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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历史概说

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有长达万年连续

不断的生产历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它的发展过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技术

和艺术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

产。从距今一万多年前发明了陶器，到商

周时期出现的原始青瓷，东汉晚期烧制出

成熟的瓷器，经过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持续

发展，隋唐时期，制瓷业进入了快速发展

阶段，成为改变人民生活的一类重要器

物。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生产的黄

金时期，表现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

影响下，各种制瓷传统蓬勃兴起，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瓷器

生产百花齐放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时期，河南中西部地区一度成为全

国制瓷业的中心，并涌现出一大批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瓷

器品类和窑场。其中以釉色淡雅凝厚、色彩斑斓艳丽闻名于世的钧窑

瓷器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代表之一。

多年来的考古调查证实：钧窑在宋元时期曾经在北方地区广泛生

产，窑场的数量达到数百个。但其核心生产区域是在古代钧州（今河

南省禹州市）范围内，禹州市是河南省古瓷窑址最多的县。对禹州境

内古窑址的全面调查从1964年开始，截至到1984年底，禹县境内共发

现窑址150多处。也是全国古窑址最多的县之一。钧窑瓷器最早的生

产地点、生产御用钧窑瓷器的钧官窑遗址都位于禹州境内，使禹州成

为钧窑当之无愧的中心产区。这些窑场的产品以供应周围地区的民间

日用器物为主，在其生产的高峰阶段以“贡御”著称。禹州境内的窑

址具有产地分散，规模不大的特点。主要在丘陵与小河流之间连续分

布，如在神垕镇大刘山下，白峪河边每隔2-3里就有一个窑址，但窑址

的规模都不大，生产的时间也不长。具有比较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生

产特点。

由于钧窑独具特色的产品，广

泛的生产地点和宏大的生产规模，

特别是由于20世纪以来人们将钧窑

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并认为是御

用瓷器，因而被学界持续关注。从

陶瓷考古产生以来，对钧窑的考古

工作相沿不断。在早年的调查工作

之外，考古发掘工作从1974年就开

始了，其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

队对禹州城内钧台窑址进行了发

掘，出土的陶瓷标本有钧釉瓷、青

瓷、黑釉瓷、白地黑花瓷等。进入

21世纪以后，钧窑窑址主要经历了4次较为重要的发掘：2001年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禹州神垕刘家门等窑

址的钧釉鸡心水盂发掘，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州市区古

钧花园（原制药厂）建设工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批钧窑花

器，釉色也不限于钧釉，还有翠蓝釉等。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联合进行的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的发

掘，清理了从北宋后期到明代初年的大批遗物，对明代早期钧窑的生

产面貌有了新的认识。2013年8月到2014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对禹州市神垕镇钧都新天地工程建设区域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达到1500平方米，发现了元、明时期的窑业遗存，清理了一批

