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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正确鉴别古’今名钧瓷，从古钧台窑和现代孔家钧窑、苗家钧窑、星航钧窑选取钧瓷残片样品４０

个，用仪器中子活化分析（ＩＮＡＡ）测得每个样品胎、釉中２５种元素的含量，应用ＢＰ神经网络对这些样
品的ＩＮＡＡ数据进行ｒ训练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训练好的网络能较好鉴别未知古钧官瓷和现代高
档钧瓷的胎、釉样本。

关键词：古今名钧瓷；仪器中子活化分析；微量元素；ＢＰ神经网络；鉴别
中图分类号：０５７１．５５；ＴＱｌ７４．３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６９３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３７２—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ｏｆ Ｆａｍｏｕｓ Ｊｕ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ｅ
ｂｙ ＩＮＡＡ ａｎｄ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Ｉ Ｇｕｏ—ｘｉａｌ。Ｌ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ｈｕａｌ，ＬＩ Ｒｏｎｇ—ＷＵ２，ＺＨＡ０ Ｑｉｎｇ—ｙｕｎ３，ＳＵＮ Ｘｉｎ—ｒａｉｎ３，
ＺＨＡｏ Ｗｅｎ—ｊｕｎ３，ＺＨＡ０ Ｗｅｉ—ｊｕａｎｌ，ＳＵＮ Ｈｏｎｇ—ｗｅｉｌ，ＧＵＯ Ｍｉｎｌ，ＸＩＥ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９１，
ＧＡＯ Ｚｈｅｎｇ－ｙａ０１，ＦＥＮＧ Ｓｏｎｇ—ｌｉｎ４，ＣＵＩ Ｐｅｎｇ—ｆｅｉｌ，ＹＡＮＧ Ｄａ—ｗｅｉｌ
（１．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Ｈｉ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Ｊｕｎｔａｉ ｋｉｌｎ ａｎｄ 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ｕｎ

ｋｉｌｎｓ（Ｋｏｎｇｊｉａ，Ｍｉａｏｊｉａ ａｎｄ Ｘｉｎｇｈａｎｇ）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ｏｒ ２５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ＩＮＡＡ．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 ｂｙ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ｎ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ｇｌａｚ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 ｕ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ｏｐ—ｇｒａｄｅ Ｊ ｕ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ａｍｏｕｓ Ｊｕ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ｅ；ＩＮＡＡ；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ｓｔｉ ｎｇｕｉｓｈ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０２—０９；修回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７７２１０１，５０４３２０１０）；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６１１０１１５００）；中国科学院核分析
技术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０９０１），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李国曩（１９５２一），女，河南驻马店人．教授。核技术应用专业

万方数据

李围霞等：古今名钧瓷鉴别的ｌＮＡＡ和ＢＰ神经网络研究

第３期

３７３

表１样品情况

钧瓷是我国古代著名瓷器。钧窑遗址以河
南省禹州市神重镇为中心，共发现窑址１５０多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处。其中，禹州市城里钧台附近发现的钧台窑，
产品质量为诸窑之冠，被考古学界确认为钧官
窑。其造型端庄浑厚、古朴典雅，民间一直流传
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可见它的弥
足珍贵。一些传世钧瓷被英、美、日等著名博物
馆珍藏ｕＪ。

现代孔家钧窑、苗家钧窑、星航钧窑是中国
钧瓷的重点生产企业，其产品在汲取传统技艺
精华的同时，率先将人物、动物造型、陶艺引入
到钧瓷作品中，并结合现代艺术，运用浮雕、镂
空等技法，丰富了钧瓷的表现形式，为钧瓷行业
的振兴和产业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产品远销国
内外。作品《伟人尊》、《国泰鼎》、《丰尊》、《小口
瓶》、《出荷口碗》等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博
物馆永久收藏，另有一些产品被作为国礼馈赠
国内外佳宾。
古钧官瓷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其中，古钧官瓷样品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提供，现代高档钧瓷样品由孔家钧窑、苗家钧窑、星
航钧窑提供，这些样品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用ＩＮＡＡ测得每个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瓷
胎、釉样品的２５种元素含量，其中：稀土元素８
种，包括Ｌａ、Ｃｅ、Ｎｄ、Ｓｉｎ、Ｅｕ、Ｔｂ、Ｙｂ、Ｌｕ；其它元

素１７种，包括Ｎａ、Ｋ、Ｓｃ、Ｃｒ、Ｆｅ、Ｃｏ、Ａｓ、Ｒｂ、Ｓｒ、
ｚｒ、Ｃｓ、Ｂａ、Ｈｆ、而、Ｗ、Ｔｈ、Ｕ，含量单位为／ｘｇ／ｇ。
ＩＮＡＡ数据的相对不确定度为±１０％。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深受人们喜爱，是历代瓷
窑仿制的对象；现代高档钧瓷也具有较高的艺

２人工神经网络

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典型产品和工艺

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大量简单的基本单

是一些瓷窑模仿的对象（即现代仿现代）。国内

元——神经元相互连接、通过模拟人的大脑神

外有关学者曾在钧瓷的原料来源、微结构和呈

经处理信息的方式进行信息并行处理和非线性

色机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２。３］。但有关

转换的复杂网络系统，具有学习、联想、记忆、综

古钧官瓷和不同窑口现代高档钧瓷原料产地、

合等能力，可通过学习来获取外部知识并将其

分类关系和鉴别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开展。研究

存储在网络内，可解决模式识别中一些不易处

原料产地、分类关系和鉴别的有效方法是微量、

理的难题。

痕量元素分析。微量、痕量元素是人工不能控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具有３层或３层以上神经

