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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重炉钧烧造简史：一种科技工艺史的视角

王洪伟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神壁炉钧是钧瓷史上晚清民国时期盛开的一朵奇葩，其对于中国钧瓷史来说具有

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仅深刻地继承着唐宋以来尤其“官钧”的科技工艺特性，而且深刻而直接地

影响着现当代钧瓷工艺发展态势。神壁炉钧的开创者或成就者主要是神星卢氏家族，其工艺迥

异于清代延续而来的景德镇炉钧工艺，亦与传统钧瓷工艺有别。这种工艺和釉色表现似乎是钧

瓷技艺的断裂，但从神壁炉钧仿制烧造为钧瓷史开出一个重要分支而且直接引致神星原产地当

代钧瓷的恢复研制和复兴而言，却是钧瓷技艺甚或钧瓷文明连续性生成的根本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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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重炉钧是钧瓷史上晚清民国神重陶瓷艺人

新创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深刻地继承着唐宋以来

尤其“官钧”的科技工艺特性，而且深刻而直接地

影响着现当代钧瓷工艺发展态势。本文旨在从科

技工艺史的独特视角，系统整理神重炉钧起源、发

展的演化变迁史。

一、神重炉钧简史

神重炉钧源起于钧瓷原产地河南神重镇。

古陶瓷界主流认为，发自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

钧窑创烧于唐代中晚期，“钧官窑”的出现将钧窑

技艺发展推向历史巅峰，特别是铜红釉的创烧顿使

钧窑历史地位大升，与汝、官、哥、定并驾齐驱，被后

世誉为宋代五大名窑。宋室南迁后的金元时期全

国各地窑口竞相仿烧钧瓷，覆盖大江南北的庞大钧

窑系由此扩张形成：北方自原产地禹州神重一带，

向北遍及汝州(原临汝)、郏县、许昌、新密(原密

县)、登封、宝丰、鲁山、内乡、宜阳、新安、焦作、辉

县、淇县、浚县、鹤壁、安阳、林州(原林县)，河北省

磁县，山西省浑源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等

四省二十七县、市，后世都曾发现钧瓷烧造窑口；江

南地区仿钧以浙江金华、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及

广东佛山石湾窑最具代表性。钧窑系蔓延诸地，大

都以外来技艺与本地经验、资源相结合，研烧出风

格独特的仿钧作品，成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但是到晚清民国，钧窑再次回缩到原

产地禹州神重一隅局部发展，钧瓷技艺濒临断裂，

此为神重炉钧诞生的历史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钧瓷原产地的颍汝之间，由于

灾荒战乱，钧瓷技艺传承出现断裂性危机。河南禹

州神重的陶瓷匠师，在古钧器物残片仿烧的基础

上，摸索出以小炉烧造出釉色效果近似“官钧”的

钧瓷器物，起初因主要由神重卢姓钧瓷世家创烧而

称“卢瓷”或“卢钧”，后世称之为“炉钧”。本部分

着重记述神重炉钧研制过程以及对后世钧瓷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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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由以表征钧瓷技艺存在的断裂性与延续