窑炉等遗迹，出土了白地黑花瓷、钧窑瓷等大批遗物。

以上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为钧窑瓷器的始烧年代问题和钧窑生产

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根据神垕刘家门窑址发掘的地层

和出土物，判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

北宋末期的徽宗、钦宗两朝（1100-1127

年）。刘家门窑址的发掘不仅确定了钧窑

的始烧时间，而且，根据地层中出土的器

物，将窑场的烧制历史分为3期5段。分别

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

衰落期。第一期为钧窑初创时期，北宋末

期为第一期前段，此时钧窑在一个很高的

起点上创烧，生产出了制作精美，釉色淡

雅、温润的钧窑瓷器和青釉瓷器，还有一

些通体施红釉的器物。器物的制作十分规

整，普遍施满釉，采用裹足支烧和裹足刮釉的方法装烧，是当时河南

地区烧制技术最精致的窑场之一。尽管此时是钧窑的初创时期，但达

到了其生产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金代前期为第一期后段，靖康

之变，宋室南渡，北方地区官方建立的北宋官窑迁往了南宋都城临

安，汝窑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天青色汝瓷烧造区也废弃了。只有钧

窑还在继续着其生产。金代前期，尽管钧窑所在的颖昌府土地荒芜，

人烟稀少，钧窑的产量和品种都有所萎缩，但北宋后期精品生产的惯

性使得钧窑在金代前期仍然生产釉色典雅，制作精致的器物，表现为

釉面匀净，流动性不强，多数器物依然施满釉，成形规整，开始出现

月白色釉和青黄色釉等天青色以外釉色的器物，是钧窑的呈色更加丰

富多彩。

第二期为钧窑生产的发展时期。金世宗继位后，大力发展生产，

河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新的发展。此时，钧窑产品逐渐丰富，

质量依然精美，天青釉钧窑瓷器的釉色明丽光亮，显得较强艳，开始

加施形状规整的红彩。除钧釉瓷、青釉瓷外，白釉和黑釉瓷器的数量

开始增加。在金代，钧釉瓷从供应上层的高档瓷器，逐渐演变成既美

观、又易于制作的大众化产品。因此，这一时期成为钧窑中落以后的

恢复、发展时期。

金灭亡后的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是

钧窑的繁荣时期。第三期包括了钧窑的繁

荣期和衰落期。钧窑继北宋末期生产淡雅

精美钧釉瓷的生产高峰后，再一次进入生

产的高峰时期。此期的产品种类丰富，产

量巨大，影响广远，在北方地区成为主流

产品。钧窑瓷器的影响在元代达到了最高

点，目前发现的元代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

数百个。第三期前段为蒙古时期到元代前

期，代表了这种繁荣景象。这期地层出土

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最丰富的，钧釉器釉色变化丰富，天青釉的器

物有所减少，月白色开始较多地出现，还有紫蓝色、褐绿色等，釉色

变幻多端，釉的流动性很强，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

薄和烧成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色彩，过渡部分还常有白色或灰蓝

色的针状结晶，即所谓的“兔丝纹”。除了钧釉瓷器外，白釉瓷器的

生产也十分兴旺，白地黑花器大量出现，以内壁饰一粗两细的三道环

纹和草叶、游鱼、诗文等纹样的碗最多，还有一些红绿彩器。黑瓷的

数量也大大增加，可能是与钧釉瓷器一条烧制，其烧成曲线就较为特

殊，这个窑址出土的黑釉瓷器常常有油滴状结晶。第三期后段的时代

为元代后期，在禹州的广大地区制瓷业进入的衰落时期，本段器物的

产量依然天青钧釉盏托较大，但釉色组合变化不大。器类变得单调，

且主要是变化较小的碗盘类器物，另有少量大个的香炉、梅瓶和连座

瓶等，大多有丰富的贴花装饰。钧釉的釉色以偏紫色的为多，有少量

很美丽的深紫蓝色釉，正天青色的少见，且色泽较深暗；有相当数量

的月白色釉，另有灰蓝、灰绿、灰赭等色的钧釉。同一件器物上的釉

传统钧窑瓷器的生产历史和工艺成就
杨俊峰

（禹州市金丰钧窑艺术总监，河南  许昌  461670）

摘 要：钧瓷的发展历史是从古代陶瓷发展演变而来的，古代红陶—原始青瓷—青瓷—唐鈞—钧瓷。钧瓷始于唐盛于北宋，河南中西部地区在北
宋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在周围地区大体同时出现汝窑、官窑等青瓷生产的顶尖窑场的技术氛围下产生的，在金元时期以禹州为中心形成一个庞大
的钧窑系。是禹州人民长期劳动实践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键词：唐鈞；钧窑；钧瓷；钧釉；窑变；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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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也深浅各异，釉面光亮但不够细腻，多有大大小小的棕眼。紫红斑

