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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窑变釉是中国陶瓷色釉发展史上的珍贵品种，因其独特的施釉方式以及在烧制过程中
的不确定因素，产生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釉面效果，为后人所喜爱和推崇，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窑变

釉艺术。目前陶瓷界还没有完全把窑变釉作为一个独立的陶瓷色釉品种进行研究。本文从窑变釉

的文献记载、影响和历史发展、窑变釉区别于其他色釉的形成原因和显微结构、窑变釉区别于其他色

釉的釉面艺术效果，来展现窑变釉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而让更多人认识到窑变釉的价值，推动窑变釉

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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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变釉成熟于宋代，是中国色釉发展史上的珍
贵品种。窑变釉艺术是指制作瓷器时，由于采取配

制的独特的釉料，在烧制过程中由于施釉方式、窑内

温度变化、气氛等原因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

定性自然变化，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天人合一的陶瓷

艺术。窑变的釉色是由物理化学变化引起的，它的

奇丽非人工所能全部掌控。以氧化铁着色的青釉是

中国烧造史上最悠久的传统高温釉，宋代钧窑工匠

在青釉中引入磷、钛等元素，在还原气氛下烧成后，

形成釉层乳浊、釉色天蓝的钧釉；在此基础上，钧瓷

工匠还把铜引入釉料中，突破了单色的范围，巧妙地

利用氧化铜的作用，通过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相互转

化，使传统高温色釉由单一的青瓷发展为五色的多

彩釉，开创了铜红釉艺术之先河。因钧瓷烧制的不

确定因素和产生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釉面效果，为后

人所喜爱和推崇，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窑变

釉艺术。

当代中国陶瓷界还没有把窑变釉完全作为一个

独立的陶瓷色釉品种，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窑

变釉艺术的价值，专业研究窑变釉艺术的人才还非

常匮乏，因此，用科学的方式研究窑变釉艺术，推动

窑变釉艺术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业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窑变釉的文献记载、影响和历史发展、窑

变釉区别于其他色釉的形成原因和显微结构、窑变

釉区别于其他色釉的釉面艺术效果，来展现窑变釉

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更多的陶瓷研究学者和技术

人员关注、研究和弘扬窑变釉艺术。

一、窑变釉的影响和发展

自古以来，窑变釉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

研究。窑变主要是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

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

变化。宋代工匠对窑变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钧

瓷高温窑变红纗的出现，使其跻身宋代名窑之列。

历史文献对“窑变”有着清晰的记载。

明代谷应泰撰写的《博物要览》（天启间刊行）

中写道：“（官、哥）二窑烧出器皿，时有窑变……本

于本色外变色，或黄，或紫红，肖形可爱。”明代方以

智则在《通雅》中说：“钧州有五色窑，即汝窑一类，

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像也。”［１］这是已知的对

窑变器物比较早的文字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景

德镇人蓝浦所著《景德镇陶录》描述说：“窑变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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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一为天工，一为人巧，其有天工者，火性幻化，

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

态直名之曰窑变，殊屡见不鲜耳。”民国时期罗原觉

撰写的《谈瓷别录》也谈到：“其（钧窑）青紫相错之

釉色，为特异之成绩自明以来号为窑变，《天工开

物》言窑变是也。窑变之器定州有之，吴子副诗集

所言定州窑变十样锦茶瓯，时在宣和前，与坡公之称

红定花瓷，相隔不远。饶州亦有之，宋周昭礼言大观

间景德镇陶器窑变，色如朱砂，比之定州红瓷尤鲜

明：是皆北宋时物。”