性问题。

经宋元明清四代，横跨东亚大陆南北的钧窑系

渐次形成。但明清时期，作为钧瓷原产地的禹州和

神蜃一带，似乎呈现出断烧的迹象。①到晚清民

初，禹州神重一带正宗的钧瓷工艺已经失传。一个

突出的历史迹象就是：晚清民国神蜃窑厂以氧化钴

为呈色剂的所谓“大火蓝”或“大窑蓝”的烧造，以

表达历史上的钧瓷天青、天蓝釉；实际上与传统铁

呈色的还原火烧制钧瓷相比，“大火蓝”或“大窑

蓝”都属于氧化火烧制。另一个迹象就是：神重陶

瓷艺人在仿烧古代钧瓷过程中研制的小窑炉钧工

艺。这是与雍正年间景德镇开启的炉钧工艺迥异

的钧瓷烧制工艺。神重炉钧工艺的开创者或者最

重要的成就者主要是神重卢氏家族。

晚清民国禹州神亘瓷区恢复研制钧瓷大多沿

用当地烧制日用粗瓷的大窑炉和工艺技术，基本都

是青蓝釉色，实际上与正宗钧瓷南辕北辙。神重卢

氏家族中从第一代卢振太、卢振中，再到第二代卢

天福、卢天增、卢天恩，再到第三代卢光同、卢光东、

卢光华、卢光文等，按照古钧器物的线索，汲取陶瓷

界专家学者和古董商人的意见和建议，费尽周折研

制钧瓷釉方，改用当地风箱窑炉，采用“捂火”(即

还原焰)方式，终于烧制出有古钧风貌之钧器。卢

氏家族历经四代研制成功的“卢钧”(炉钧)，在当

时古陶瓷文物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后世钧瓷研制

和现当代钧窑的恢复贡献甚巨。

在禹州钧瓷原产地，炉钧已被陶瓷界公认是钧

瓷恢复研制时期新发明的钧瓷次瓷种——尽管与

宋元时期的钧窑品种相比不论在釉料配制和烧成

工艺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在神重钧瓷原产地，一般都认为炉钧应为神重

卢家首创，但也有论者认为神重炉钧当为神重本地

多家陶瓷匠师发明创造。曾经跟随卢家第三代钧

瓷匠师卢光华研习钧瓷技艺的神重陶瓷工程师任

坚(曾名“任长宪”，曾在民国时期位于神重的禹县

陶瓷职业学校跟随卢光华学艺)回忆说，“小窑货”

钧瓷即卢氏之色技烧法，利用鼓风炉烧制钧瓷，此

种烧法有还原焰存在，火候掌握适宜，有可能烧成

一件或数件像样的钧红釉。但每窑只能烧成一件

或数件，往往残缺不全，炸裂底漏严重，不易批量生

产。卢氏家族对其数代倾力研制的炉钧烧制技艺

非常保守，秘不外传。据传，卢家为了保守炉钧技

术秘密，窑炉建在密闭的房屋里，出入需用搭梯翻

越。卢光华一度为了生计受聘为禹县陶瓷职业学

校技师，但只传授一般钧瓷技术，甚至于后来被官

府关了禁闭也绝口不透露烧制玄机。②

卢家研制的炉钧成品率极低，至今在神重当地

还流传着晚清民国时期的卢家“三天不添锅，烧成

吃整桌”的说法。意思是烧不出好的钧瓷就断炊没

饭吃；烧出好的钧瓷就敬窑神和宴请购买钧瓷的宾

客。炉钧烧成难度之大可见一斑。不过，一旦烧造

出品相极佳的炉钧，即备受当时古玩街青睐，常常

冒充“官钧”卖到开封、上海等古董店，以至于民国

时期的开封、上海等地古玩店曾悬挂“谨防卢瓷”

的标识牌。

晚清民国神重陶瓷匠师创烧的炉钧对于中国

钧瓷史来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卢氏家族研

烧炉钧之时，加以当时政局混乱，战乱频繁，历史上

钧瓷工艺缺乏文献资料记述，又无其他经验可供借

鉴，钧瓷工艺似乎已经失传。况且神重地处山区，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运输靠肩挑驴驮，烧窑全靠人

力鼓风；掌握窑温，全靠眼力，炉钧研制条件之艰

苦、难度之大，简直难以想象。其实，当时禹州神亟

官方恢复钧瓷研制的决心和努力也不可谓不大，但

由于当时人们在钧瓷烧制的还原火技艺上欠缺科

学理论支撑和经验支持，很长时间里，钧瓷研制的

恢复止步不前。清朝末年热心于钧瓷业的禹州知

州曹广权曾云：“近三百多年来，神重瓷业仅有黄、

白粗碗，而钧瓷的奥秘仍无人知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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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不到半相率。”曹广权一度斥巨资，召集全县范

