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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鲁山花瓷对宋钧瓷的影响 文／梅国建 
The I nfluence of 

Lu Shan Decorated Porcelain of 

Tang Dynasty on Jun Porcelain of 

Song Dynasty 

Are Lu Shan Decorated Porcelain of Tang Dynasty and Jun Porcelain of Song Dynasty identical?Is 

there any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This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ceramic 

field．The paper has presented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u Shan Decorated 

Porcelain，its inherent relationship with Jun Porcelain in appearance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impact． 

唐代段店窑生产的鲁山花瓷与宋代钧台窑产生的钧瓷是否同一性质?二者有无传承关系?在陶瓷界一直 

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作者认为唐代鲁山花瓷的斑／面釉与宋元钧瓷的基础釉——青蓝色釉都性质上是相 

同的，都属于液 一液分相呈色的乳光釉。钧瓷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加入了铜 为着色剂 ，高温下在复杂的 

窑炉气氛和环境中出现了 “千变万化”的多种色彩。二者的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一

、 历史记载的 “唐钧”及其发展演变 

(一)唐钧的提出 

唐代鲁山花瓷又称 “唐钧”、“黑唐钧”、“黑 

钧”。最早提出 “唐钧”的是清代陈浏所著《陶雅》 

直称唐代花釉瓷为 “唐钧”。后来民间称为 “黑 

唐钧”，国外学者称之为 “黑钧”。说 明唐代花 

釉瓷 (鲁山花瓷)就是唐代生产的钧瓷。中国古 

陶瓷窑址一般都是根据文字记载资料、所含地名 

和民间传说进行考察 、发掘确认后而做出定论的。 

所以清代的陶瓷专著中将唐代花釉瓷 (鲁山花瓷) 

定为 “唐钧”是在一定的考察基础上而确认的。 

(二)唐鲁山花瓷发展为钧瓷的过程 

唐朝建立距今约 1400年，有关唐代鲁山花 

瓷的制作工艺失传已久，作者通过查阅有关文献 

研究分析唐代鲁山花瓷标本的型制及胎釉特点分 

析出鲁 山花瓷发展为钧瓷的过程 ，大致分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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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第一阶段，黑地乳白蓝斑鲁山花瓷的产生。 

鲁 山花瓷是唐朝窑工们在早期黑釉的基础上 

创造了窑变斑 ／面釉 ，产生了新的瓷种——花瓷。 

花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黑、白为主单一釉色的 

局面。这种窑变斑／面釉是当时的窑工们在烧制 

黑釉瓷的过程中偶然出现并引起注意，有意识的 

加以研究和实验而发明的。唐朝建国于618年， 

据 《羯鼓录》记载 ，宰相宋碌和唐玄宗谈论 “鲁 

山花瓷”是在他第二次任宰相期 间 (第一次是在 

在睿宗71O年时)，这个时间为开元4年 (71 6年) 

至开元 8年 (720年)。在此期间，鲁山花瓷细 

腰鼓已被选人皇宫 ，其烧制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由此作者推断，鲁山花瓷创烧时间应在 71 6年以 

前，也就是唐代初期。这与之前专家推断848年 

以前鲁山花瓷烧制成熟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 122 

年。作者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细腰鼓和段店 

窑遗址上发现的细腰鼓残片分析可知 ，这个时期 

的鲁山花瓷大多为黑地乳 白蓝斑 ，大部分斑釉呈 

不规则的云片状方形或条形。 

第二阶段 ，改进底釉、斑 ／面釉的使用。 

窑工们在黑地乳白蓝斑鲁山花瓷制作基础 

上 ，不 断的尝试着增加鲁山花瓷的花色品种 ：调 

整底釉、斑 ／面釉配方 ，生产出了黄地乳 白蓝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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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花瓷 ：底釉和斑 ／面釉换位使用。调整月白、 