对于窑变艺术成因，古时陶瓷研究者曾做过深

入研究。按清人《南窑笔记》说：“今所造法……用

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数，罩以玻璃红宝石晶

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及其流淌，颜色变换，听其自

然，而非有意预定为某色也。”文中所记载的烧造窑

变瓷器的方法，是先在胎上蘸涂不同釉色，然后入

火，任其变化而成。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说：

“窑变一说，火之幻化所成，非徒釉色改变，实有器

异成奇者。”古人已经意识到，窑变是由于偶然幻化

而成，人工并不能完全控制。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国

文系教授许之衡在《饮流斋说辞》中说：“窑变者，乃

烧窑时，火候不均，偶然釉汁变色之故。”可见窑变

釉瓷历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为窑变釉的重要发轫者钧瓷，更是受到历代

陶瓷制作者的关注。窑变也成为钧瓷区别于其它陶

瓷的重要特征。钧瓷之所以会出现窑变现象，主要

与其特定的生产制作工艺有关。这里面与钧瓷使用

独有的矿物原料、不同的胎质和造型、釉料的化学组

成、釉料的加工、施釉工艺和烧成工艺等均有极为密

切的关系，窑变现象是这些多变的工艺因素综合反

应的结果。

窑变至清，尤其是到雍正时期，已经由偶然所得

变为人工所能掌握的品种。窑变奇丽釉面的产生，

主要是利用了一种覆盖在底釉表面的一种特制面

釉，并通过高温窑火借釉料的垂流而自然形成。釉

的原料配方及烧成是釉面色丝形成的重要环节，同

时与采用涂、浸、吹等不同施釉工艺也有很大关系。

作为仿制宋代钧釉品种而演化出来的窑变釉瓷器，

创始于雍正。为了在仿钧釉瓷器的生产上有质的突

破，清雍正时，刚到景德镇就任度套管不久的唐英，

就派幕友吴尧圃赴均州访察钧釉配方，走实物、理

论、实践经验三结合的仿制之路。也正因此行，到雍

正朝后期景德镇御窑厂在生产仿古瓷器方面取得了

极大成功，不少仿钧釉精品佳作也在此时相继问世，

当时的窑变釉瓷制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大批

精致的“窑变”作品如雍正窑变釉弦纹瓶等，至今仍

作为瑰宝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在《中国陶

瓷》中说：“雍正仿钧主要有三种：一是仿北宋的钧

红釉，即习称玫瑰紫的通体红釉；二是在以天蓝、月

白为主，兼有涂以红斑的器物；三是窑变花釉，雍正

朝从仿钧釉中演变出来的一种新创釉色，因此也可

认为是雍正仿钧釉的一个品种。”

但把窑变釉作为相对独立的分类却比较晚。在

色釉的分类上很多书籍大都沿用传统分类方式，有

的把窑变釉归为杂色釉，但窑变釉作为一个色釉品

种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李知宴先生写道：

“（清代）色釉瓷器也有许多创造，如官釉、天蓝、粉

青、红釉、窑变、豇豆红、蟹甲青、鳝鱼黄、茄皮紫、松

石绿、茶叶末等，为瓷器的设计增添了许多新品

种。”①在《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吴山先生把窑

变釉称为一个独立的色釉品种：“窑变釉，一种变化

最多、色彩丰富、形态最复杂的艺术釉。始于宋代，

开始出现纯属偶然，至清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工

匠已掌握窑变规律，能烧造出效果理想的产品。”②

（参见辞条〔杂色釉〕）更多的学者称之为窑变花釉。

自宋而兴，至清初大发异彩，近些年，窑变釉品

种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钧瓷的窑变艺术蓬勃发展，

窑口从 ２０００ 年前的几十家发展到现在的近 ２００ 家，
全国各大瓷区也纷纷制作出了千姿百态的窑变釉艺

术瓷，成为中国陶瓷行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窑变釉

因此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钧瓷釉窑变显微结构分析

探析窑变釉釉色形成的原因和内部显微结构，

就可发现窑变釉的显著特征。

钧瓷是一种色彩丰富的窑变釉，开辟了中国瓷

器釉面五彩缤纷之先河，是中国和世界陶瓷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与创造，对陶瓷界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后世受钧瓷窑变釉影响的陶瓷品种非常多，

如美人醉、火焰红以及各种花釉等等，构成了绚丽璀

璨的窑变釉艺术世界。分析钧瓷显微结构将有助于

了解窑变釉艺术，那么钧瓷釉和它的显微结构是什

么样呢？

釉是指覆盖在陶瓷胎体表面上的一层玻璃态物

质。钧瓷釉的厚度通畅 １ －２ 毫米，大的器物厚度可
达 ５ 毫米，特大型器物底足垂釉部分厚度可达 １０ 毫
米。钧瓷釉为半透明状，在陶瓷釉中属乳光釉。钧

瓷釉的成色主要是在乳光蓝釉料的基础上加入铜、

铁等金属氧化物，烧制时在窑炉内氧化和还原气氛

中元素变价后成色。

成品钧瓷分为胎和釉二部分，钧瓷釉是由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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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釉药）稀释成的泥状液体，通过浸、涮、抹等施