围的钧瓷名匠，开办钧瓷史上的第一座具有近代企

业性质的钧兴公司，矢志不移地研探钧瓷工艺，惜

乎创办十余年，也未能突破钧瓷烧造技艺。据考

证，曹广权禹州离任后，钧兴公司由河南府官员汪

瑞甫主管，而汪乃清朝举人，也可证地方官府对钧

瓷恢复研制的重视，但钧瓷还原火烧制工艺终未能

洞察，最后钧兴公司无奈落幕。¨邛¨84民国时期，禹

县神重官商也都曾极力试图研探钧瓷技艺，但一直

付之阙如。

1955年，全国陶瓷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知

神重主要陶瓷厂派代表参加。在中央领导和古陶

瓷专家的关怀下，地处神重的禹县国营瓷厂、公私

合营豫西瓷厂、神蜃陶瓷一社先后开始恢复钧瓷研

制和生产，陶瓷艺人纷纷献出绝技，卢氏也把自家

①近年来，“官钧”明代说论者不断强化“官钧”烧造于明初钧台窑，但陶瓷考古、历史文献一直缺乏可靠依据。

②参见任坚：《钧瓷生涯五十年》，《禹县文史资料》1987年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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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的炉钧秘方贡献了出来。

1956年底，神重陶瓷一社率先烧制出第一窑

钧瓷，但釉色效果与传世钧瓷存在不小差距。1957

年北京陶瓷专家沈明阳等率领陶瓷工程技术人员

到神蜃帮助试烧“炉钧”，获得成功。

1958年，中央直接投资正式建立国营钧瓷厂，

省政府非常重视，组织全省优秀匠师攻钧瓷窑变难

关，派省轻工厅高级工程师李志伊、工业专业干部

姬承文与神重的钧瓷厂技术副厂长任坚及卢家后

人卢光东、卢光文、卢正兴等组成攻关小组，在炉钧

工艺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共烧数百窑次(包括炉

钧窑和倒焰大窑)，终于突破自清末以来的数十年

钧瓷窑变艺术徘徊不前的技术难关，烧出朱砂红、

茄皮紫、鱼肚白等诸多的窑变钧窑釉，并破解了数

十年来炸底、变形、起泡等炉钧烧制难题，烧出了一

批炉钧精品，引起很大轰动，受到中央、省政府、许

昌行署、禹县政府的表扬。陶瓷专家与陶瓷匠师联

合攻关，终于克服了炉钧烧成工艺障碍，意义非凡。

其后，随着钧瓷烧制工艺的提升，炉钧工艺也

不断在改进，成品率大有提高，但由于窑炉保温性

能差，升降温快，成品率仍相对较低。近年来，神重

钧瓷界不少窑口和匠师采用倒焰大窑甚至液化气

窑炉烧制炉钧，颇有成效，神重炉钧竞成雨后春笋

之势突飞猛进发展起来。炉钧工艺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1950年代以降的当代钧瓷恢

复研制都是在晚清民国创烧的神重炉钧工艺基础

上发展起来，实际上，神重炉钧对当代钧瓷的复兴

繁荣居功至伟。

二、神厘炉钧工艺基础

晚清民国时期创烧的神重炉钧工艺迥异于清

代延续而来的景德镇炉钧工艺，也与传统钧瓷工艺

有所差异。本部分将依据钧瓷艺人口述及地方钧

瓷学者的实践性表述综合地记述神重炉钧工艺的

基础和流程。

按照地方文献，一般认为，神重炉钧工艺的主

要发明者归功于神重卢氏家族，但是一直到1970

年代末期，炉钧工艺并不见于文献记载。炉钧技术

文献的整理主要归功于神重本地钧瓷学者晋佩章

的访古和烧造实践总结。

晋佩章(1926—2008)，祖籍河南省禹州火龙

乡晋村，2003年被评为第一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晋佩章生前著有《钧窑史话》、《钧瓷志》、《中国钧

瓷艺术》、《中国钧窑探源》、《话说钧窑》、《中国钧

窑釉彩》等钧窑专著。1962年从部队转业到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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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佩章历任禹县钧瓷二厂供销股长、钧瓷一厂

