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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钧瓷佛造像艺术的应用研究

冀德强

(许昌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摘 要：钧瓷与龙门等佛教石窟的造像、石刻、彩绘均属于造型艺术，在形体、装饰、线条、色

彩的运用处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存在不可割裂的血脉联系，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石

窟艺术的影响，近年出现了大量的钧瓷佛造像作品，但其还处于初萌时期，艺术个性不够成熟。

当代钧瓷造像，可以结合佛教石窟艺术风格，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石窟造像的特点，根据现代人的

审美和情感需求，从艺术性、宗教性、创新性、指导性等方面，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取舍和创新，整理

出一整套工艺规程及参数，以推动钧瓷艺术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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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厚，钧瓷艺术和龙

门、巩义、安阳的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石窟艺术的重

要代表。钧瓷与石窟艺术同植于中国农耕文明、中

原文化沃土之上，有着不可割裂的血脉联系。钧瓷

和石窟的造像、石刻、彩绘等均属于造型艺术，在形

体、装饰、线条、色彩的运用处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纵观钧瓷艺术的发展，其不但继承本我的传

统，并且大胆吸收其他造型艺术的表现技法，不断

创造新的造型、装饰、釉色以及工艺技巧，拓展钧瓷

艺术表现力。钧瓷原产地禹州紧邻龙门石窟、巩义

石窟，交通便利，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创新为主

旋律的背景下，钧瓷对石窟艺术的吸收成为一种必

然，近年来创作出大量的佛教造像钧瓷作品。其价

值在于：一方面丰富了钧瓷造型，发展了钧瓷文化，

另一方面也是对石窟艺术的应用研究和弘扬。然

而，现有钧瓷佛造像作品也存在着模仿、不系统、无

特色等问题，因此，本研究侧重于研究挖掘佛教石

窟造像、钧瓷文化艺术资源，使两者相互融合糅纳，

加大资源的合理应用力度，通过研制开发出具有当

代审美价值的钧瓷佛造像作品，梳理确立钧瓷佛造

像应有的特征以及工艺手法，旨在引导钧瓷佛造像

艺术的健康发展。

一、钧瓷佛造像艺术应具有的基本特征

钧瓷雕塑与石窟造像虽然同为造型艺术，有着

许多共性，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把

握现代钧瓷与石窟艺术结合，将石窟艺术的有机元

素应用到钧瓷创作中，既能够丰富钧瓷文化内涵、

艺术审美，又能够有选择地弘扬佛教文化，满足现

代人的精神需求，一直是研究应用的重点。笔者立

足于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取向，分析人们对佛

教和钧瓷的关切点，从艺术性、宗教性、创新性、指

导性等几方面，来研究钧瓷佛造像问题。

(一)艺术性

钧瓷佛造像应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钧瓷一直

以陈设观赏艺术瓷为形象代表，传承着宋瓷“饱满

浑厚，端庄挺秀，一色纯净”的优良艺术血统，从一

般“造物”的民间工艺上升到精神审美的艺术创

作。钧瓷在匠意、造型、装饰、釉色、工艺等方面十

分重视艺术表现性。石窟佛造像虽为佛教信仰、教

义、仪规等的图式化、形象化，主要满足教化功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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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自古印度开凿佛教石窟以来，人们就十分重

视对佛教形象的艺术处理，比如印度“犍陀罗”“秣

菟罗”风格模式，中国的“云冈模式”“青州风格”