不如元代前期多见。元代后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钧釉香炉残件稳定

和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南方龙泉、景德镇的瓷器大量输入北方。

此外，在全国的手工业遗存中，都可以看到，元代出现了生产地点趋

于集中的生产模式，产业中心开始出现。也就是在此时，神垕钧窑走

向衰落，尽管一些器物在釉色上显得比前一段美观，但所有的器物都

不再施满釉，包括一直精工制作的洗，足心也不再施釉。器类也变得

更单调，产量也比前段有所减少。

2011年发掘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发现了时代明确的明代地层。

出土的器物表明闵庄窑是一个生产规模不大的典型的民窑，出土的基

本是日用类器物，钧窑瓷器较少，但器型多样，釉色润泽，制作规

整，此前仅在北宋末期使用的裹足支烧法此时又再次使用，表明器物

的制作又转入了精工细作。还有一些通体施红釉的器物，与钧官窑花

器的釉色十分相似，推测这里在元末明初时是重要的钧窑生产地。也

有迹象表明，明代初期位于禹州城内的钧台窑址为官府或宫廷生产的

花器，其胎釉原料可能就来自于闵庄附近地区。所以闵庄窑在一些重

要的工艺技术上与钧官窑不相上下，表明当时钧州窑业生产的总体水

平都是比较高的，这是钧窑进入贡御行列的基础，官窑和民窑在技术

上并无差别，我们看到的差别是产品使用目的的不同所造成的。

明代中期的文献上开始明确记载钧州

贡御，而且贡御的规模还比较大。尽管我

们知道这个时期的生产中心是在禹州城内

的钧台一带，但钧州境内其他窑场也还保

有相当规模的生产量。明代初年产品的质

量相比元代有了很大的改善，釉层匀净，

器物的成型规整，特别是足部修挖十分精

细，并且施满釉，使钧窑的生产进入了一

个新的生产高峰。但在神垕西南的窑区，

已基本停止了生产。以钧台为代表的窑

场，在经过明初精工生产各类花器的一段

时间以后，就基本停止了钧釉瓷器的生产，主要生产一些大件的瓶罐

类产品，并以白地黑花和白地黑花加褐彩作为主要的产品。也就是

《大明会典》中所说的瓶坛类器物。我们可以说，作为钧窑最具特色

的产品钧釉瓷器最迟到明代中期就停烧了，也可以认为是钧窑本身的

衰落。

进入清代，禹州地区钧釉瓷器生产基本停滞。雍正七年（1729

年）三月，景德镇御器厂协理陶务的唐英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来禹

州调查钧窑顺釉料配制方法，并赋有《送吴尧圃之均州诗》，内有

“……春风送客钧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等语。雍正七年以

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成功的记录，当与吴尧圃禹州之行

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的。这也说明此时禹州的钧窑瓷器

生产工艺和技术并未失传，只是社会政治和市场等因素造成钧釉瓷器

未投入大批量生产。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侵略者打开。之

后，西方殖民势力逐渐渗透到中国内地，他们不遗余力的四处搜求、

掠夺中国的文物。钧窑瓷器，这种“五彩灿然”的瓷器，最为欧州人

所推崇。光绪初年，在清宫廷中钧官窑花盆只是用来栽种仅值几文钱

的花卉；豪族大户家中甚至用钧窑盆来饲养猫、狗，可见其在国内并

不被重视。十几年后，因为欧洲人喜爱和

大量收购，单件钧窑花盆一下涨至万金以

上。更有人担心，再过二十年，“钧窑恐

将绝迹于国中”。

在此背景下，中国瓷业商人开始尝试

仿制古钧窑制品。而在钧窑瓷器产地禹州

神垕和扒村等地，在不法古董贩子的鼓动

下，一些当地村民频繁盗掘古钧窑瓷器遗

址，所得破损钧窑瓷器器物，甚至瓷片也

被抢购一空，年“获利以千计”，“佳

者，一事可值数百金”。祖籍河南密县的

卢振太（1825-1900）在少年时期逃荒到

神垕并定居下来，受古玩商人高价收买宋钧的影响，立志恢复钧窑瓷

器。卢振太及振太之子天福、天增、天恩兄弟三人，跋山涉水，在神

垕附近找矿寻料，用当地原材料，经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以氧化钴

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出仿钧窑孔雀绿和碧蓝相兼的仿钧器。而后

由于经常与外界人士接触，从中借鉴他人经验，在天表器上创烧抹

红、飞红加彩新工艺，但红彩是铬锡红色料，故彩斑红暗较呆滞。后

又在釉料中加入铜的成份，并用捂火（还原焰烧成）方法，用风箱

炉，烧制小件仿宋钧窑瓷器，虽规模小，产量少，但取得了成效，积

累了经验，卢氏第三代艺人广同、广东、广华、广文等为恢复钧窑瓷

器矢志不移。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试验中，曾卖掉良田和瓷窑，终

于使失传已久的钧窑瓷器于清光绪年间恢复生产。其后，神垕钧窑

发展到10多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禹境大旱，卢天福贫病而

死，其子侄辈仍坚持烧制。钧窑瓷器世家卢氏烧造钧窑瓷器，除在粗

瓷窑内搭烧仿雨过天晴器外，主要是用风箱炉小窑还原高温烧成，故

称“炉钧”，又因出自卢家艺人之手，也称“卢钧”。其精上制品五

彩灿烂，玉润晶莹，有的可与宋钧媲美。其作品如折边盘，乳钉罐，

天青釉加紫红彩，异精美，曾流入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误作“宋钧”