制的，且基本不受工艺过程影响，它主要反映原

元的网络，包括输入层、中间层（隐层）和输出层。

料产地的特征。本工作从钧台窑和现代孔家钧

上下层间实现全连接，而每层神经元间无连接。

窑、苗家钧窑、星航钧窑选取天蓝、天青、月白釉

当训练样本提供给网络后，神经元的激活值从输

色钧瓷残片样品４０个，用ＩＮＡＡ［４１测试这些样

人层经各中间层向输出层传播，在输出层的各神

品胎和釉中常量、微量和痕量元素含量，并应用

经元获得网络的输入响应。然后，按照减少目标

ＢＰ神经网络对这批古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瓷

输出与实际输出间误差的方向，从输出层反向经

样品的ＩＮＡＡ数据进行训练和预测［５］。

中间层再回到输入层，从而逐层修正各连接权
值，这种算法称为“误差反向传播算法”，即ＢＰ

１

样品选取和ＩＮＡＡ实验

算法。随着这种误差逆向传播修正的不断进行，

从钧台窑考古编号为Ｈ２Ｔ７的碎片坑出

网络对输入模式响应的正确率也不断上升。

土样品中选取古钧官瓷残片样品２４个，从孑Ｌ家

图１为３层ＢＰ神经网络的结构。

钧窑、苗家钧窑、星航钧窑选取现代高档钧瓷残

把ＢＰ神经网络应用于模式识别问题分为

片样品１６个，瓷片釉色有天青、月白、天蓝３

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ｌ阶段为网络训练阶

种，所选择的样品代码、名称、窑口列于表１。

段（图２）；第２阶段为预测阶段，权值和阈值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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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神经网络在古今名钧瓷研究中的
应用
ＢＰ神经网络的学习方式是有导师监督的

％

靠

图１
Ｆｉｇ．１

３层ＢＰ神经网络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３－ｓｔｏｒｅｙ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学习，所以，在训练网络前，需知道训练样品的
来源和分类情况。为防止病态样本的出现，易
于网络训练学习，首先应对样品数据进行归一
化。归一化公式为：

卫：一三二鱼Ｌ

定不变，将预测样本的数据输入到网络中，网络

ＺＴＩｌａｘ—Ｘｍｉ“

自动完成分类（图３）。

对于胎和釉归一化后的ＩＮＡＡ数据。各自
选取３５个样品作为训练样本，留下５个样品作
为测试样本。

胎样本的ＢＰ神经网络结构与预测结果

３．１

每个样品的ＩＮＡＡ数据有２５个，所以，输
调整权值和阈值来极小化误差

训练误差情况，隐层神经元个数取为１０。为区

图２网络训练阶段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ｇ．２

入层的神经元个数取为２５。根据参考公式和

ｓｔａｇｅ

分古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瓷，类别模式取为２，
输出层神经元个数取为ｌ。根据不同函数的训
练误差情况，最后确定的基于胎样本识别的ＢＰ
神经网络结构列于表２。
应用已设计的网络结构创建ＢＰ神经网络，
首先对３５个胎训练样本进行训练，古钧官瓷的训
练目标为ｏ，现代高档钧瓷的训练目标为１。经４步

图３网络预测阶段
Ｆｉｇ．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训练，误差便能满足要求，训练结果示于图４。
ｓｔａｇｅ

表２基于胎样本的ＢＰ神经网络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２

弋
剁
账

’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ｂｏｄｙ

表３

ｓａｍｐｌｅｓ

网络对５个胎测试样本的预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ｉｖｅ ｂｏｄ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Ｊ０练误差

＼

目标误差＼＼

＼．

图４胎样本的ＢＰ神经网络训练结果
Ｆｉｇ．４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较小，最大的仅为０．０４３ ０，即４．３％。可见，该
网络对未知胎样本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用５个测试样本检验网络对未知样本的预
测性能，预测结果列于表３。
从表３可看出，５个预测样品的预测误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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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釉样本的ＢＰ神经网络结构与预测结果
与上述方法相似，确定的基于釉样本的ＢＰ
神经网络结构列于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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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已设计的网络结构创建ＢＰ神经网

的原料来源和配方的区分度相对于胎较大，更

络。同样先对３５个釉训练样本进行训练，古钧

易进行鉴别，所以，预测误差更小。应用训练好

官瓷釉的训练目标为０，现代高档钧瓷釉的训

的ＢＰ神经网络对未知古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

练目标为１。经２步训练，网络训练误差便能

瓷胎、釉样本进行预测，得到了较好的预测结

满足要求，训练结果如图５所示。

果。ＢＰ神经网络和模糊聚类分析（或因子分析
等方法）相结合，可提高古陶瓷鉴别的正确率。

制
哪

．。∑

但ＢＰ神经网络自身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
足，如学习速率固定，网络收敛速度慢，需较长
的训练时间；若增加学习样本，训练好的网络需
从头开始训练，对以前的权值是没有记忆的。

目标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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