“邺城模式”等多种艺术风格。所以，我们应遵循

钧瓷、石窟佛造像的艺术创作原则来开发钧瓷佛造

像作品。

(二)宗教性

佛教造像活动是一种比较严肃的佛事，佛造像

有严格的标准和仪规，不能随意建造制作。从一定

角度来看，佛教造像是其教义、仪规的形象化，是为

满足信众或观众的宗教义理、情感体验的需求而

作。造像的形象特征、动态、饰物、持物、组合等有

着较为严格的规定或模式，它的内涵指向性比较明

确统一。《佛说造像度量经》就是一部关于佛教造

像度量标准的经典著作，古人为了塑造统一标准的

佛像，造像时就用手指量度佛像各个部位的指数。

在科学昌明艺术繁盛的今天，我们定位研究开发钧

瓷佛造像作品不可能完全遵照定式，但也绝不能凭

空臆造或完全艺术化、个性化、情绪化。

(三)创新性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的造像，虽然佛教造像仪规

严谨，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域、时代、艺

匠，就同一题材内容的造像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或

变化的，它表现在材料、形式、技法等艺术方面的创

新上。钧瓷佛造像不应该是对石窟造像简单改变

材料工艺的照抄模仿，应该遵从佛教造像基本规

律，参考石窟造像特征，汲取艺术滋养对其进行再

创作。石刻、钧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艺技术，它

们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钧瓷造型方面融人

石刻的造型形式、雕刻处理手法，会带给钧瓷艺术

新的审美旨趣，钧瓷佛造像的出现也弥补了传统钧

瓷在瓷雕艺术上的缺失。

(四)指导性

本研究主要以应用技术型的钧瓷佛造像造型

设计、原料加工、成型、烧制等工艺技术为研究成

果，立足于钧瓷产业和陶艺教学，并非个人的艺术

创作。所以，理论研究成果力求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科学性，工艺技术要有准确的工艺操作规程和

指标，在艺术上探索表现的多样性。通过对钧瓷佛

造像的研究开发，掌握钧瓷佛造像在文化取舍融

合、艺术审美、工艺技术、独特个性等方面的第一手

经验，摸索其规律来指导陶艺教学，为钧瓷产业提

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指导。

二、钧瓷佛教造像烧制工艺的研究与开发

钧瓷佛教造像烧制工艺流程大致如下：创意构

思一造型(泥塑)一制模(印坯石膏模)一原料(泥

釉料)一成型(模塑、坯体装饰)一索烧(氧化气氛

1000℃)一施釉(釉装饰)一釉烧(还原气氛1300℃)

一成品(拣选)。

(一)创意构思

创意构思包括对造型、成型、烧制、效果的初步

设想，以钧瓷工艺为依托吸收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

特征特点，研究开发具有现代审美意义的钧瓷佛造

像艺术品。主要吸收南北朝造像特点，糅合石刻泥

塑的表现技法，利用钧瓷“夹砂粗泥”模塑或手工

成型，采用钧瓷传统窑变釉装饰工艺，二次高温还

原烧制。突出作品神秘、古朴、粗犷、大气的审美

情趣。

(二)造型

造型过程是进一步细化完善创意的关键，在大

量搜集整理元素资料的基础上勾画草图、绘制效果

图、制作泥塑小稿、定稿，分析制定烧制工艺的可能

性，设想作品效果。

1．我们主要以南北朝时期石窟造像为研究对

象，经过梳理，采用能够与钧瓷工艺相结合的内容

和形式，综合现代人审美和情感的需求，选取人们

容易接受的有代表性的佛、菩萨、罗汉造像，运用传

统浮雕和圆雕表现形式，在内容上以“说法式”为

主。综合北魏、北齐、北周佛和菩萨雕像特征，融合

现代审美需求确立的钧瓷佛造像，应具备的特征

如下。

(1)造像以佛、菩萨、罗汉为再表现对象。

(2)形象糅合古印度(如图1)、北魏、北齐佛

造像特点。

图l 佛(印度犍陀罗)

(3)型制参照独雕式、龛式、背屏式，站立或跏

趺坐姿态，单体或一佛二菩萨(如图2)。

(4)圆雕与浮雕相结合，雕刻手法采用印度

“秣菟罗”和“犍陀罗”造像的“起伏线条”和中国

汉代石刻的以“阴线”刻画细节的表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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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像特征：脸型以汉人特征为主，额头高