天青、天蓝斑釉的浓度后施做底釉 ，加施黑色斑 

釉，烧制出了月自、天青、天蓝地釉黑褐斑鲁山 

花瓷：通过调整斑 ／面釉的施釉技法，生产出了 

黑地乳白色梅花斑鲁山花瓷细腰鼓等。 

第三阶段 ，月白、天青、天蓝釉 “唐钧 ”的出现。 

窑工们在鲁山花瓷烧制过程中发现大面积的 

乳白、天蓝色斑／面釉非常漂亮，有其特有的美 

感，因此在施釉时就尝试着在器物上单独施用此 

种斑 ／面釉。并由原来的施釉不到底 (一般为整 

个器物的五分之四)改为施釉到器物底部，这种 

底釉无论是在色彩和丝状流纹上都和宋元天青、 

天蓝釉钧瓷十分相似。另外器底部由原来的平底 

改为划出一个圆心，接着发展为在底部中心挖出 

一

个小圆，形成唐朝中晚期瓷器特有的 “玉壁底”。 

后逐渐演变为宋代钧瓷的圈足。这种具有唐代中 

晚期风格的施釉方法、釉色和底足的鲁山花瓷其 

实就应是最早的钧瓷，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的 “唐 

钧”即唐代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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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山花瓷和钧瓷在外观上的脉承关系 

部分鲁 山花瓷的器型、纹路、施釉方法、胎 

质、胎色、釉质以及斑 ／面釉的釉色都和宋元钧 

瓷接近或相同。 

(一)器型 

唐代鲁山花瓷和宋元钧瓷在器形上的共同特 

点是：造型上粗旷豪放、饱满大气。装饰简练， 

以系、耳、弦纹的变化为主要装饰。 

(二)斑 ／面釉的形状 

很多宋元钧瓷的天青、天蓝、红紫色片斑釉 

的形状与唐代鲁山花瓷的斑釉相同，说明其施釉 

方法沿袭了唐花瓷的工艺，即先施青蓝色底釉 ， 

再用含铜的釉浆刷、点、甩而成。 

(三)釉色、釉质和纹路 

唐晚期的鲁山花瓷其基本釉色有月白、天青、 

天蓝釉器 ，由于斑 ／面釉在高温窑炉内的熔融流 

动而使三种颜色混合。厚重的釉面、玉润的质地 、 

丝状流纹 以及垂釉形状都与钧瓷相 同。 



 

唐鲁山花瓷的斑 ／面釉出现的蚯蚓走泥纹、 

蟹爪纹是宋元钧瓷以及现代钧瓷的特有纹路，其 

形状形成原理也完全相 同。 

(四)胎色与胎质 

长期以来，由于唐鲁山花瓷和宋钧瓷的烧成 

制度不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古陶瓷科学研究者 

根据收集到的部分唐宋花瓷、钧瓷标本测定，唐 

花釉瓷为氧化气氛烧成，钧瓷为还原气氛烧成)， 

再加上发掘有限、实物标本少等原因，部分学者 

否认二者的传承关系。我们通过大量的标本发现， 

在段店窑烧制花釉瓷残片中，釉色一样但其胎质 

颜色却会有灰黄色、浅灰色、浅灰和深灰并存及 

和钧瓷胎色相同的深灰色四种甚至同一器物出现 

不同的胎质。从而我们认为，由于受条件的限制， 

唐代陶瓷烧制对烧成气氛控制并不是太严格。其 

烧成气氛会出现氧化气氛、弱还原气氛及还 原气 

氛三种。有不少整器为月白、天青、天蓝色的唐 

代中晚期鲁山花瓷用肉眼观察，其胎质为浅灰和 

深灰色 ，与宋元钧瓷香 灰胎一致。釉色与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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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天蓝釉钧瓷并无多大区别。况且在禹州市 

钧台窑、神厘刘家门及河南很多窑口出土的天青、 

天蓝以及带紫斑宋元钧瓷残片的胎断面也有灰黄 

色、浅灰色和深灰色等。这些钧瓷胎质、胎色与 

段店花釉瓷的胎质是一致的。从而说明唐花釉瓷 

与钧瓷的传承关系。另外，我们在复仿制鲁山唐 

花釉瓷时，发现在煤窑烧制时，同一种釉料和胎 

料在氧化和还原气氛 中烧制出的仿唐花釉瓷在釉 

面外观上是基本一致的。这说明烧制气氛与花釉 

瓷的釉色变化关系不大。从分相釉的研究原理分 

析，唐花釉瓷与钧瓷月自，蓝色乳光釉的成色与 

液相分离有关，它产出的深浅不等的蓝色是釉中 

纳米级颗粒对人射光反射而形成 ，而不是金属氧 

化物的氧化、还原形成的色彩，宋元钩瓷釉是在 

唐鲁山花瓷斑／面釉的基础上加人着色剂铜，铜 

对氧化还原气氛反应灵敏，受窑炉气氛影响而窑 

变出不同的釉色，这和唐鲁山花瓷与钩瓷的传承 

关系上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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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分析唐鲁山花瓷和宋元钧瓷的传承 

