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12（#4567/8&.39:）

!!!!!

!""前 言

闻名于世的铜红釉是我国宋代发明的，距今已有 !#$$
多年的历史，它是艺术釉中的珍品，一直为历代和国外陶

瓷界所重视，对它的研究和改进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铜红

釉有多种品种，宋代河南钧窑的钧红和钧紫，明代宣德年

间的霁红，清代康熙年间的郎窑红、桃花片，还有雍正年间

仿钧釉中的窑变花釉都是传世珍品。铜红釉之所以名贵，

不仅因为其呈色绚丽，还因其生产工艺难度大，成品合格

率低。因此探讨其呈色机理及生产工艺对呈色的影响就显

得格外重要。

铜红釉的生产在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些

诀窍，如何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总结他们的经验和诀窍，

采用标准化的原料及采用现代化的窑炉技术，生产各种绚

丽多姿的铜红釉制品，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课题。本文将

在这方面作一些介绍。

%&&铜红釉的呈色机理

关于铜红釉的呈色机理有一个认识过程，也还存在着

一些分歧。最初有人认为铜红釉与铜红玻璃一样是铜金属

胶粒分散在玻璃中，由于它对白光产生散射，吸收蓝紫波

长部分后反射出红色光来。但后来发现铜红玻璃的吸收光

谱和金属铜胶体溶液的吸收光谱差别较大，而与 ’(%) 胶体

溶液的吸收光谱相近，随后也发现铜红玻璃中确实存在

’(%) 胶粒，因此长期以来铜红釉和铜红玻璃存在着金属铜

的胶体呈色和 ’(%) 胶体呈色的二派观点。这二派都能在釉

层中找到相应的铜胶体微粒和 ’(%) 胶体微粒，但它们在釉

层厚度中的分布有所不同。随着现代测试技术水平的提

高，对铜红釉的分析手段更加齐全。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

学者石田信伍采用 *+,（光电子能谱）等现代测试技术研究

和分析了铜红釉中铜的存在形态、价态和配位数，从定性

和定量二个角度得出铜红釉的呈色主要归因于细微 ’(%)
胶粒粒子，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至此 ’(%) 胶体

着色的观点成为主流。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深入研

究河南禹县钧红釉时，发现铜红釉是液 - 液分相釉，铜成

份分布在某一分相中。

.&&铜红釉配方及生产工艺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传统的艺术釉，铜红釉的配方因

年代和地区的不同有很多种类。在传统配方和地区性配方

中多采用一些非标准化的当地传统原料，如景德镇地区的

釉果、釉灰、窑渣、玻璃料等；河南钧釉中常采用当地的汝

岳土、自制熔块等。至于铜红釉中的铜，在传统配方中多采

用铜花、铜矿石等。铜红釉的生产工艺，特别是其中的烧成

工艺，其重要性和作用远大于配方/一种优良的铜红釉配

方若没有相应的工艺作为保证是生产不出来的，就是生产

出来，质量也没有保证。铜红釉的烧成工艺包对括窑型选

择、装窑、窑位、烧成制度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不能有丝毫

马虎。如景德镇地区烧铜红釉多采用倒焰窑间歇烧成，现

在多采用油作为燃料0窑位取上、中部，有钵烧成。国外铜

红釉的配方多采用标准化原料，如表 !!1 列出了 1 种不同

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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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铜红釉的化学组成，组成与釉呈色的关系；讨论了铜红釉难以烧成的根本原因，分析了生产工

艺对铜红釉呈色的影响；介绍了几种现代铜红釉的典型配方及生产工艺要点；对铜红釉的呈色机理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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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配比（&’(）

钾长石 )*+!$
石英 !,+,$
白垩-./.012 3333333333333333333%+%!
硬硼钙石（!./0·14!01·*5!0） )+67
高岭土 1+!%
白云石（./.01·89.01） 1+11
碳酸钡 )+*$
氧化锌（:;0） 7+$*
碳酸铜 7+11
红色氧化铁-!<=>!012 333333333337+#,
氧化锡（?;0!） #+%1

表 $33铜红釉配方之六

表 #33铜红釉配方之一

原料名称 配比（&’(）

钾长石 #,+#$
霞石正长岩 #,+#$
石英 1)+1!
纯碱（@/!.01） #!+66
白垩-./.012333333333333333333333#*+)*
氧化锡（?;0!2333333333333333333337+6$
碳酸铜 7+)*

表 !333铜红釉配方之二

原料名称 配比（&’(）

钾长石 *#+67
石英 !*+**
白垩-./.012 33333333333333333333336+,*
硬硼钙石（!./0·14!01·*5!0） 333333$+*7
白云石（./.01·89.01） !+17
氧化锌（:;0） !+!7
氧化锡（?;0!） #+77
碳酸铜 #+77
红色氧化铁-!<=>!012 333333333333337+%7

原料名称 配比（&’(）

钾长石 !1+!*
霞石正长岩 !1+!*
石英 !1+!*
硬硼钙石（!./0·14!01·*5!0） #$+!6
碳酸钡 %+17
白垩-./.012 3333333333333333333!+11
碳酸铜 7+%1
氧化锡（?;0!） 7+%1
红色氧化铁-!<=>!012 333333333337+)6

表 133铜红釉配方之三

原料名称 配比（&’(）

钾长石 #*+!)
霞石正长岩 !7+77
石英 1*+!)
白垩-./.012 3333333333333333333#*+)7
硬硼钙石（!./0·14!01·*5!0） #7+*,
氧化锡（?;0!） #+$6
高岭土 #+)*
碳酸铜 7+)!