供销股长、试验室副主任、教育股长等职。1988年

晋佩章创办“刘山窑艺实验室”，专门从事北方名

窑的研究和名瓷的仿制工作，初步完成了宋早期不

同蓝色乳光釉的研制。尤其是为了探究当代钧瓷

工艺的起源，晋佩章对卢家及同时代钧瓷艺人进行

详细的面对面访谈和炉钧烧造实践，第一次总结出

了详备的炉钧工艺技术，对当代钧瓷界炉钧烧造的

繁盛，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按照晋佩章的总结，早期神重炉钧釉用本药、

柴灰、玻璃粉、氧化铜及草蓝配制。草蓝就是氧化

钴、石英、本药和玻璃粉四种原料制成的熔块。此

釉在窑内用氧化焰烧成粉蓝；在炉钧小窑内使用焦

炭捂火，可还原烧制m天青、天蓝挂紫红斑的仿官

钧釉色；此外还可烧成朱砂红、鸡血红等釉色。在

釉料中加入氧化锡还可烧成茄皮紫釉色。

按照晋佩章的表述，钧瓷烧制原本分为大窑货

和小窑货，大窑货即“窑钧”，小窑货即“炉钧”，但

炉钧失传于北宋末年。。2拍””也许这只是晋佩章个

人的历史想象，不足为据。明清时期，无论南方仿

钧还是中原原产地钧仿，釉料中都加入氧化钴，在

粗瓷馒头窑内搭烧成仿宋钧的孔雀绿和“雨过天

晴”器，与钧瓷本质差距很大。神重卢氏匠师独辟

蹊径，受冶炼炉灶或中原农家厨房灶台的启发，在

钧瓷研制过程中创烧了炉钧工艺，烧造出天青、月

白等釉色，也烧制出天蓝带玫瑰紫、海棠红斑纹、朱

砂红和天青带朱砂红、茄皮紫斑纹以及胭脂斑、龙

凤斑、鸡丝花、凤尾剪、金星斑等釉色和斑纹，釉色

效果较之传统钧瓷釉色更显丰富繁盛。

(一)炉钧釉料结构研究

晋佩章整理和试验的炉钧配方的化学组成见

表1。

晋佩章同时根据炉钧老艺人的回忆记述，加以

自己多年的试验，整理出系统的炉钧烧制釉料配

方，见表2。

但是关于炉钧配方的化学组成，苗锡锦、晋佩

章1999年出版的《钧瓷志》与晋佩章2003年出版

的《中国钧瓷艺术》中的表述略有差异。比较两书

列出的配方化学组成可以发现《钧瓷志》中配方

82—6#中含1．07％的氧化锡、配方82—8#含

1．55％的氧化锡；而晋佩章2003年出版的《中国钧

瓷艺术》中则未见82—6}}、82—8#两个配方中的氧

化锡含量。这很可能是晋佩章在1982年的试验中

在两个釉方中加入了氧化锡，而之后去掉了这一成

分。(见表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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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炉钧胎釉原材料化学组成(％)[216n

原料 烧失量 Si 02 A120 3 Fe20 3 Ti02 CaO MgO K20 Na20 Cuo P205 Ba O MnO
2

CoO Sn 02 ZnO

鸠山本药l 14 71 85 15 08 0 80 0 21

玻璃 70．46 2 08 0．45

草木灰 39 81 15 11 3．58

草蓝 79 47 5 08 0 30

铜灰 (自制)

汝药0 30 76 54 12．55 0 46 0 19

汝蓝石 9 01 63．85 14 64 4 88

铜矿石 39 05 l 3．20 0 80 1．63

石英0 25 98 68 0 18 0 10

方解石43 1 2 1．22 0 59 0 07

碱石 17 73 43 66 40 45 0 45 0 48

滑石粉0 46 58．73 1．71 0 27

罗工土 7 73 61 50 26 75 1 20

火石坡土8 64 60 38 28 62 1 80

南坡硬土8．93 58 43 28 54 1 46

Sn O 2

ZI'10

(-r：业纯)