关系 

唐代花釉瓷在部分文献中被列入钧瓷，称 “唐 

钧”、 “黑唐钧”。然而关于唐花釉瓷是否钧瓷 

的前身、二者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学术界一 

直争议不断。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究院原总工程 

师刘凯民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河南省下白峪、郏县 

黄道、鲁山段店出土的唐代花瓷釉的化学组成和 

显微结构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首先，从本质上， 

唐花釉和宋钧釉都是具有相同化学组成特点和细 

分散的液滴状分相结构的分相乳光釉，并不是截 

然不同的两类釉。其差别只不过是为了得到相同 

的分相结构和乳 光蓝色所用的工 艺方法不 同而 

已，是非本质性的。其次，唐花釉月白色面釉及 

其在黑底釉上形成的乳光窑变蓝斑是世界陶瓷史 

上有实物为证的第一个分相乳光釉。继唐钧之后 

在同一窑区陆续烧制成功的柴窑、钧窑和汝窑 “雨 

过天青”等一系列分相乳光釉，都是在唐钧的启 

示下发展演变出来的创新品种。前者是源，后者 

是流。 第三，唐花釉器上的乳光蓝斑是后世蓝钧 

釉等分相乳光釉的先导。在河南省的古代窑场中 

烧造的 白釉器上常以铜红斑作装饰 ，这种铜红斑 

偶尔受还原作用会变成铜绿斑。这一现象促使北 

宋早期或中期以还原焰烧成的天青乳光釉上紫红 

斑的出现，也进而启发人们将少量制作铜绿斑的 

釉料掺人蓝钧釉中，从而发明了紫红中夹杂着乳 

光蓝色兔丝纹或蚯蚓走泥纹的铜紫红窑变釉。 

四、从地域和交流上分析。鲁山花瓷对钧窑的 

影响 

段店在唐代为段镇 ，是一个重要的商 品集结 

集镇，与宋元时期的商贸集镇桃花店也仅有数里 

之遥。离汝窑、钧窑以及唐代东都洛阳也很近 ， 

商品、人才、技术交流活跃。陶瓷窑口之间互相 

仿制是一个普遍现象 ，从段店窑的产品种类、形 

饰特点上来看，也有很多陶瓷品种是仿制干里之 

外的磁州窑、耀州窑陶瓷，汝窑在其生产过程中 

也有大量的耀,Ji1窑风格的产 品。因此 ，产生于唐 

代早期的段店窑鲁山花瓷对仅隔百余里地的宋代 

钧窑产生影响也就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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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对唐鲁山花瓷和钧瓷的传承关系的论述 

冯先铭在 《在关钧窑诸问题》一文中写道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故宫博物院调查河南 

县黄道窑时，发现了唐代窑变花釉标本，嗣后 

调查 窑址 时又陆续在 禹县下 白峪、郏县黄道 

⋯

及禹县赵家等地发现了四处唐代窑址，均发 

了窑变花釉和饰 以斑点的标本。鲁山段店及禹 

下白峪两处均采集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黑釉斑 

拍鼓相同的拍鼓残片。五处唐代窑址发现后， 

步判明了钧窑创于唐，并看到窑变花釉与斑点 

饰对宋钧窑的影响。” 

赵青云在 《钧窑》一书中这样说： “唐钧器 

物⋯⋯施釉方法大多是在较深或较浅的底釉上 ， 

饰以与之色彩对比强烈的另一种彩色斑块。这种 

利用不同金属氧化物成色不 同的原理 ，成功的掌 

握了两色釉技术，形成唐钧独特的艺术风格。唐 

钧在陶瓷装饰领域中的成功探索，突破了唐代以 

前陶瓷生产中 ‘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使陶瓷 

的制作逐渐向多彩化装饰方面发展。钧瓷在北宋 

成为中国五大名窑之一 ，也是与唐钧的这一成果 

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唐鲁山花瓷过渡到宋钧瓷脉络清 

晰。钧瓷窑变艺术在唐鲁山花瓷技术的启迪传承 

下不断完善 ，继而发扬光大 ，最终生产出了五光 

十色的钧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