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第1期
2002年3月

山东陶瓷
SHANDONG CERAMICS

Ⅷ．25 No．1

M817．2()02

·经验交流· 文章编号：1005m639(2002}01．0025。03

钧窑“玉石釉”的研究

王世兴

(河南禹州会常钧窑有限公司，禹州461682)

摘要：本文介绍了对钧窑“玉石釉”的研制过程，并对其主要因素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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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它以“雨过天

晴泛红霞，夕阳紫翠忽战岚”的蓝天彩霞般“窑变”

釉色而著称于世，创造了许多古代陶瓷工艺史上

的典范作品。“玉石釉”以其色如碧波，如冰似玉，

幽雅庄重而为中外人士所称羡，负有“钧窑明珠”

之誉。

然而，“玉石釉”的制造难度极大，成品率很

低，制造工艺牵涉到的技术参数很多。例如原料

的配方，粉碎工艺，化学物的加入，施釉工艺，烧成

温度特别是窑炉气氛等等。本文从坯料配制人

手，研究了“玉石釉”呈色及烧成气氛之间的关系。

2试验内容

2．1原料的选择

“玉石釉”所用原料经数千种原料，千余次组

合试验而选定，其要求较微妙，主要涉及到发色要

求和烧成气氛对釉色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红

斑，绿斑的呈色及光泽度，其所用主要原料及化学

组成见表1。

2．2坯料配方的试验

根据早时众多的试条釉烧结果分析。“玉石

釉”呈色好者都是炻质试条，故对炻质试条坯体进

行多项试验。结果表明，含有氯化锌的全烧结坯

体对“玉石釉”的显色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对烧成

温度和烧成气氛等工艺条件进行试验，发现在强

还原条件下于1200～1280。C的温度范幽内烧成呈

色最好。

氧化锌、氧化锡、氧化铜、氧化铁、碳酸铁等为

工业用原料。

根据试验，拟订出10组基本配方，并雨点列

相关发色因素进行了全方位配方的排列组合，不

断对坯体性能，发色状况，烧成曲线及气氛曲线等

进行试验和综合考虑，确定比较满意的配方。

表1 原料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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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坯体的化学组成(％)

Si02 a120s№03 Cao^f妒KaO Na20 五10 总量

65．17 27 30 1．35 0．37 0 82 3．64 1．22 1 8 101．67

坯体配方的化学组成见表2。

2．3釉料的试验

为适应新的工艺方法。对“玉石釉”的配方和

制釉原料作了多次的变动。因为“玉石釉”的实质

并非单纯的“F乎”’离予的还原作用，它的发色机

理与其坯体的化学成分和综合工艺措施有着很紧

密的联系，同时还要照顾到红斑和绿斑的显色效

果，从而使该釉具有一次施釉诸色同现的“窑变”

特征。

釉料的配方组成见表3。

釉式：

0．2788 bO

0．1795 ZnO

2．4红斑、绿斑的配制

为了给“玉石釉”装饰红斑、绿斑，笔者进行了

大量的试验，这种装饰方法与宋钧天蓝釉装饰紫

红斑块一脉相承，因为钧瓷是一种“艺术釉”，其艺

术来源除了配方组成和“窑变”外，施釉方法也是

造就其五彩缤纷的艺术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样的

釉在相同的烧成条件下，施釉方法的不同得到的

艺术效果截然不同。如果单纯的施一层“玉石釉”

而不装饰红斑、绿斑，则突出不了钧瓷的“窑变”待

征。

红斑、绿斑的配方组成见表4。

2．5成形及施釉

按配方配料、球磨、制成可塑泥料，手工拉坯，

做成各式花瓶及碗类制品，牛坯半干状态即进行

修坯，再人干燥烘房干燥后于950—980。C温度下

进行素烧。然后采用浸釉法施釉，一般浸釉3次，

使釉层厚度达到1．2—1．5ram左右为宜(小于

1 rrma釉面不润，大干1．5·一则容易造成流釉，而
且应力大易造成产品炸裂)，放置干燥之后点红斑

和绿斑。

2．6烧成制度和条件

“玉石釉”烧成是关键，烧成温度900℃之前

烧氧化焰，这时窑内形成氧化性气氛及剩余02，

而在900％之后开始转为还原焰，温度升到

1200"C时，由还原焰转为弱还原气氛，这时窑内

CO含量为0．4％左右，使温度延续到1230℃，保

温30min即结束烧成。烧成时间为9。10h(采用

液化石油气梭式窑炉烧成)。

3结果与讨论

3．1“玉石釉”的组成

众所周知，釉是一种玻璃质，它具有玻璃的各

种性质，没有固定的熔点。釉的成分主要由长石、

石英、方解石等矿物混合后在高温固相反应的条

件下生成，在通常情况下，所形成的釉层就具有光

泽度和透明度。乳浊现象是由于釉层内存在着固

相或气泡。“玉石釉”的组成中适当的提高了釉中

“K20”的含量，既拓宽了釉的烧成范围，又使釉中

产生大量交叠悬浮着的微气泡，从而使釉具有玉

石质感。

3．2釉层的厚度

釉层厚度对“玉石釉”的显色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釉层对人射透过光线散射的强度，不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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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球磨机(QM-S0}与搅拌球磨机(z|撕5J结果比较

筒壁的受力分析：

由于球的运动方面在筒壁处以切线方向为

主，相对筒壁有很少的冲击力，主要是相对滚动，

对筒体的磨擦力很小，因此对筒壁的损伤较少。

其结果比较见表1。

以上数据采集于山东清华同方鲁颖电子有限

公司研磨的电子陶瓷浆料，测量仪器为美国

COULTER公司的粒度分析仪，搅拌球磨机由淄博

启明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4结论

4．1搅拌球磨机的研磨效率相对于传统球磨机

有较大的提高。

4．2搅拌球磨机的磨球及物料，对筒壁的磨擦及

冲击大大减少，减少了筒壁的磨损，减少了对物料

污染。

4．3搅拌球磨机的磨球对物料研磨效果，取决于

搅拌的运动速度，但根据物料的粘度及球的抗冲

击力，不同的物料选择不同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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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微粒子的散射系数，还决定于釉中散射粒子的

浓度，即光线透过釉层厚度方向上存在的散射粒

子的个数。本工艺即采用多次上釉来增加釉的厚

度，多层釉不仅可以达到厚釉的目的，同时由于层

界面的存在增加了光线的反射和散射，从而使该

釉富有玉石之感。

3．3燃料的应用

采用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烧成“玉石釉”的成

功，不仅可以取代历代沿用煤窑而烧造的工艺，减

少了环境污染并能改善工人的劳动强度，并且对

稳定“玉石釉”的生产及为其它传统颜色釉以及新

釉种的烧成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4结语

关于钧窑“玉石釉”的研究，以往探讨的不多，

资料缺乏，这里仅仅谈一谈笔者在“玉石釉”生产

实践中的看法和体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玉

石釉”的显色机理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其中难免有

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读者给

予指导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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