珍藏。故有文献记载：“禹县神垕镇艺人卢广同、卢广文等兄弟，善

仿宋钧，珍珠刻花，能作到以假乱真。”上海、开封古玩店常把卢钧

误作宋钧收购。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禹州知州曹广权征集工匠在州衙内

设窑烧造钧窑瓷器贡品，做了钧窑瓷器炉、瓶、盆、尊、洗、寿桃、

佛手和仿制的禹贡九鼎等36件寿瓷上贡。这批寿瓷形神兼备，宝光内

蕴，莹 润超玉，慈禧称赞不已。从此，钧窑瓷器又登上艺坛，进入宫

廷，受到多方重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广权在神

垕镇建立“钧兴公司”，聘请钧窑瓷器艺

人 卢天恩（又名丙岱）和宋吉成、贾钧、

郗五寅、郗江、贾喜、王大黑等到公司做

工。这个公司曾借鉴南方瓷厂管理方法，

订有公司章程和谕工匠帖，有较正规的管

理制度和工艺规程。所出产品造型规整，

工艺考究，但色釉单调，成色率低。对此

曹广权亦有一段文字记述，他说：“近

三百多年来，神垕瓷业仅有黄、白粗碗，

而钧窑瓷器的奥妙更无人知晓，召来诸匠

选试，仅得天青一色，然多赘坠，又几经

试验，漂选钵研，成色不到斗上率。”曹

广权热心于教育和实精致工发，关心钧窑瓷器的恢复和发展，派职官

汪瑞甫专管钧兴公司，并请景德镇工匠来神垕相互交流技艺。他任职

期间，不断到神垕巡视，和钧窑瓷器艺人关系比较密切。后东渡日

本，又调北京任职。在京期间向钧窑瓷器艺人致函问候。钧兴公司共

经营十余年，因政治局势混乱，无力经营，约在民国初年停办。

民国时期，河南省长田文烈、禹县县长韩邦孚、王桓武、侯慕彝

等都曾支持过钧窑瓷器的恢复，或筹建钧窑瓷器公司，或开办工厂，

皆短命夭折。后在政局稍安时，率先恢复钧窑瓷器的卢家和王喜娃、

郗杰等钧窑瓷器工匠仍不断从事钧窑瓷器的烧制。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禹州的神垕镇以大量烧造粗瓷为主，钧窑瓷

器产量极其有限。如《禹县志》载：“神垕一镇雄于全境村庄者皆以

制造粗瓷故也，若新钧窑瓷器之兴，等之奇货可居，非常业也。”即

是常烧钧窑瓷器的卢氏兄弟也是“等客上门”，多天只能卖上几件，

才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故在神垕对卢家流传着“三天不添锅，卖了吃

整桌”的民谣。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1938年6月侵占河南省会开封，

接着又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冲击，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致

使钧窑瓷器销路闭塞，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状态。至1942年河南又遭大

旱，钧窑瓷器艺人，无以为生，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另谋生计。至

此，恢复数十年的钧窑瓷器，又因战乱、灾荒而基本停顿。

2 钧窑瓷器的工艺特点和艺术价值

钧窑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中的奇珍瑰宝。它以色彩斑斓、古朴典

雅、风格独特而闻名遐迩。其厚釉、分相釉等生产工艺对南北方的许

多窑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多数钧釉瓷器施有凝厚而雅致的天青色乳

浊状釉，明清时期则成为文人雅士们追逐、收藏的艺术品。人们以往

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都认为其是宋代

用于贡御的“官窑”瓷器，近代研究者则将其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

之一，被赋予了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开

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瓷

器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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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天青釉盒的窑变而倍受

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更是钧窑对

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在钧窑生产的早期阶段，红彩的施加

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在釉面形成大片不规则的彩斑，十分美观，人们

用“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来描述钧窑瓷器流云般优美

的釉色和艳丽如彩霞的红彩。同时钧釉的釉色并不完全可控，成品的

釉色有天青、月白、青黄、褐绿、紫蓝等多种颜色，同样配方的釉在

烧成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火候、烧成曲线和窑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釉