表 )33333铜红釉配方之四

原料名称 配比（&’(）

霞石正长岩 #$+#)
钾长石 #*+77
石英 !%+1$
硬硼钙石（!./0·14!01·*5!0） #)+$7
氧化锌 6+!,
碳酸钡 $+,7
滑石 $+)1
碳酸铜 !+77
红色氧化铁-!<=>!012 3333333333333#+*7

表 *33铜红釉配方之五

关于配方组成有以下几点说明。

（#）着色剂铜的引入方式：铜红釉中的铜可以用铜花

（屑）（黑色 .A03与金属铜的混合物）、铜灰（熔铜时铜液表

面的一层渣滓，其中含 .A03*)(）、.A0-黑色化工原料2与

.A!0-红色化工原料2、.A.01 等。

（!）气氛助剂 ?;0! 和 =>!01：为了保证最后呈色剂的 .A!0

以胶体的形式存在，除采用还原焰烧成外，在配方中还引入

二 次 还 原 剂 ， 常 用 的 有 ?;0!、=>!01、?B. 等C 因 为 ?;0! 和

=>!01 还原后极容易再氧化。

?;0!3除了起还原剂的作用外，还起保护胶体的作用。

?;0! 的微粒包裹了 .A!0 微粒C防止它团聚，使 .A!0 以胶粒

形式存在。

（1）呈色助剂 4!01、:;0 和 4/0 以其他形式引入，如硬

硼钙石（!./0·14!01·*5!0）、硼镁石（!890·4!01·5!03）、钠硼解

石（@/!0·!./0·*4!0·#$5!0），硼酸锌（!:;0·14!01·1+*5!0 化工

原料）、碳酸钡（4/.01 化工原料）等。

呈色助剂与呈色的关系较复杂，一般的规律是：

/+:;0 含量多时呈现淡红色。

D+4/0 含量多时呈现浓厚的血红色。

E+4!01 适量加入易于和铜形成红色玻璃状物质。

F+铜红釉的基釉是高碱釉，对釉性能要求是高温粘度

小，使 .A!0 容易析出。这种釉的配方范围宽，具体成份随烧

成温度而变，铜红釉的烧成温度可从 GG""!到 G1""!。

>+铜通常在 6""!以上就挥发，为了抑制这种情况，通

常在素坯上施 !"1 层釉，紧靠素坯的那层底釉是选择含铜

的比较难熔的釉。而面釉则选择其中含有锡、铁或 ?B. 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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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助剂的易熔釉（加入熔块），然后加热至 V WJJ!以上；

这时底层中的铜便开始挥发并渗透至上层同时被还原，表

层中的铜受到窑内气氛、X$Y、G1Y 再氧化所带来的还原气

氛等综合影响，呈现红、蓝、紫、绿等多种颜色或单一的浓淡

相间的颜色。

Z77铜红釉的关键生产工艺

对于铜红釉来说，要得到理想的呈色效果，生产工艺甚

至比配方还重要。一个优良的铜红釉配方，若没有相应的工

艺作为保证，根本生产不出来，即使生产出来也难保证质

量。铜红釉生产工艺中最关键的是施釉工艺和烧成工艺。铜

红釉通常分几次施釉，其组成也有所不同，釉层较厚，通常

为 V"W==。

烧成工艺中，氧化还原要交替进行，以还原为主；升温

和降温要快；宜使用已烧过的素坯或瓷胎施釉，他们是铜红

釉烧成的三个关键问题。其烧成工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WJ"V JJJ!）称氧化期，与一般釉料的烧成相同，

此 时 将 所 有 的 铜 化 合 物 氧 化 成 [/Y； 第 二 阶 段 （V JJJ"
VWJJ!）为强还原期，该时期要特别注意选择气氛转换的温

度，在此阶段铜红釉玻化，[/Y 被还原成 [/WY，G1YW 与 X(WYI

等也被还原成 G1Y 和 X(Y，接着 [/WY 溶于玻璃熔体中，[/\

成为玻璃网络离子（八面体，配位数为 ]），即!G5^Y^[/\（无

色）。随着温度的提高，釉的粘度降低，产生如下反应析出

[/WY 胶 体 ：_!G5^Y^[/\‘\ a!G5^Y^[/\‘"!G5^Y^G5!
\[/WY，这种胶态 [/WY 不同于强还原期初生成的 [/WY 粒子，

第三阶段（V WJJ"V IJJ!）为弱还原和高温保温，又称为热

处理阶段，也是显色阶段。在该阶段釉充分熔融，釉中气泡

减少，[/WY 胶粒聚集成所需尺寸的胶粒。由于他们对光的选

择性吸收呈红色，胶粒大小控制了铜红釉的颜色。该阶段的

弱还原中，G1Y 和 X(Y 的再氧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它防止了

[/WY 的再氧化。最后阶段为冷却阶段，快速冷却有利于保持

釉的红色。

现代烧成铜红釉多采用便于控制气氛的梭式窑，并采

用了气氛控制系统，有的还在窑内壁涂上薄薄的一层碳酸

铜，以产生铜蒸汽，使其沉积在熔融釉的表面，补充挥发了

的铜。

b P结 束 语

铜红釉是一种古老的艺术釉，是我国陶艺宝库中的瑰

宝。由于它呈色的绚丽多姿，也由于其制备工艺的特殊性和

难度，从古至今，国内外对它的研究、创新和探索没有停止

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铜红釉的生产、创新和研究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关铜红釉呈色机理和生产奥秘等疑点，

也逐步得到了澄清和科学的解释，铜红釉必将得到更好的

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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