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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及工艺因素对钧红分相窑变釉呈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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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现代制瓷工艺，选用景德镇附近所生产的陶瓷原料，在梭式窑中烧制的钧红分相窑变釉，基本达到了其深浅不同的青蓝

色流纹与紫红色交相辉映的效果，并借助色度计、SEM等手段，主要探讨了还原剂SnO=、FedD3及施釉厚度、还原起始温度等工艺

因素对钧红分相窑变釉呈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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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Q174．4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钧窑瓷造型端庄文雅、釉色绚丽万变、纹路奇异

奥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们珍贵

的观赏品和收藏品。钧窑在我国古代陶瓷工艺史上的

突出贡献是首次烧制成功的窑变铜红釉，突破了以往

单一色釉瓷的格局【11。钧瓷釉色众多，并且由于带有

乳浊性着色的厚釉和分相呈现出来的多色流纹和斑

点，更赋予其特有的装饰效果。有关古钧釉的分相结

构和特征已有许多学者通过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

镜、核技术以及各种元素分析等手段进行了研究，总

体上明确了古钧瓷的呈色与其显微结构、化学组成等

的关系12-7]。相对于古钧瓷呈色机制的研究，其仿制研

究，尤其是钧红分相窑变釉的仿制研究较少报道M。

本文选用景德镇附近出产的陶瓷原料，采用液化气梭

式窑烧制钧红分相窑变釉，并借助色度计、场发射扫

描电子显微镜等手段，主要探讨了还原剂SnO。、Fe堙Os

及施釉厚度、烧成制度等工艺因素对其呈色的影响。

仿制的钧红分相窑变釉达到了深浅不同的青蓝色与

紫红色均匀交相辉映的效果。

1实验过程

1．1工艺实验

1．1．1原料

本实验所采用原料及其化学成分见表l。

1．1．2釉料制备

实验中查阅了有关钧瓷的物化测试分析研究报

告和论文嘲，并以其测试结果为依据，经过探索性实

验，确定的较佳的釉式如下：

0．107l【20

0．104 Na20

0．6()4CaO

0．078MgO

0．017 CuO

按实验设计的配方配料，加0．5％三聚磷酸钠以

料球水比为l：2：0．6球磨，釉料过250目筛，筛余<

Q1％；将磨好的釉浆施于已制备好的素坯匕，釉层厚度

约为1．5mm，施釉素坯经干燥后置于梭式窑中烧成，烧成

最高温度为1310℃，保温20min后快速冷却至1150℃

自然冷却。烧成过程中，在960。c须转为还原气氛。

1．2测试分析

采用日本电色NF333型分光光度计对样品釉面

进行反射率曲线测试；

采用日本产的JEM-6700F型场发射扫描电镜

(FE-SEM)观察样品的显微结构，样品经预磨和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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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注：Fed03、CuO、SnOz均为化学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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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Sn02含量与釉面反射宰曲线的关系国

R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aze reflectance

and the SnO=concentraUon

在1％的HF酸溶液中腐蚀30s—lmin。

2结果分析与讨论

2．1还原剂Sn02含量对釉呈色的影响

sn02在釉中很难溶解，通常以晶粒形式均匀悬

浮分布在釉中，是制釉的一种乳浊剂，但在还原气氛

下，sn02极易被还原成SnO和sn而溶解于釉中，使

SnOz失去乳浊性。然而，在钧红分相窑变釉中，被还

原生产的SnO由于其弱还原性与FeO一样，又作为

Cu20呈色的保护剂和还原剂。如图1为sn02含量与

釉面反射率曲线的关系图，由图可知，sn02不加或少

量加入，釉中长波的反射率很低，釉呈黑红色或暗红

色；加入2—3％，釉中长波的反射率升高，明度增加，

釉呈明亮的紫红色，并且釉面分布着均匀细小的青蓝

图2釉的分相结构

F均．2 Micrographs of phase-separation in the glazes

色流纹，釉面性状良好，结合图2釉面显微结构可知，

还原后的sn在釉中起到了促进分相的作用；继续增

加sn侥用量，会使釉略带灰黄色，并且釉表面的粘度

增加，易产生针孔、气泡等缺陷。

2．2 Fe433含量对釉呈色的影响

哪。是颜色釉的重要着色剂。Fc离子在3d层
E未，日黼3d电子特g峪埸受激发，在各层的次亚层轨
道问发生跃迁，表现出对光的选择性吸收和反射””。

还原气氛下，Fe-,O，以FeO、呦3、FeDt三种形式存
在，并以显青蓝色调的FeO为主。而在钧红分相窑变

釉的烧成过程中，FeO极易被氧化，同样充当了铜红

的二次还原剂，在烧成的冷却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保护

cu20的呈色。如图3所示为F饿含量与釉面反射
率曲线的关系图，由图可知，Fe203的加入有利于釉向

紫红色转变。少量引入呦。不能明显增强釉的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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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劬08含量与釉面反射率曲线的关系图