色，加上红彩的不规则呈现，被称为“窑变”，赋予了钧窑神秘而多

变的特征，钧窑的产地流行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来形

容钧窑瓷器的丰富多彩的釉色。

历史上钧窑瓷器品种繁多，造型端庄而严谨。其精良的釉料配

方，结合倒烟式馒头窑，以及窑工高超烧制技艺，创烧出赋予变幻的

系列色釉，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价值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窑变万彩成就皇家气象

钧窑瓷器以釉色而闻名天下。在

北宋时期就已经能够烧制出成熟的蓝

钧和红钧以及蓝红相间的紫彩。青色

系有：天青、豆青、月白、天蓝等；

红系有：海棠红、玫瑰红、鸡血红、

茄皮紫等。紫色釉是蓝红两釉相互熔

合。钧窑瓷器釉质亮光莹润，自然流

淌，天青釉色轻盈而悠远，月白浑厚

而纯粹，其蓝红相晕宛如朝霞，红似

海棠等颜色。釉色以青中透紫，丝丝

点点的釉质肌理，呈现复杂的含蓄而

神秘的质地。钧釉莹润而浑厚的质地

施于刚硬刚劲的胎骨造型之上，犹如

披挂柔情凝脂，在文人的清雅品味之中

增添高贵和文雅内涵。钧窑瓷器釉在陶

瓷釉彩装饰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

中国陶瓷高温厚釉的审美意趣。这种丰

富窑变形成釉质和釉色直接影响明清时

期的景德镇窑、广州石湾窑和宜兴窑的

釉彩，而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景钧、广

均和宜均窑变釉色。正是因为这些，釉

色的美学价值才真正形成为钧窑瓷器艺

术美的灵魂。

钧窑瓷器造型，其经典形态源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造型。随着技

艺和审美的演变，使其诡谲而肃穆的形态神秘性渐渐转为文秀而内敛

的性质，创造出戟尊、敞口尊等皇家用陈设礼器；具有实用性的各类

花盆，如葵花式、莲花式、六角和四方等；还有碗类、炉、文具洗等

器具。其造型端庄而稳定、器型外形线的曲直变化具有内在的张力，

高足与敞口特点彰显高贵的皇家风范；同时还追求的是形态严谨而规

范，符合礼制和审美尺度与比例，规范而不失呆板，而具有文人之清

雅感。造型构造在整体观念掌控下，又添加局部配件予以装饰，形成

完整而丰富的形态。钧窑瓷器器型既完全符合泥土的特性，又有手工

造型的特征。器物在柔润而舒展的可塑性瓷土中被塑造出宋人内心的

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更体现文人的本性和本心。

2.繁复工艺造就千年经典

钧窑瓷器，除了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复杂而成熟的工艺。

钧窑瓷器成型工艺一直是采用手拉坯技艺或模制工艺；手拉坯的

创作者对于形态把握，从形的比例

和体量因素入手，更重要的是要融

入对器物形态的精神气质，从而进

行创造。使观者从曲直变化的外形

线和浑然天成的形态中，领略器型

形态美的艺术特性。手拉坯工艺体

现出形态的变化和器型体量的均衡

关系。用模具成型对于规范形制和

细致雕琢，是对拉坯无法完成的非

圆的异形的成型方式，模具成型工

艺对统一尺度有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工艺方式在宋钧窑瓷器中出现经

典造型范式。

钧窑瓷器拥有较为完整的制瓷原料配制方式和烧制工艺体系。原

料以北方高铝特性材料制坯，含有一定铁钛等杂质，呈现烧制后土灰

色胎。而釉料主要特点高硅低铝，有一定量磷。钧窑瓷器采取素烧后

多次施釉的方式，釉烧温度在1280~1300℃范围。钧瓷釉属于两液相分

相特点。《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协会主编，文物出版社，2006

年）一书对于钧窑瓷器釉的呈色与窑变肌理效果进行详细解读：“钧

瓷釉和一般陶瓷釉不一样，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液相分相釉，即在连续

的玻璃相介质中悬浮着无数圆球小颗粒。分散相是富含二氧化硅的液

滴状玻璃，连续相则为富含磷的玻璃。分散相的粒度比可见光的波长

要小得多，因此按瑞利定律散射短波光，使釉呈现美丽的蓝色乳光”

