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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讨

宜兴钧陶工艺性能的初步研究

吴琳，张茂林，吴军明，李其江，熊露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所，景德镇333001)

摘要：本文以宜兴钧陶胎体为研究对象，采用能量色散x

射线荧光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热膨胀仪等手段，对样品胎

的主、次量元素组成、物相组成和物理性能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通过纵向比较综合分析了各时期宜钧胎体的工艺特征及性

能变化，为复仿制工艺及后期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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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陶瓷历史渊源流长。

先民们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就开始制陶．迄今为止从

未中断。元、明、清以来，宜兴一直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活

动中心之一I㈦。除了众所周知的紫砂以外，丰富多彩的宜

钧也深得市场欢迎【3】。宜钧是指宜兴生产的一种带釉的陶

器，其制釉方法是在胎上施以黑釉，然后洒以白釉，烧成时

两者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乳光釉区，并流淌成蓝色的兔丝

纹，浓处则成乳白，若不流淌则成乳白或蓝色乳光点。它所

用胎质有两种，一种是灰白的炻胎，另一种是紫砂胎14】。宜

兴钧陶胎、釉的外观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化学组成、所用原

料、烧成温度和烧制工艺。本文主要研究宜兴钧陶胎的物

理化学性质．分析鉴别它们的特征，为复仿制工艺及后期

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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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内容

在南京博物院的支持和帮助下，笔者采用现代分析

技术。对江苏宜兴古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三个时期(清

初、清早、清中)宜兴钧陶样品的化学组成、烧成温度、吸

水率等物理性能进行了系统的测试和分析，结合相关文

献，探讨并分析不同时期宜兴钧陶工艺性能的特点。

本文采用美国EDAX公司生产的EagleIll型能量色

散X射线荧光能谱仪测试宜钧胎的化学组成；采用德国

Bruker公司生产的D8一Advance型X射线衍射仪分析宜

钧胎的物相；采用德国耐驰DIL402C热膨胀仪测试不同

时期宜钧胎的烧成温度：利用煮沸法测试分析样品的吸

水率、显气孑L率。

3 分析与讨论

3．1成分分析

宜钧样品胎的化学组成如表1所示(其中QC、QZ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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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宜钧样品胎的化学组成(wt％)

编号 A1203 Si02 K20 Na20 CaO MgO Fez03 Ti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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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H分别代表清初、清早和清中时期样品)。

从表1可知。各时期宜钧胎中的主、次量元素含量差

异并不大，A1203含量在20．81％～28．29％，Si02含量在

59．67％～73．18％。为了更细致地观察各时期宜钧样品胎元

素组成的变化．笔者利用spss软件对宜钧样品部分元素

做散点图，如图1、图2所示。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不

同时期的宜钧样品大多数混杂在一起，但是清中时期样

品胎中元素组成相比清初时期更为集中．表明随着时间

的推移，宜钧胎体配方更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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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样品胎中R：0和SiO：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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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宜钧胎体、宜兴紫砂泥、宜兴白泥的因子二维散点图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宜兴陶土一般分为白泥、甲泥、

嫩泥三大类．其中甲泥是一种以紫砂为主的杂色粉砂质

黏土，而宜钧胎体的原料配方有两类，分别是紫砂泥和白

泥。为此，将宜钧的胎体成分与宜兴紫砂泥、白泥原料[41作

对比分析。宜兴紫砂泥、白泥的化学组成如表2所示。用

SPSS软件对宜钧胎、宜兴紫砂泥和宜兴白泥的主、次量元

素含量做因子分析，利用所提取的两个主因子做散点图，

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宜兴白泥与宜兴紫砂泥各

处在一个区域，宜钧胎大部分聚集在一个区域，并和宜兴

白泥混为一类。少数宜钧胎则与宜兴紫砂泥混合在一起。

相关研究表明，宜兴紫砂泥和白泥相比，Fe20，、A1：0，

的含量较高嘲。为此作宜钧胎体、宜兴紫砂泥、宜兴白泥的

Fe203、Al：03和TiO：散点图，如图4所示。观察图4可发

现，在研究的样品中，大部分的宜均胎体成分与宜兴白泥

较为接近，少量则与宜兴紫砂泥类同，这与图3的因子分

析结果是相符的。宜钧胎体样品中有三个样品Fe：O，的含

量相对较高，且Al：O，的含量也同样偏高，而这三个样品

表2宜兴紫砂泥、白泥的化学组成(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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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部分宜钧胎体的物理性能

O宜钧帕体
+宜兴冀砂矗

△宜，∈凸耗

图4宜钧胎体、宜兴紫砂泥、宜兴白泥的Fe203、A1203和TiO：含量

散点图

在图中正好与宜兴紫砂泥在同一个区域内，再次证明含

Fe20，较高的宜钧样品胎体应是以当地紫砂泥为主要原

料．而其他宜钧样品胎体是以当地白泥为原料。

3．2工艺探析

对宜兴钧陶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X衍射物相分

Za

图5宜钧胎体XRD衍射图

析，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清初时期QC一3样品胎的主

要晶相是石英；清早时期，QZ一8样品胎中主晶相除了有

大量的石英，还出现了少量的莫来石，0Z—14样品胎的主

要晶相只有石英；清中时期，QZH一4样品胎中的主晶相为

石英和莫来石。这三期样品胎体共同点在于都含有石英，

不同的是清中期含有一定量的莫来石，早期部分含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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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莫来石，而初期则没有，说明这两个时期的样品烧制