宽，眉清目秀，面带微笑，秀骨清像，神情温和端庄；

高肉髻，浅水波或螺发式发髻；体态修长，比例协

调，褒衣博带，衣摆褶皱重叠，线条流畅，给人飘逸

洒脱之感。

图二 一佛二菩萨(龙门石窟)

(6)菩萨特征：面庞丰润，端庄秀丽，头戴宝

冠；身材修长，平胸细腰丰腹，上裸下裙，衣带飘逸，

纹线简洁流畅，直立或三曲身姿态(如图3)。

图3吾萨立像【巩县石餍)

2．造型与制模成型相统一。考虑到模塑成型

与手工成型的特点，造型要尽量简洁，应用高浮雕

大块面来塑造基本形体，利于制模成型，细节部分

留在手工成型环节完成(如图4)。

3．造型与施釉烧成相统一。钧釉工艺特点是

浸釉、釉厚、流动、乳浊，造型应高度概括，体面分

明，巧妙利用凸线条，减少坯体表面上的形象装饰，

强调窑变釉装饰效果，人物肢体裸露部分不能施

釉，造像体量要考虑浸釉以及装出窑的方便。

(三)制模

石膏模具是印坯成型广泛采用的模具种类，它

具有复制品棱角线条清晰、脱模快、能够多次使用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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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应用的二水石膏经过180％左右的煅烧

失去部分结晶水后成为干粉状，其可吸收水而硬

化，满足成型要求。一般石膏调水搅拌均匀的初凝

时间为2～3分钟，发热终凝反应为8～15分钟，冷

却后结实坚固，膏模型具有吸水性。石膏浆调制一

定要按照顺序先加水再加石膏，搅拌要快速均匀，

水：石膏=1：1．4—1．8。

图4钩瓷吾萨造型

制模工艺流程：造型一划分模线一分割模种

一刷保护剂一圈围一刷隔离剂一调石膏浆一浇注

一修理开牙一重复浇注成套一开模取出模种一清

理内外一干燥待用。

特别注意事项：(1)模块不能太多太碎，模线

要平缓；(2)模内面光洁，形象清晰；(3)重量适中，

利于搬动组合。

(四)成型

为了保证钧瓷佛造像独特的艺术风格，我们采

用了印坯结合徒手捏制成型的手法：利用模具印制

作品大型，在此基础上徒手捏制细节，便于修改，深

入刻画，增强作品手工性，更加生动灵活。

印坯俗称脱坯成型，是将泥料拍打成泥片紧贴

按压在模型内壁而形成坯体，待坯体脱水硬化到

有一定立性后去掉模具，取出坯体即为毛坯，然后

进行部件组合，细节雕刻，制作到与原造型一致，完

成精坯。徒手捏制成型，不依托模型，完全用手工

制坯，有盘泥条、镶泥片、卷泥片、雕塑等多种手法。

模塑工艺流程：清理模具一练泥一拍制泥片

一印制各部件一合模一脱水一取出毛坯一粘接组

合一细部刻画一精坯。

特别注意事项：(1)泥料要求可塑性强，立性

好，水分适当(含水10％～18％)；(2)起伏处印压

实在，保证形象清晰；(3)做好坯体内部结构，以防

变形；(4)参考原造型精修；(5)毛坯及时补水以便

深入刻画；(6)密闭形体一定要预留R≥3mm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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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