釉方法使釉汁吸附在第一次焙烧后的素胚胎体上，

入窑经高温熔融冷却后形成。烧成后的钧瓷釉呈半

透明的玻璃状。乳光釉的形成主要是釉料中磷、钙、

镁含量较高，硅、铝比例恰当和合理的烧成制度及气

氛。当素胎上好釉料入窑经高温变成液态又缓慢冷

却后，分离成两个成分不同、互不混合的液相，其中

一相以无数孤独小液滴状的形式分散于另一玻璃态

连续相中。这种乳光釉层中存在着密度与釉玻璃不

同的微小晶粒、分相液滴和微小气泡，入射到釉层的

光不能顺利通过而被折射，这种釉被称为液液分相

釉，在视觉上呈乳浊状，所以称为乳光釉。根据釉层

对可见光通过率的多少，又分为高乳浊、中乳浊和低

乳浊三类。由于乳浊的程度不同出现各种浓淡不一

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浅的称为天青，较深的称为天

蓝，比天青更浅的称为月白，天青、天蓝和月白三种

釉色，称为钧瓷的基础釉色。

在显微结构中，钧红釉面分为四层，由里到表次

序为：无色层、淡紫色层、红色层、无色层。在带光源

的放大镜下观察釉面，可见到青、红、蓝、紫交混的流

纹及气泡带到表面的蓝或红色釉，还可见到大小不

等的气泡像珍珠样分布在釉层中，闪闪发光，异常美

丽。

钧瓷釉的液液分相是产生乳光和神奇复杂的窑

变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钧瓷在烧成时温度和气氛

不同，可导致连续相中孤立相小液滴的大小和数量

也不断变化，表现在钧釉外观上就是丰富的窑变效

果。当钧釉中只有着色元素铁时，釉色窑变呈现月

白、天蓝、天青等色；当钧釉中同时含有着色元素铜

时，釉色窑变就会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神奇色彩。如

三价铁呈红色或茶色，二价铁呈蓝绿色；金属铜在氧

化焰下是绿色，在还原焰下是红色；由于铜在局部的

聚集，可出现绿色，如鹦哥绿斑等；由蓝色和红色混

合后形成，由微粒组成的蓝色流纹与红色流纹混在

一起形成湍流，呈现出紫红到紫蓝的色彩；在一些青

蓝色器物的釉面上存在的紫红色斑块，其形成是铁

的青色和铜红混合后成色等。

钧瓷烧制时釉在高温下熔融流动及产生的气泡

对釉的搅动也参与了多色釉的成色过程。高温时钧

釉中的多种着色剂会发生复杂交错的流动变化，形

成五彩缤纷的色彩。如融化的晶料物质在釉的表层

形成垂流的雨线，又如蓝色流纹和红色流纹相融合

成紫色或紫蓝的色彩，蓝、红色流比例不同形成浓淡

不一的紫色。另外胎釉产生的气体形成釉泡，众多

的釉泡从釉底层向釉表层逸出时，对上下层的釉色

起到了混合作用。

所以，钧瓷窑变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过

程，有着与其他色釉明显的不同呈色变化和显微结

构，是窑变釉成为中国名贵釉色品种的重要依据。

三、窑变釉艺术效果的分类

窑变釉瓷与其他色釉瓷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

窑变釉追求釉面的各种变化所呈现的艺术效果，其

他色釉瓷更多追求本色的呈现。因有科学的评价体

系，分析窑变釉瓷的艺术效果和市场价值并不困难。

除了陶瓷工作者自身的创作价值外，应根据该作品

的窑变美感、质感、色彩纯度、明度与造型的吻合度，

及恰到好处的釉色窑变呈现方式来综合判断。下面

介绍一下陶瓷工作者总结出的各种窑变釉分类和艺

术效果，作为欣赏和判断市场价值的依据，其中，大

多数窑变效果是窑变釉制作者在配釉和烧制时所追

求的艺术境界。

窑变釉分为单色釉和多色釉。单色釉有赤、橙、

黄、绿、青、蓝、紫、黑、灰、白等为主；多色釉指一件器

物釉面出现两种以上的明显色彩，色彩之间渗透、交

错、融合、变化。对它们的美学分析，即可得到该件

窑变釉瓷器艺术效果的高低。

从宋至今，钧瓷窑变釉还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

局部窑变，即在天蓝釉局部涂抹含氧化铜的色料，烧

成后形成紫红色斑块，色斑成色随自然天成，且形

状、浓淡不一，但与底釉有较明显的分界线，宋“民

钧”产品多属此类；第二类是在天蓝釉中加入铜的

氧化物，烧成后，天蓝、紫红两色交融、渗化，使整个

釉面呈现斑驳陆离的视觉效果，各种色彩间无明显

界线，宋“官钧”产品中的海棠红、玫瑰紫等即属此

类；第三类是清景德镇坊和近现代均有在传统钧釉

中加入锌、锡、锰等金属元素，产生独特艺术效果的

作品。钧瓷著名的釉色有玫瑰紫、茄皮紫、葡萄紫、

丁香紫、海棠红、朱砂红、鸡血红、玫瑰红、胭脂红、火