温度应该高于初期，或者是原料加工更加精细，研磨均匀

且颗粒度较小。莫来石的主要成分是3A1203"2Si02，通过

表l可以看出，清初时期样品QC一3胎中的A1：0，含量相

对最低的，清中时期样品QZH一4胎中的A120，含量达

26_38％，Al：0，含量的增加为莫来石的生成提供了必要条

件。除了A120，含量的增加，莫来石的生成与否还取决于

烧成温度。

莫来石的形成过程16J如下：

(1)在600℃以前，高岭石进行脱水。

(2)从600℃开始：

A1203"2Si02·2H20一A1203"2Si02(偏高岭石)+2H20

(3)在925℃以后：

2(A1203．2S102)-*2A1203-3Si02(尖晶石型新结构)+Si02

(4)在1050～1100 oC时，尖晶石型新结构开始转化成

莫来石：

3(2A1203·3Si02)----2(3A1203·2Si02)(莫来石)+5Si02

莫来石是从1050℃开始形成的，在1 150～1250 oC温

度范围内，莫来石会迅速形成，清初时期陶坯的烧成温度

约1090 oC。虽达到了莫来石的生成温度，但莫来石晶相

的生成量较小，坯体主晶相为石英；清早、清中时期烧成

温度达到了1160℃甚至更高，莫来石开始迅速大量生

成。莫来石本身具有机械强度高、热稳定性好、化学稳定

性强等性质．它的大量产生能够赋予陶瓷制品良好的性

能。通过观察样品的外表特征，也可发现清中时期胎体的

致密度、表面光泽度等性能较清初、清早略好。从整体上

看，宜钧各期烧制温度呈上升趋势，烧制工艺逐步提升。

本文利用煮沸法测试分析样品的吸水率、显气孔率，

同时采用德国耐驰DIL402C热膨胀仪测试不同时期宜钧

胎的烧成温度，获得部分宜钧胎体的物理性能如表3所

示。从表3可以看出，清代宜兴钧陶的吸水率大致在

2．60％～9．10％．气孑L率在6．00％～18．17％．体积密度在

1．59～2．63∥cm，。总体来说，清代宜兴钧陶的吸水率和气

孑L率较高．体积密度较小。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清代各时期宜兴钧陶样品的体积

变化、气孔率及吸水率规律，利用SPSS软件绘制三维散

点图和均值表，分别如图6、表4所示。

从图6和表4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宜兴钧陶

的吸水率、显气孑L率均呈下降趋势，吸水率的均值从清初

的6．32％降至4．29％，显气孑L率也由13．05％降到10．48％。

体积密度则与之相反，呈现上升趋势，清中时期均值最

高，达到了2．40 g／cm3。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从清初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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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宜钧样品显气iL率、吸水率、体积密度散点图

表4宜兴钧陶清代各时期物理性能均值

中，胎体的烧结程度相应提高，胎质相对更致密。同时，根

据表3热膨胀仪测试胎体的烧成温度结果可以看出，清

代宜兴钧陶样品的烧成温度呈现递增的趋势，清初、清早

的胎体在1090℃、1162 oC左右的温度下烧制，而清中时

期宜兴钧陶的烧成温度达到了1213 oC。烧成温度升高，低

共熔体增多．体积收缩．液相增多并逐步填充颗粒间空隙，从

而使得气孔率和吸水率都相应减小，体积密度相应增大，胎

体更成熟。结合表3还可发现，三个时期吸水率都在2％一9％

区间内．相比一般陶器的吸水率是较低的，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清代宜钧胎体达到了精陶器[61的标准。

4 结论

(1)研究结果表明，宜钧的吸水率、显气孔率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减小，体积密度则随之增大；清初和清早的宜

兴钧陶主要晶相为石英．而清中时期出现了莫来石，这主

要是由于清中的烧成温度较高，达到了1200℃，胎体更

致密，烧制工艺更成熟。

(2)根据宜钧胎的化学组成及物性分析，宜钧胎体

配方采用了宜兴当地的白泥和紫砂泥为原料。随着时代

变迁宜钧胎体原料配方变化不大，但工艺性能更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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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echnology Performance for Imitation Jun Pottery in Yi】【ins

wU Lin，ZHANG Mao-lin，WU Jun-ming，LI Qi-jiang，XIONG Lu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Jingdezhen 333001)

Abstract：Yixing is famous for pottery．In addition to Purple Sand，Yi Jun is also very unique．In this paper，methods such as EDXRF、XRD and

Thermal dilatometer was used to study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body imitated-Jun kiln of Yixing pottery in Qing Dynasty，and studied Oil

the process feature and performance change of them through vertical comparison，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it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nsive study．

Key words：YiXing Jun pottery；Technology feature；Chemical composition；Sintedng temperature；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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