(五)原料加工

合理选用泥釉原料是钧瓷佛造像的基础，也是

作品特色的前提保障。为了达到钧瓷佛造像预期

的艺术效果，在泥料上主要采用“夹砂粗泥”，釉料

选用传统钧瓷原料合理配制。

1．造像坯泥(夹砂粗泥)。一种在黏土泥料中

适量加入经高温煅烧的铝矾土颗粒，即瓷泥。其可

塑性好，耐火度高，不易变形，效果粗粝黄褐，有利

于表现雕塑类钧瓷作品，是研究组专为钧瓷佛造像

开发而研制的。

(1)坯泥主要原料

软土(刘家沟土)：这种黏土原料本身具备成

瓷的各种成分，单独一种也可成瓷，常称之为“一

和土”，外观呈灰黄、青灰色，含有一定量的铁质。

黄矸土：外观呈深黄色，有的夹杂有灰色，含铁

质较多。

白土(黄道土)：外观呈灰白、黄白、灰色等，为

半软质块状。

黑毛土(膨润土)：外观呈紫黑色，是含有机物

较多的一种软质黏土，可塑性好，黏性比较大。

熟料：耐火度较高的一种经1700℃煅烧的铝

矾土粉碎颗粒，外观呈黄白色，颗粒细度在20目

左右。

黑药：一种裸露在地表的陶土，土黄色，含铁、

钙较多，可以单独成釉。

(2)坯泥配方

配方l：刘家沟土45％、黄道土30％、熟料

20％、黑药5％。

配方2：刘家沟土40％、黄道土30％、熟料

20％、黑毛土10％。

配方3：刘家沟土30％、黄道土20％、黄矸土

20％、熟料25％、黑药5％。

工艺流程：原矿石一雷蒙磨加工成80～120目

细粉一按比例掺和土、熟料、水一手工或机练泥一

保湿防污存放待用。

2．造像釉料：钧瓷釉料是指施于素胎表面的一

层矿石浆料，经1300。C左右高温焙烧，在不同气氛

下产生不同釉质、色彩，“窑变”成类似玻璃质的玻

化层，分透明、乳浊、失透几种，具有美化、光亮、防

水、防污功能。钧釉乳浊浑厚，色彩丰富，是钧瓷审

美的主要方面。为了与佛造像工艺结合，在钧釉的

制备方面，主要使用各种天然矿石，人工制备料和

一些化工原料作辅料，追求一种自然天成、古朴浑

厚的效果。天然矿石原料主要有长石、石英石、方

解石、铜矿石、铁矿石等，人工制备的原料有草木

灰、牛骨灰、蓝粉等，化T原料主要有氧化铜、二氧

化锡、氧化锌等。

(1)釉料主要原料

长石：钧瓷主要釉用原料，成分比较复杂，含有

硅、铝、钾、钠，外观呈灰、粉红、黄等色，为一种天然

釉石，其本身即可成釉。

石英：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外观呈乳白色。

方解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外观呈浅黄、

白色。

滑石：为含水硅酸镁矿物，手摸有滑腻感，外观

呈灰白色、浅黄色等。

铜矿石：一种含微量铜的矿石，成分比较复杂，

外观呈褐黄色。

铁矿石：一种含铁的矿石，成分较复杂，外观呈

暗紫红色，俗称“红斑花”?

草木灰：树木草枝燃烧后收集的灰，以松木和

栗木灰为最佳，灰中含硅、钙和磷等，外观呈青灰或

黄灰色。经过加水多次漂洗，撇去浮渣，炕干后

使用。

牛骨灰：牛的骨骼经高温煅烧后粉碎制成，主

要成分为磷酸钙，外观呈白色。

蓝粉：由氧化钴(CoO)、长石、玻璃共同煅烧后

研磨制成的粉末。

氧化铜：CuO，外观呈黑色，粉末状。

二氧化锡：SnO，，外观呈浅黄或白色，粉末状

或颗粒状。

氧化锌：ZnO，外观呈白色粉状。

(2)釉料配方

钧瓷佛造像釉料配方主要有6种(见表1)。

表1 釉料配方表(％)

名称01釉 02釉 03釉 04釉 05釉 06釉

黄长石45．00 56．00 40．OO 40．00 20．00 35．00

本长石19．00 13．30 20．00 20．00 10．oo 25．00

白长石 25．00 45．00

石英 12．00 6．20 17．00

方解石13．00 14．20 10．00 14．00 15．00 5．00

铜矿石 4．00 4．40 4．00 5．00 5．00

滑石 3．00 2．00 2．00 3．00 2．00

氧化锌 3．00 2．50 2．00 2．00 2．00

氧化锡 1．00 2．00 1．00 1．50

玻璃粉 10．00

氧化铁0．8 1．00

氧化铜0．40 0．5

蓝粉0．40 0．6

苏州土 1．00 5．00 2．00

牛骨粉 2．00

草木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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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组织配方一配比原料一装磨一研