(r业纯) 16

l 55 0 99

7 59 3 54

23 54 4 09

2 54 l 19

2．40

1．1 7

5 77

0 31

6．78

3 82

1．47

3．61

98．00

0 76

0 04 0 20

2 30 4．32

O．01 0．05

骨灰0 44 0 19 53 10 0 13 1 21 44．18

4．28

99．80

99 00

Si02 A1203 Fe203 Ti02 CaO MgO K20 Na20 Cuo Sn02 P205 MnO 2 CoO BaO ZnO

苗锡锦曾在《钧瓷志))2000年6月第二版后附

缀《(钧瓷志)编纂出版始末》一文，提到《钧瓷志》

中涉及炉钧烧造工艺的“钧瓷工艺”部分由时任清

华大学化学系杨根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任向东起

草。一946据笔者调查，当年任向东曾花费三个月左

右的时间到神重钧瓷界向当地钧瓷艺人研学钧瓷

工艺，其中炉钧工艺资料部分主要源自晋佩章的整

理和试验。④

1980年代以降，晋佩章醉心于钧瓷尤其是炉

钧的试验性烧造，不断调整炉钧配方试烧，其中对

82—6#、82—8}≠两个配方中原有的氧化锡去掉试

验，釉色效果有所区别。但这两个釉方无论是否去

掉氧化锡，都为后来的钧瓷艺人和窑厂所援用，只

是釉色效果上有所差别。由此可见，氧化锡含量的

存在与否并非炉钧釉方的关键所在。

①在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郑州年会上，晋佩章曾宣读《妒钧工艺初探》和《钧瓷的还原火与还

原釉》。两文后来一起收入晋佩章编《中国钧瓷艺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5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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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中国钧瓷艺术》中的炉钧釉试验配方化学组成(％)[2166