Fig．3 111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aze reflectance

and the Fe20a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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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一)
图4施釉厚度与釉面反射率曲线的关系图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aze reflectance

and the glaze thickness

表2釉层厚度对釉呈色的影响

Tab．2 Influence of glaze thickness on metallic luster

反射率，反而使长波反射率有所增强，促进铜红的着

色，这是FeO起还原作用的体现；随着FeA加入量
的提高，FeO着色的作用凸显，釉对短波段光波的反

射率增强，青蓝色调饱和度增加，使钧红向紫红色变

化；而过量加入Fe2ID3会削弱长波段光波的反射率，

导致釉呈莳痊铹争色，颜色暗淡。因此釉中弓L入OB—lJ0l％

唧。效果较佳。
2．3施釉厚度对釉面性状的影响

施釉厚度是影响釉面效果的重要因素，实验中其

两者的关系见表2。结合图4施釉厚度与釉面反射率

曲线关系图可知，当施釉过薄时，无分相结构，釉呈透

明状，同时增大了CIl离子的挥发，釉面呈色不均匀，

局部呈白色；当施釉达到1．8—2mm时，釉面各波段

反射率均较低，光线大部分被吸收，釉面明度和色彩

饱和度降低，使釉呈黑红色，而且釉面存在气泡和针

孔；而当釉层厚度为1．2—1．5mm时，釉面光滑平整，

釉呈带有青蓝色流纹的紫红色。

2．4还原起始温度对釉呈色的影响

铜红釉制备的首要条件是在烧成过程中将CuO

还原成Cu20，即在合适的温度点转换成还原气氛烧

制。本实验选取940℃、960℃、98000C和10000C 4个

温度点开始转换还原气氛，其与釉面反射率曲线关系

见图5。由图可知，在940℃开始还原，釉面各波段反

射率均较低，釉呈灰红略带暗棕色，这是由于9400C

开始转为还原气氛，距达到釉的始融温度，时间更长，

加重了CIl、Fe离子高价向低价的转变，而FeO又适

时的保护了Cu20的呈色，因此，过浓的Qlp加重了

釉对光线的吸收，使釉呈灰红色；而暗棕色是由于提

前转变为还原气氛，使胎釉未被充分氧化，造成“吸

烟”现象。而在960℃开始还原，釉的长波和短波反射

率适中，釉呈带有青蓝色流纹的紫红色，还原温度适

宜。在980。C开始还原，则釉的长波反射率略有加强，

而短波反射率比960。C还原时明显降低，表明Fe2ID3

还原率降低，釉系统压制了F矿的显色，使釉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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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还原开始温度与釉面反射率曲线的关系图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aze reflectance

and the initial reducing temperature

程度的红色。而在lOOO。C开始还原，釉已开始熔融，

Cu、Fe离子还原不充分，釉以FeO着色为主，使其呈

淡绿色。因此，釉的还原起始温度应设定在960℃。

3结论

(1)利用景德镇本地及周边原料仿制出了较好的

深浅不同的青蓝色流纹与紫红色均匀交相辉映的钧

红分相窑变釉，其还原剂sn02和Fe2103的加入量分

别应为o．2—0．3％和0．8一1．O％。

(2)仿制钧红分相窑变釉的施釉厚度为1．2—

1．5mm，还原气氛起始转变温度应设定在9600C为宜。

参考文献

1阎夫立．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94(5)：25．28

2郭演仪，李国桢．古代钧瓷的科学分析．中国陶瓷，1992(4)：

52—58

3孙洪巍，王淑玲等．烧成工艺对钧瓷釉呈色的影响．陶瓷,2000

(3)：27-29

4 KINGERY W D，VANDIVER P B．Song Dynasty Jun ware

glaz=s／／Proceedings of ICAC。Shanghai。1982．Beijing：Science

PI℃ss．1986：182-186

5陈显求等．宋元钧瓷的中间层、乳光和呈色问题，中国古陶瓷

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6刘凯民．钧窑釉的进一步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北京：科学出

版社。1987

7张茂林，吴军明，李其江．刘家门钧窑瓷器胎釉成分的EDXI搏

分析．陶瓷学报。2009，30(4)：411--418

8郭强．钧瓷釉的仿制实验．中国陶瓷,2001，37(4)：10．-13

9李其江，吴隽等．龙泉粉青釉的仿制及呈色机制研究．陶瓷学

抿2009，30(4)：423-427

10李伟东．吴隽，李家治等．杭州凤凰山麓老虎洞窑出土瓷片的

显微结构．建筑材料学报，2004，7(3)：24,5-251

1l张茂林，王昌燧，金普军．用XAFS初探汝瓷釉中Fc的价态．

核技术，2008，31(9)：648--652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ductant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on the

Coloration of Phase-Separative Jun Red Furnace Transmutation Glaze

LI Oijiang WU Junming ZHANG Maolin WU Jun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Jingdezhen Jiangxl 333001)

Abstract

Im舱tion of phase-separative Jun red fumace transmutation glaze prepared from Jingdezhen raw materials by modem

porcelaln making techniques was fired in the shuttle kiln．The products basically reached the varied lustre effects of blue and

purple．The influences of the technical factors on the coloration of phase-separative Jun red fumace transmutation glaze。

such鹊the reductants of Sn02 and F∞和the glazing thickness。and the initial reducing temperature，were anaIyzed by

colorimeter and field 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Key words reductant；technical factors；Jun ware；imitation；phase-separative Jun red fumace transmutation gl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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