磨一过筛存放。

(六)素烧(气窑)

钧瓷素烧指将干燥精坯在氧化气氛下焙烧至

950℃～1000℃，成陶，增强胎体吸水性与硬度，利

于施釉、装窑等操作。其主要功能如下。

首先，经过素烧，胎体内的有机物质被氧化，水

分蒸发，可避免釉烧时这些物质挥发而导致釉面出

现棕眼、釉泡等缺陷。

其次，素烧后胎体强度增加，提高了吸釉能力，

使釉层达到理想的厚度，并能保证施釉的工艺质量

要求。钧瓷釉层较厚，在l～2 mm之间，不经过素

烧的胎体，吸水力低，经不住釉的吸附，泥坯表面湿

透后容易产生气泡等缺陷，上釉烧成后，还容易出

现脱釉、缺釉等问题。

最后，提高釉烧的成品率，素烧后可对素胎再

进行一次筛选，因有些缺陷在素烧后才显得比较明

显，如裂纹、棕眼等。去除不合格的素胎，能进一步

提高釉烧钧瓷成品的质量。

特别注意事项：(1)坯体发白，完全干燥后方

可入窑素烧；(2)由于印坯坯体较厚，焙烧时容易

炸坯，要求在500℃以前升温要慢，甚至分段升

温一保温一升温，一般用时不少于6小时。

(七)施釉

施釉是指在素烧冷却后的造像坯子(俗称胎

子)的表面施一层1～2mm厚度釉浆的工艺过程。

釉浆注入釉池(缸)内调整好浓度，将胎子按入池

(缸)内停留1～2分钟一到两次，取出烘干(可根

据操作经验而定)?如果施釉工艺要求二次或多

次施釉，可以在浸釉干燥后的釉坯表面用专用毛笔

再刷釉或用喷枪喷釉。

特别注意事项：(1)釉浆细度≤180目，浓度

48～53BE(波美)。过细的釉浆浸釉时易形成过厚

釉层，造成局部堆釉，易产生干燥时釉层开裂、烧后

釉层卷缩或脱落等缺陷：(2)仔细检查局部釉层

厚度和有无开裂，及时修补。(3)浅浮雕部分不宜

施过厚的乳浊釉，裸露肢体尽量不施釉。

施釉工艺流程：拣选素胎一清灰渣一打蜡(阻

水剂)一补水一施底釉(浸釉、刷釉)一干燥一施面

釉(刷釉、点釉、唼釉)一清理。

(八)釉烧(气窑)

釉烧是指把施釉造像半成品合理装入窑内，经

过氧化、还原两个阶段，按照一定的升温曲线焙烧

至1280℃～1300℃住火的烧制工艺过程。其分为

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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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温氧化期(点火～1050℃)：俗称前火期。