焰红、天青、蛋青、梅子青、天蓝、海蓝、月白、鱼肚白

等。钧瓷的窑变花釉，色彩丰富，釉层晶莹，釉中红

里透紫，紫中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五彩争艳，

辉映竞芳。

就拿釉面效果来讲，除了晶莹润泽的质感和丰

富的色彩外，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纹路，有的属于

物理现象，有的属于窑变效果，或裂冰碎玉，或回环

百结，或蚯蚓走泥，或礼花绽放，或漫天星辰，它们构

成了窑变釉瓷艺术的重要特征。现根据釉面纹路产

生的机理，将纹路分为以下几类：

开片纹 开片产生的原因是釉面的膨胀系数低

于胎体的膨胀系数，热胀冷缩时收缩比例不一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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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主要有：牛毛纹，片纹细长，或密或疏、状如牛

毛；冰裂纹，状如开裂的冰块，微缝隙密疏不一；百圾

碎，开的片不规则，小而碎，线纹较细；虫翅纹，开片

像昆虫（如蜻蜓）透明翅膀上的脉络纹；叶脉纹，开

片像一些树叶的叶脉纹；铁线纹，片纹线呈现棕黑

色，将釉面分割成不规则片状；鳞片纹，状如鱼鳞；蜘

蛛网纹，开片像蜘蛛编制的网一样。

釉面纹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釉层在干燥时

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在高温作用下，裂隙又被融化

的釉填平，在釉面上遗留的痕迹形成的纹路。主要

有：蚯蚓走泥纹，如蚯蚓在泥中走过留下蜿蜒曲折的

痕迹；蟹爪纹，状如蟹爪；龟裂纹，如干旱稻田形成的

地表龟裂；袈裟纹，状如寺院方丈的袈裟；龟背纹，如

龟背上的花纹。

窑变纹 由于釉层流动，釉中气泡搅动，气泡突

出釉面破裂后融合在釉面形成的纹路。主要有：礼

花纹，如绽放的礼花；鱼籽纹，众多相连或堆积的圆

点，如鱼籽；珍珠点，似珍珠的斑点，分散或集聚；雨

帘纹，像雨幕垂帘般的流纹，又称飞瀑纹，似山间瀑

布飞流直下；凤尾纹，纹路呈羽毛状，似凤尾；豹斑

纹，如金钱豹皮毛上的斑纹；羽毛纹，多色釉均匀混

合，状如鸟的羽毛；兔毫纹，状如丝丝兔毫。

晶体纹 由于釉面结晶体或金属元素着色剂集

聚在釉中形成的晶体纹路。主要有：金斑纹，金光闪

闪的斑点；银斑纹，银光闪闪的斑点；铜斑纹，古铜色

泽的斑纹或绿铜色的斑纹；玉石纹，如各种色彩的玉

石上面的纹路。

判断窑变釉的艺术效果，还有两种审美表现方

式：

一是釉面整体效果：一种或多种纹路、点、斑、色

彩等组成，构成春雨江南、万山红遍、千峰翠色、崇山

峻岭、高山飞瀑、千里冰封、瑞雪纷飞、长河落日、寒

鸦归林以及各种窑变奇观等。

二是局部审美情趣：出现观音佛像、天女散花、

贵妃出浴、山花烂漫、嫦娥奔月、马上封侯等等。

陶瓷工作者在窑变釉瓷制作工程中，无论制作

出什么样的作品，都会把釉色窑变效果作为重要的

考量，同时对出现的窑变效果不能完全掌控，这也正

是窑变釉瓷的重要特征和独特魅力。上述各种窑变

效果的高低，是衡量作品价值多少的重要砝码。这

也是窑变釉瓷制作者希望在陶瓷艺术评比和欣赏

中，以不同于其他陶瓷的标准来判定。

四、结束语

窑变釉是土与火的艺术，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是

中国古老陶瓷艺术中的宝贵财富和人类重要的文化

遗产。各种釉面效果的产生，都是陶瓷从业者对大

自然的再认识和对古老传统工艺的探索与继承。窑

变釉所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和所带来的独特审美享

受，是许多艺术品所不具备的，但作为一门独立的艺

术学科，目前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高度重

视窑变釉瓷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宣传，有着重要的

意义，也是复兴中国陶瓷伟业的一项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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