SiO，

炉钧一1#60 26

炉钧一2#64．05

82—6拌 7l 56

82—7# 70．51

82—8带 64．05

A1203

ll 36

11．55

10．50

9 96

10．34

Fe203 Ti02 CaO MgO K20 Na20 Cuo P205 Mn02 CoO BaO ZnO

1．82 O．08 1l 85 2 63 3 18 5 43 1．03 0．97 l 82 0 10 0．04

1．46 0．09 9．43 2．05 5．93 3，31 0．39 0 33 1 39 0 04

O．37 O 18 9．53 0．54 4 00 1．72 0．52 1．07

0．72 0 l 5 9．07 3 95 4 55 0 63 0．45

0．75 0 35 8．80 2 67 3 53 3 67 0．55 1 55 1．19 O．44 0．02 2．40

(二)炉钧工艺流程

本文炉钧工艺流程，主要依据晋佩章对原始炉

钧配方的整理、试烧及其亲身试验经验总结：①

第一步：炉钧釉方的调试

原始炉钧釉方非常保密，多用水釉原料配兑而

成，后经卢光东贡献给当年的集体性质公办瓷厂。

1950年代神星钧瓷恢复研制初期，基本沿用此配

方烧造炉钧。其配方如下：本药6碗，草木灰4碗，

玻璃1碗，外加铜灰微量，草蓝微量。后经当时陶

瓷匠师及参与的陶瓷科技工作者验证，其配方应

为：本药2斤，草木灰2斤4两，玻璃1斤，铜灰9

钱，草蓝2两(其时，干物质重量仍以16两等于1

斤为计量单位)。但此配方对于大批量生产仍很

不便，后经核实，其原始配方认定为炉钧一1#：本药

36．82％，草木灰41．43％，玻璃粉18．41％，铜灰

1．04％，草蓝2．3％，在大窑内用氧化焰烧成粉蓝；

在炉钧小窑内用焦炭捂火还原小量烧制出釉色天

青、天蓝挂紫红斑的仿官钧小件制品，精美绝伦。

但是，原始炉钧配方中掺加有氧化钴成分，与

古代钧瓷化学组成不符合。新中国神重瓷厂的钧

瓷恢复研制过程中，经国营瓷厂陶瓷工程师任坚调

试后去掉了氧化钴，于是早期配方调整为炉钧

一2#：汝药25两，玻璃9两，草木灰16两，铜灰2

钱。因为以16两为计算单位不方便，后经换算试

验为：汝药49．8％，玻璃17．93％，草木灰31．87％，

铜灰0．4％；此釉方烧成温度1250—1280℃，烧成

釉色为朱砂红。

为了继承晚清民国时期发明的这一炉钧名贵

釉色，晋佩章联合神重当地钧瓷艺人，对照新时期

钧窑研究分析成果，结合钧瓷原产地禹州神重及方

圆地带的原材料，进一步进行了多次调试，引入了

石英、碱石、铜矿石、汝蓝石、方解石等原料组合，经

多次试烧，基本接近“官钧”釉色艺术效果，釉面呈

现雨过天晴泛红霞的艺术效果。

第二步：胎釉料的加工和调制

首先是釉料加工，按照釉方比例准确称量原料

配比后，装入球磨中粉碎40—48小时，筛余0．3％

备用。

其次是胎料加工，主要是神重本地的火石坡土

45％，南坡匣泥15％，罗王土40％，或以火石坡土

100％。注浆产品水含量28—30％，解胶剂0．3—

0．5％；印坯和拉坯泥料含水量为20％左右；机轮

泥料含水量为18％。经陈腐捏练成型，胎坯经过

素烧，素烧温度为1000—1100℃，经检验挑选完整

无缺者备用。

第三步：施釉方法

按照晋佩章的记述，炉钧胎体在1000。C左右

温度中素烧，素烧后的素胎先用水浸，然后用浸釉

法，先荡蓝里釉，再浸外釉。釉浆浓度为60 oB6，然

后再以稀釉浓度55。B6浸第二次，以防止干裂脱

釉，经烘干后再用毛笔涂釉3—4次，使釉层上厚下

薄，釉层厚度一般在1．5—2 mm；再次烘干后以备

入窑烧制。

第四步：烧成工艺

炉钧窑炉是一种烘炉式的升焰式或升烟式直

烟窑结构，窑膛直径约为400 mm，深约500 mm，窑

膛上是一个活动窑顶。所使用的燃料是一种神蜃

本地叫“兰炭”的焦炭(即大窑煤没有烧透的炭

渣——焦炭，景德镇瓷区称之为“二煤”)，燃烧火

力强，一氧化碳浓度大，且系一次性添加燃料直到

烧成，故火力足、气氛纯、耐力久。还原气氛用加盖

捂火短期还原的办法较为有效。这一烧成方式，操

作简单，方便易行，窑炉结构相对比较简单。整个

烧成周期约2—4小时，可连续操作。

上釉后的钧瓷器物底部要垫支泥饼，然后装人

匣钵内。窑底要铺垫柴草，柴草上覆盖兰炭(焦

炭)150—200 mm厚，炭上衬垫支架，以防匣钵底塌

陷坠落。然后将匣钵放置中心后加盖，防止灰渣进

入匣钵内，影响器物表面釉面呈色。匣钵放置安稳

后，将兰炭围绕匣钵围满，与匣钵口平。在灰坑内

点火，用鼓风机鼓风(晚清民国时期都是使用中原

地区特有的风箱助风)。兰炭点燃后，去掉匣钵

盖，吹掉器物上的灰尘。直到浓烟消失，兰炭燃烧

起来，窑口青烟外飞已至窑口且匣钵已发暗赤，再

次吹去器物上的灰尘，将匣钵盖盖上(匣钵盖中间

要留一圆孔，以便观察火色)，持续到匣钵烧红，煤

烟消失，小火约1小时左右，坯体湿气基本完全释

放。此时烧火温度要达到830—850 oC，最低也要

达到750℃，匣钵已经变成紫色时，要加盖上活动

窑顶。等匣钵全红时，要把窑顶周围用泥沙封上，

用中火强行通风烧成约1一1．5小时，火色出现橘

①参见晋佩章：《妒钧工艺初探》，载晋佩章编著《中国钧瓷艺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版，第6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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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和光亮橙色时，温度已达到900—950 cC。此时

