各堡作战。同时各堡守望

互助，游击将军往来策应，分段守御与互助合作相结

合。（2）镇城与各路城、路城与各堡城均呈放射状分

布，便于信息传递与指挥作战。（3）前沿扼山口，腹

里守干道，南面控片区。沿边一线，城堡密集，平均5
到10里设一堡，距离边墙约5里以内，扼守山口要道。

镇城辖地为山间河谷盆地，土地平缓、交通便捷、水草

丰富，适合骑兵部队的行军，因此腹里城堡，从万全右

卫城、张家口堡、宣化镇城，直至居庸关防区，由西至

东密集排布，层层阻截。[7]

（二）驿传烽传系统是联系各军事聚落的纽带

横向分段和纵向分层的大纵深兵力部署起到了有效

的防御作用。此外，在线状分布的长城墙体和点状分布

的军事聚落之间，还有驿传和烽传系统，它们是支撑起

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结构”，是联系京师、各边镇、

关隘、堡寨的纽带。烽传系统中烽火台逐台连接，遥望

相视，简洁高效地将军情传递给高级别城池及全镇城

池，形成整个防御体系复杂通达的信息网络。驿递系统

中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分立而又相联，串缀在长城

千百座雄关险隘之间，承担着宣传政令、飞报军情、接

待使客的重任，构成了京师与边塞之间联系的血脉。烽

传系统主要负责将军情快速回传，驿传系统主要负责将

政令和物资快速传递运输到边堡，烽传与驿传系统的双

向快速通达保障了整个体系的高效运转。[8]

长城防御体系具有严密性、系统性，但并不是一个

封闭的系统。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和平时期，长城内外

的民众有交换物资的需求，于是九边贸易市场从东至西

广泛分布在长城沿线上，定期开放。游牧民族用马匹等

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

活必需品。

由上可知，长城文化遗产是一个由点（关堡、烽

燧、驿站）—线（长城本体、讯息传递线路）—带（军

事防御、文化交流及物资

交换所在的长城防区）—

层次体系（防御体系的层

级关系）构成的地理尺度

的空间实体和文化遗存。

三、价值评估

价值评估是保护策略

制定的基础，长城的庞大

建筑实体和严密系统性与

其他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相

比有其独特性，难以通过

通常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等四方面进行价值评价。

从时间跨度上，明长城是

之前历代长城2000多年持

续修筑的延续，在明代也

有200多年的修筑历程，图2 宣府镇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城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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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在空间跨度上，明长城横亘我