以氧化焰为主，即闸板、风门全开或打开较大，供气

量大(天然气、石油液化气)，增大进风量，使燃料

充分燃烧，大约用6小时。500℃以前初升温速度

不宜过快，应用小火烘烤，缓慢升温，使坯体及窑内

的温度均匀，水分充分挥发，防止因气体或矿物颗

粒剧烈膨胀导致产品炸裂。

2．高温还原期(1050℃～1300℃)：俗称后火

期。待温度升至1050℃时开始还原，还原气氛的

形成主要依靠人工控制，即进气量、风门、闸板调

小，使燃料不能充分燃烧而产生一氧化碳气体，使

釉层中着色物(氧化铜、氧化铁等)得到还原；温度

升至1 180℃左右时，转人轻还原阶段；温度升至

1260℃以后转入中性焰直至住火，开放闸板，迅速

降温。

特别注意事项：(1)合理搭配窑位，节约空间；

(2)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天然气(石油液化气)使用

规定，及时检修；(3)做好烧窑记录，总结经验，制

定理想烧成制度；(4)灵活调节温度和气氛，追求

钧釉的“窑变’’效果。

三、钧瓷佛造像部分作品

(一)《坐佛》

其高50 em，模塑成型，夹砂粗泥胎体，钧瓷月

白釉，还原气氛，烧成温度1310℃。造型端庄，形

态大方，神情祥和空寂；线条流畅，雕工严谨。吸收

麦积山石窟北魏晚期泥塑风格(如图5)。

(二)《菩萨》

其高38 cm，雕塑成型，夹砂粗泥胎体，钧瓷月

白釉、紫红釉，还原气氛，烧成温度1280℃。姿态

优美，动静相宜，神情祥和，温良恭谦；简练概括，对

比强烈。吸收犍陀罗、北魏前期石刻风格，追求一

种久远、质朴、粗犷的审美情趣(如图6)。

(三)《说法佛》

其高50 em，模塑成型，夹砂粗泥胎体，’钧瓷天

蓝釉，还原气氛，烧成温度12800C。造型采用背屏

式一佛二菩萨式样，布局对称，庄重稳健，纹饰繁

缛，装饰华美。吸收北齐、北周造像表现技巧(如

图7)。

(四)《佛首》

其高45 em，印坯、雕塑成型，夹砂粗泥胎体，

钧瓷月白釉，还原气氛，烧成温度1300cc。造像面

庞清瘦，高髻螺发，长眉细眼，直鼻月唇，双耳垂肩，

右袒袈裟。作品以点带面，粗中有细，处理巧妙，透

出神秘、寂静、简约、质朴之美(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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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钧瓷《坐佛》(左)及参考造型(右

图6钧瓷《菩萨》(左】及参考造型(右

图7钧瓷《说法佛》(左)及参考造型(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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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钧瓷《佛首》(左)及参考造型(右

四、结语

在当下思想开放、文化昌盛、艺术多元的时代，

有着千年辉煌历史的钧瓷艺术如何继承传统，开创

未来，再创新的艺术巅峰，是钧瓷艺术、产业、学术、

教育共同关注的问题。就钧瓷艺术的历史轨迹、文

化属性、艺术特点来看，汲取传统文化滋养、吸收姊

妹艺术形式是其创新发展的一大规律。当代钧瓷

艺术对佛教石窟艺术形式风格的借鉴，创新钧瓷佛

造型艺术形式，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钧瓷佛造像

的开发应该遵从钧瓷艺术本身发展规律，从艺术

性、宗教性、创新性、指导性等几方面来研究创新，

吸收借鉴佛教石窟造像的造型、装饰、技术等特点，

保留自身工艺特征的一惯性、识别性。钧瓷佛造像

艺术的出现及其工艺技术、个性风格、文化特质的

不断完善对我国陶瓷艺术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致力于服务钧瓷艺术发展、陶艺教学改

革，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创作出多种钧瓷佛造像作

品，整理出具有实用性的工艺配方以及研究资料，

将有助于推动钧瓷产业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并

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Modern Porcelain Buddha Statue Art

JI De—qiang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Xuchang University，Xuchang 46 1 000，China)

Abstract：Jun porcelai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known as a kind of shaping art together

with the statue shaping，stone carving and painting in Longmen and other Buddhist grottos．They have much in

common in the use of processing shape，decoration，line and color．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otto art，in re—

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porcelain Buddha statue works，but these works are still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lack of artistic personality maturity．The contemporary porcelain statue shaping should combine the

Buddhist grotto art style，especially thos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It should also meet the con—

temporary aesthetic and emotional needs．An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statue needs to be selected and innovated

from artistic，religious，creative and directive aspects．Finally a set of procedures and parameters are attain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orcelain arts．

Key words：Contemporary porcelain；porcelain Buddha statues；grotto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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