将窑顶喷火口用匣钵片盖上进行捂火还原，加大风

力烧约20—30分钟。喷火口出现水银珠回流和绿

色火焰时，即显示窑内器物已经还原呈色，移开喷

火口盖片，半启半闭，转人中性焰，直至烧成保温

15—20分钟，停火，移开窑顶。等到上部焦炭微微

发黑时，取出匣钵在空气中自然冷却。为了防止冷

空气侵袭炸裂匣钵，可把匣钵放人事先挖好的地窖

中自然冷却，整个烧成时间视升温速度而定，整个

烧成过程3—4小时即可完成。由于炉钧窑炉是封

闭性的，烧成过程中主要靠烧造者肉眼看火升温，

也可结合光学高温计和釉锥对照进行。这是一种

快速烧成钧瓷的方式，实际烧成曲线也常常因人而

异，依靠烧窑人的经验而定。

在晋佩章看来，钧瓷烧成对窑内气氛极为敏

感，季节、天气、温度、大气湿度对烧成都有影响，烧

成控制较难。关于炉钧烧成温度和火色，晋佩章根

据老窖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自己的试验，认为“冬

看白来夏看黄，春秋两季火发浑”，依然是一种无

法上升为“科学”的烧成经验之谈，但却相对更为

实用。

炉钧窑炉烧成时间、温度的确定，主要是用肉

眼看火的颜色。1999年出版的《钧瓷志》曾列出炉

钧烧制过程中火的颜色与温度的对照表(表5)。

表5 火的颜色与温度的对照表㈨⋯5

火焰颜色 温度(℃)