国东西边界（黑龙江－新疆），甚至超出现国界（进入

现朝鲜境内），连绵不断，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地

理学范畴；在地理要素上，它与高山沟谷、沙漠荒原唇

齿相依，人工墙体与自然天堑高度结合，是人工技艺与

自然环境合而为一的地理景观；在建筑“法式”上，

镇－路－卫－所－堡各级城池遵循城池规模、防御层

级、空间布局、建筑设施等方面的建筑“标准”和“规

范”，从选址到施工蕴含了丰富的建筑历史内涵；在规

划布局上，超越于现代的城市规划设计尺度，在庞大、

复杂的体系中实现讯息、人口、兵力、后勤物资的快速

移动，且这个大布局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城市、城镇

和乡村；在运行模式上，长城是个动态体系，不仅指系

统内部的运输与传递，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长城内外

贸易交换、社会习俗融合、宗教文化的渗透、军事力量

的对比……，长城是个有生命的文化遗存。

当我们用“系统性”来看待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对

防御体系的整体性更容易理解。系统性的基本思想方

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的结构、构成要素和环境

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

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

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

失去要素的作用。

如果把长城防御体系看作一个系统，就需要理清明

长城防御体系的结构、构成要素和外部环境。③

结构指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结构，明长城九边十一

镇整体结构包括：明长城防御体系的九边十一镇横向分

段、纵向分层的网状结构长城本体的空间分布；各镇所

辖长城起始位置；各镇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寨

的空间分布；交通（驿传）道路、讯息（烽传）线路的

空间分布。

构成要素指长城本体、军事聚落、交通（驿传）子

系统、讯息（烽传）子系统。具体来说包括：长城本体

图3 明长城军事聚落与驿传系统分布示意图（图中三角形为驿站、圆点是军事聚落）

构
成
要
素

长城本体 军事聚落 驿传烽传

墙   体
敌   台
关   口

镇    城
路    城
卫    城
所    城
堡    城

驿递铺
驿    路

烽传路线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季节、军事地理

社会环境：屯田、贸易、抚赏、边疆政策

外
部
环
境

图4 明长城防御体系系统构成要素图

③ 此部分观点来自张玉坤教授研究成果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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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御工事和建筑设施；军事聚落的功能作用和层级关

系；交通（驿传）子系统中的驿、递、铺等建筑类型；

交通路线、讯息（烽传）子系统中的烽燧建筑类型；军

事战事中兵力情况、发生地点、紧急程度等军情的讯息

传递方式。

以整体系统的观点，将构成要素长城本体、军事聚

落、驿传烽传包含的内容细化分解，列出各项所包含的

遗产：

（1）本体建筑（墙体、敌台、墙台、烽火台、墩台）  
（2）防御聚落（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

城、关城、驿城等）

（3）驿（烽）传体系     
（4）相关遗存

该评价体系列出了长城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价因子，

每项评价将细化为评估指标，每个评估指标试图给出评

价标准，评价标准的分值包括主观打分和GIS量化分析

数据的客观指标两部分。图5可以看作长城文化遗产的

评价体系表，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科学评价长城文化遗

产的整体或者局部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评价体

系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可以动态变化，变化的影响值体现

在“权重值”一项。例如有的聚落“保存情况”一般或

基本无存，但历史意义重大，如土木堡，发生土木堡之

变以致明英宗被俘，那么土木堡的久远度一项的权重值

会偏高，以使其在保护工程中得到重视并加以保护；而

有些聚落“保存情况”一般或基本无存，聚落单体的历

史意义也不重大，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其没有保护价值而

任其自生自灭，将导致该路或该镇的完整性不存，那么

这些聚落也应列入保护范围。

四、保护策略建议

基于以上对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性认识，提出

长城的保护要遵循从整体—层次体系—防御工事单体—

协同管理的策略建议。

（一）全线严格保护、建立价值评估体系

1.长城本体要全线严格保护，不存在不受保护的地

段；防御工事单体的保护需要根据军事聚落的级别和保

存状况分别进行价值评估，制定相应的保护标准。

2.全面的记录长城文化遗产的内容，建立价值评价

体系，对遗产构成内容进行真实、完整性的价值评价，

这是制定科学保护策略的基础。

（二）依据层次体系划定保护范围

1.按照镇－路－卫－所－堡的层次体系制定分级保

护和展示策略

如将宣府镇下辖七路、卫所和烽传、驿传系统作为一

个整体，划定保护范围。每路下辖军堡、驿站，突破市县

行政界线，统一制定保护和旅游规划，这样才能够识别各

级军事聚落的层次性，真实反映长城防御体系原貌。

2.保护范围的界定

各层次体系保护范围的界定是长城整体保护范围界

图5 长城遗产
价 值 构 成 图
（徐凌玉、李

严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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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前提。要考虑长城本体、各层次军事聚落、烽燧系

统、驿站系统、各构成要素依托的自然地形地貌、相关

文化遗存等所有文化遗产资源之间的关系（如位置、视

域、可达域），在各构成要素的保护范围基础上，最终

综合划定区域性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的界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符合长