（《中国陶瓷史》，第261页）。而“红色釉是还原铜的呈色作用，同

时还有二氧化锡的含量，紫色釉是红釉和蓝釉熔合而成，而钧窑瓷器

釉上紫斑是在青蓝釉上有意涂抹上的一层铜红釉所造成的”。（《中

国陶瓷史》，第262页）添加的铜元素的量多少会使烧制中会形成深

浅不一的色彩效果。在单色蓝钧釉中所加入铜元素，使得色转向红色

釉，创烧出斑斓的青紫系列色调。“或在较厚的红釉层上面施以薄层

的蓝色乳光釉，烧制高温，相互反应，表面流淌，无上层釉处依然呈

现红色，两者反应处呈现红紫色乳光，流淌出则呈现红紫蓝白等兔丝

浓密连城一片，……”（《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

第430页）。这些使得在北宋时期陶瓷在色釉和烧制工艺方面有了大的

提高和突破。

钧釉是厚釉系，往往采用在素烧好的坯体上进行施釉的方法，在

施釉工艺不适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开裂或脱落，“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瓷

器的钧釉的特征之一。这种纹的形成原因是由于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

初期发生干裂，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部分流入空隙填补裂罅

所形成”（《中国陶瓷史》，第262页）。传统中以用柴与煤为主体

燃料，运用倒烟结构窑炉，在还原气氛下的完成钧窑瓷器烧制。釉色

的成因与烧制的温度和气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其复杂成分有别于

单色透明釉的烧制方式，形成烧制中的不可控的因素，使得釉色的变

化控制在烧制气氛与烧制的温度极其小的变化范围内。而宋代钧窑瓷

器首先在烧制工艺中突破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还原气氛烧制上的一次

飞跃；其中在钧台发现的双窑室，在窑的结构和形状更加符合烧成中

温度和气氛生成，加强了烧制的还原效果。钧窑瓷器窑工们在长期对

自然原材料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继续不断完善成型工艺和烧制工

艺。在不可全控的烧制技艺方面，在复杂而多变的的烧制过程中去寻

求稳定的艺术效果，正是这种不可控的特性使得钧窑瓷器人有着如痴

如醉的追寻。

为了保证所出产品的精美，钧窑还在使用“裹足刮釉”方式所烧

制器物极少量的露胎部位，施用了护胎釉。护胎釉在陶瓷工艺技术上

又称“陶衣”，是指将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成泥浆涂在胎体

上，器物表面留有的一层薄薄的色浆，其颜色可以有红、褐和灰等。

钧窑的护胎尽管颜色并不一致，但大体上呈现较深的棕褐色。护胎釉

的作用主要是装饰、美化胎面。钧釉器物在少量未施釉的部位，如足

底部加施一层酱褐色的护胎釉，使采用“裹足刮釉”工艺烧制的器物

极少量露出的胎面也得到了美化。

满釉支烧工艺，也称“裹足支烧”，是指在器物通体施满釉层，

入窑烧制时，用细小的支钉支烧器物，烧成后支钉可以被打掉，器物

的底部除了一些细小的支钉疤痕外，通体有釉。这种工艺能够最大程

度上曾加器物的施釉面积，减少露胎部分，美化器物外观，防止器物

底部变形和粘足，因而是一种生产高档产品的方式。与“裹足支烧”

工艺大体同等精致的还有“裹足刮釉”工艺，即在器物的表面通体施

釉后，将器物圈足底部的釉层刮掉，放置在垫片之上以便烧制。这两

种装烧方法都在北宋后期流行，是制作精工的体现。

钧窑瓷器有着浓郁的色彩和沉稳的特性，与中原的历史文化是一

脉相承，钧窑瓷器已经成为中原文化内敛而稳重的深刻精神和外在展

现。其无限的审美意蕴也是中华文明厚重而博大的表征。

钧窑瓷器延续发展至今天，在工艺和技艺方面得到了较好的传

承。在未来我们更要超越工艺和技艺，体现出艺术形式和审美的文化

内涵。在钧窑瓷器中融入新的观念和审美意识，创造出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意趣的艺术精品。这是构筑钧窑瓷器艺术和钧窑瓷器文化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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