初期红色

暗红色

淡红色

鲜亮淡红色

橙黄

鲜亮橙黄色

鲜亮白色

500

700

900

1000

1100

1200

l 300

后来，晋佩章则根据钧瓷老艺人的烧制经验，

加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炉钧烧制过程中火的

颜色与温度的对照表(表6)，与前稿相比显然做了

更进一步的细化处理。

表6 火色定温观察对照表‘2162

在晋佩章看来，炉钧小窑炉是升烟式直焰窑，

烧成过程中窑炉上下温差50℃左右，因烧成燃料

是兰炭，鼓风催火火力足，气氛纯，耐力久，一次加

炭，炭尽窑成，捂火还原易于控制，窑炉内气氛氧

化、还原交替进行，烧成工艺与古代窑炉接近且易

于保温，使釉料中的物质元素的化学反应充分，晶

体发育充分，烧成器物釉色丰富多彩，红紫相间，青

绿交错，釉色变化很大。尽管炉钧烧成时间相对比

较短，但是由于窑炉容积限制，炉钧小窑炉烧制一

般只能烧1—2件器物；窑炉太大则难以控制，不易

呈色。而且烧制过程中，由于升温较快，时间短，器

物很容易炸裂，成品率和精品率都不太高。

由于晋佩章等民问钧瓷学者的记述总结及身

体力行的试验性烧造，2005年以后，由晚清民国神

重陶瓷艺人开创的炉钧胎釉配方及烧成工艺传布

于神重一些专业性的钧瓷窑口，以李和振、张自军、

王金合、王振营、张大强等为代表。在这些炉钧窑

口和艺人中，以窑炉结构分，一类为倒焰大窑，以王

金合及其“天合坊”为代表，一般以5—6立方米为

多，以煤烧为主；一类是传统麻斗窑，以李和振为代

表，窑炉结构型式以传统卢家开创的麻斗窑或鸡窝

窑为尊，遵守“一窑一器”，但燃料因本地传统兰炭

(即煤炭未完全燃烧所形成的炭块)短缺而代之以

工业焦炭，由于焦炭热量高，升温快，成品不及传统

炉钧温润。若以燃料和窑炉综合区分，则一类是液

化气或天然气窑炉烧制，成品光芒过于外露刺目，

成品率大大提高；一类以传统煤烧和炭烧为主，成

品率依然不高，而且由于胎釉料结构的调整，素烧

以气烧为主，釉烧后的釉色特征也与传统炉钧大有

差异。

三、神厘炉钧与传统钧瓷、现代钧瓷的异同

历史上，钧瓷釉色主要分为两大类系：一是铁

系青蓝釉，分别有月白、天青、天蓝等釉色；二是铜

系红釉，色彩类型非常丰富。显然，按照晋佩章等

后来研究者整理试验的炉钧配方，炉钧基本也继承

了传统钧瓷的这两大路线。

按照地方志记述，晚清民国炉钧以柴草和兰炭

为燃料，以小型窑炉和手拉风箱烧制出仿宋钧瓷。

早期炉钧以氧化钴(CoO)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

制出孑L雀绿和碧蓝相间的仿古钧器；后来又用铬锡

红色料创烧出抹红、飞红加彩等新工艺；最后才在

釉料中加入铜成分，用还原火烧制出仿宋钧

器。‘5_”2。”4 1955年恢复研制钧瓷时期，炉钧工艺

是恢复研制钧瓷的工艺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

代钧瓷的“繁花似锦”。当代钧瓷工艺与炉钧工艺

的关联不言而喻。

在晋佩章等试验的几种炉钧釉方中，炉钧

一1≠}、炉钧一2样釉方中分别含0．10％、0．04％的氧

化钴，分别含氧化铜1．03％、0．39％；82—6#、82—

7#两个釉方不含氧化钴，分别含氧化铜0．39％、

0．52％；82—8#釉方则既包含0．44％的氧化钴，又

包含0．55％的氧化铜。在陶瓷呈色中，氧化钴呈

青蓝色；氧化铜在还原火中一般呈红色系。可见，

晚清民国以来的炉钧期待沿袭传统钧瓷的青蓝系

和铜红釉系，只是其青蓝系为钴呈色而非传统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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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呈色。正统的现代钧瓷青蓝系已经回归铁成

色。铜系红釉中，现代钧瓷釉方对炉钧铜成分含量

基本一脉相承，差别在0．01—0．12％之间浮动。(见

表7)

表7 实验釉的化学组成(Ni％)㈨

但与传统古典钧瓷相比，炉钧铜系红釉釉方中

的铜成分含量有所提升。刘凯民测试化验的部分

官钧红釉中，氧化铜(CuO)含量分别为胭脂红

0．30％、茄皮紫0．45％；玫瑰紫0．40％或0．11％、

海棠红0．19％，皆低于炉钧和当代钧瓷。而且，与

官钧紫红釉在蓝钧釉加入少量铜和锡的化合物配

成不同，部分炉钧以及现代钧瓷中氧化锡的含量渐

渐消失。①

另外，宋金元时期，钧瓷铜红釉开始逐渐广泛

烧造，这是以里蓝外红为标志的“官钧”诞生的主

要工艺基础。但是从神重炉钧的烧造实际来看，神

重炉钧是一种一元釉，而“官钧”是底釉为铁系蓝

釉、面釉为铜系红釉的二元釉，在呈色机理上就存

在巨大差异，由此也连带引致烧成制度和釉色表现

的差异。炉钧工艺和釉色表现与“官钧”相比似乎

是一种钧瓷技艺的断裂或创新，但从神重炉钧仿制

烧造为钧瓷史开出一个重要分支而且直接引致

1955年后神重原产地当代钧瓷的恢复研制和复兴

而言，却是钧瓷技艺甚或钧瓷文明连续性生成的根

本逻辑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自清雍正、乾隆时期新创的景

德镇炉钧，从釉料结构、烧成制度等各个方面，与神

厘镇“炉钧”有很大不同；而且本质上也与传统钧

瓷大相径庭，它是南方钧窑系仿钧过程盛开的一朵

崭新奇葩，留待另文专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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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Jun history，Shenhou’s furnace Jun is quite particu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Jun porcelain．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technology features of“offi—

cial Jun”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but also deeply and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techniqu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Jun porcelain．The Lu family in Shenhou created Shenhou’S furnace Jun whose techniqu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Jingdezhen and traditional Jun porcelain．The technology and the glaze color seem as

the breakdown of Jun technology，but in fact，it is the logic base for the continuity of Jun techniques or Jun civi—

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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