城总体保护大纲的要求，从长城本体或军事聚落墙体向

两侧、外围50～65米是严格保护区；第二层次是长城

本体与军事聚落（烽燧、驿递铺）之间的视域和可达

域，即从长城本体上的墩台与墩台之间的信息传达线路

是可视域的保护范围，长城本体与军事聚落之间的兵力

行进或运输交通经过的道路，也是保护范围，是可达域

保护范围；第三层次是周围环境的保护，长城所依存的

山体、水体是长城选址、防御性的真实体现，与此相关

的自然地貌也是保护范围。

以上是保护范围划界的原则与顺序，具体范围的划

界还要结合等高线、水体、道路等综合考虑。以黄崖关

为例，橘黄色的线表示长城本体、黄崖关城、小平安

寨、中营寨堡和太平安寨堡的严格保护范围；土黄色线

表示道路可达的范围；绿色区域表示视域可达的范围。

在此基础上，依据周围环境的自然边界划定保护界限。

（三）防御工事单体的保护标准

1.长城本体的保护

保护类型分成保持现状和修复两类。对于墙体结构

较为坚固地段可以保持现状不动，因为保持现状可以保

留继续进行研究和考证的条件。对于墙体结构疏松、面

临坍塌或风化等现状无法维持的地段必须及时修复，修

复方案要制定细则且按程序报批后，选择技术力量完备

的施工队伍，由专业人员带队进行修复，避免因盲目追

求旅游开发而扭曲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现象再次发生。

图6 黄崖关保护范围分析图

图7 明长城九边十一镇各镇辖区范围图（不同颜色代表明十一个镇，底图是现行政区划的省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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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事聚落的保护

根据军事聚落的级别和现存状况制定相应的保护标

准，可以按照“镇城、卫（路）城、所城、堡城”四个

级别分别制定，内容包括城池地理环境、空间布局、道

路交通、选址特点、历史建筑、相关遗存、历史文化等

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级别较低但遗存现状很好的军事

聚落可以提高保护标准；大多数低级别城因数量多、规

模小、保存情况差易被忽视，而它们恰恰是明代防御力

量的主体，大多位于环境最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因缺乏

水源、交通不便而被后代逐渐废弃，不可因其遗存情况

差而脱离保护范畴。

（四）整体保护措施与协同管理模式

全面协调长城资源所属各级保护单位，统一制定保

护规划，制定分段管理与分级保护策略。长城九边重镇

的历史分段与现今省（区）市辖区不尽一致，为保证历

史各镇、路划分的完整性，可试行跨区域管理模式。

长城保护管理的协同需求，根源于长城遗产本身就

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明长城绵延十几个省、市、自治

区，虽然墙体的保护可以分段，但是镇－路－卫－所－

堡的军事聚落、工事要塞和驿传烽传系统等诸多要素不

可做硬性省界分割，分割后将割裂历史原真性，协同保

护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需求。如山西镇部分军事聚落现

在归河北省管辖、宁夏镇长城进入了今甘肃省境内，另

外固原镇长城跨越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两地。

英国哈德良长城联合管理经验值得借鉴。哈德良长

城总长117千米，分属50多个机构或团体和700多个私

人业主，长城整体的90%以上属私人财产。英国政府确

立了英国遗产委员会负责长城的管理、保护和制定相关

规划，协调各方关系与利益的机构，自1996年开始每6
年制定一份《哈德良长城管理计划》，使长城的管理、

保护、利用一直保持良性发展。[9]

结语

明长城防御体系连同与之相关的山形水势、水陆古

道、军事文化、人文历史、文化碰撞、文明交融等渗透

在广阔的长城区域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一旦被

“毁灭”便不可复生。建立基于真实性、完整性认识的

可持续发展保护策略是长城遗产保护利用的迫切需求。

全面协调交界地段文物保护单位连属管理，共同协商

整体性保护规划和管理措施，协同开发旅游资源，实现整

个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整体性保护和遗产资源效益的最

大化，尤其是基于明长城原真性、整体性认识的整体性保

护策略相关研究是新形势下面临的切实挑战。

[本文受以下基金项目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明长城军

事防御体系整体性保护策略研究（面上项目）（5147829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筑遗产低空勘察与监测综合研究

(51478298)”、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发现中国——中国古代军

事工程”奖学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明长城防御体

系空间分布研究”（17YJCZH095），文化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

“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关系的复原与信息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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