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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钧瓷是宋代“五大名瓷"之一，为了研究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背景等，

许多考古工作者对钧瓷进行了多年的考古研究，但钧瓷系窑口众多，发掘出

来保存较为完整的钧瓷窑口很少。刘家门窑钧瓷是发掘地层较为分明、历史

跨度比较长的窑口，自2001年发掘以来未曾有人对其进行过深入分析研究。

本论文选用了2004年发掘的禹州钧台窑钧官瓷和刘家门窑五期样品作为研

究对象，用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技术测定了其化学组成含量，

通过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考察刘家门窑各期的相互关系及它们与钧官瓷的关

系；用x射线衍射(XRD)进行物相分析，判断各个典型样品成形后胎体所含

物质；根据样品胎体物理性能测试，观测各期样品的胎体致密度；最后通过

扫描电镜观察钧官瓷和刘家门窑典型时期样品的胎、釉及二者交汇的中间层

微观结构，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以上工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第一，通过以上实验分析，从宏观到微观深入观察刘家门窑各期钧瓷之

间的关系，探究刘家门窑各期的烧制工艺。

第二，通过和钧官瓷的对比分析，试图发现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官瓷之间

的相似程度，探索钧官瓷烧制年代之谜。

实验分析结果表明：

1)刘家门窑各期之间相互关系紧密，很难完全区分开来。依此推测，

刘家门窑各期从原料来源和烧制工艺上一脉相承。

2)刘家门窑三期前钧瓷从化学组成的因子分析、判别分析和物理性能

的吸水率及空隙率同钧官瓷相比较i该期与钧官瓷更为接近。因此，

推测钧官瓷和刘家门窑三期前甚为相似。

关键词：钧官瓷刘家门窑钧瓷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X射线衍射扫描

电镜



Abstract

Abstract

Jun porcelain as one of“famous kilns of Song”，their artistic value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s very worthy of study．So many

archaeologists 011 Jun porcelain for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but Jun

porcelain is an enormous ceramic series，We had not found a more complete

preservation Jun Porcelain Kilns up to now．Liu Jun porcelain kiln is the only one

which have a clearly defined era and very broad span of history kill．Since 2004 it

has not been conducted in-depth analysis．This paper,We choose the official Jun

porcelain from Juntai kill and the five stages Liu Jiamen Jun porcelain from Liu

Jiamen kiln to study．Using proton induced X-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PIXE)

method measured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five period

Liu Jiamen kill and compar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Jun official kill by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Using X-ray diffraction(XRD)phase analysi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typical sample contain substances；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 test，observing the density of the

sample body； FinMlM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similarities about the glaze，the middle layer and the bedy

between the typical samples from Liu Jiamen kiln and the samples from Jun

official kiln．The goals of this work as"

First，by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we observed the relationship of Liu Jiamen

kiln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from macro to micro．

Secondly,We compare the porcelain of Jun official kiln and Liu Jiamen kiln，

trying to find the similarity from Liu Jiamen kiln and Jun official kiln．

The results of these experimental shows：

1 1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Liu Jiamen kiln can not be divided and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It means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raw materials source and the

similar processes
craft．

2、I The third stage of Liu Jiamen kill have much more similarity with Jun

official kiln，by which it Can be proved from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II



Abstract

the water absorption rate of physical properties．So we in向that the Jun

official kilIl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Yuan dynasty．

Key word：The Jun porcelain of Jun Official kilIl，The Jun porcelain of Liu

Jiamen kiln，Proton induced X-Ray emission，X—Ray diffraction，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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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引言

陶瓷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上万年的

发展历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这漫长的、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古陶瓷蕴

藏的十分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内涵，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背景，艺术

成就，烧造工艺及科技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总之，中国古陶瓷不但对全

世界艺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踪迹。

河南禹州的钧瓷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瓷具有独特的铜红釉色，

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这一创造性的烧造方法为整个陶瓷史添加了

绚丽的一笔。禹州市城里钧台窑曾一度为宫廷垄断，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后

经考古界证实为钧官窑。钧瓷采用二次施釉技术一样，并有彩色的乳光效果

和蚯蚓走泥纹。 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火焰青、天青、天蓝、月白为主，

颜色绚丽，富于变幻，古人常用“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一来形容钧窑变幻

莫测的彩釉特征【l】。但是关于钧官窑的烧制年代，历来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有宋烧、金烧、元烧以及明烧说，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下定论之前，现今还

暂时定为北宋末期，兴于金。已故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他的《中国青瓷史略》

中说，“钧瓷之继汝而起是在金人统治的时代，那时是钧器的黄金时代’’f2】。

1．1钧瓷简介

钧瓷在中国各大古陶瓷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地位，其独特的以自然

窑变、五彩融化为神；以自然开片，开片之声清脆悦耳为奇；以出现自然纹

路，变化奇特为妙；以呈现自然画面，窑变无双为绝【31。这一艺术魅力使钧

瓷成为整个陶瓷史的伟大文化遗产。而钧官瓷烧造年代又是钧瓷研究中的一

大谜团。

1．1．1 钧瓷的历史发展

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钧窑遗址多达100多处，尤以神厘镇大刘

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由于多年来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宋代钧瓷的材料，所以在2001

年9月至2002年1月对禹州大刘山下的神厦镇刘家门窑址进行考古挖掘。在

禹州市神厘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釉瓷，

1



1引言

被陶瓷学家称为“唐钧"，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宋代钧瓷的先声。“靖康之变"

(1126年)后，宋室南迁，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

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瓷烧造技术传遍全国。元末明

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

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

神厘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

再次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

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41。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钧瓷受到了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钧瓷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近些年来钧瓷更是

在亚洲博鳌论坛、2008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上当作国礼赠送外国友人，至此

钧瓷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1。

1．1．2钧官瓷烧造年代研究现状

根据考古发现证实，钧官瓷的存在已经是毫无置疑，但它的烧造年代，

目前成为考古界一大争论热点。烧造于宋、金、元甚至明朝初期的说法都有
16-7]

0

考古工作者根据史料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瓷，对其产地禹县(今禹

州市)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l'-J内古钧台附近的八卦洞

发现了钧官窑遗址，并发现了它烧制的钧瓷器物，其造型、釉色均与宫内传

世钧瓷相同。该窑址叫“钧台窑"，早期资料上写作“八卦洞窑No 1974年，河

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钧台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者主要依据以往的观

点和文献材料，并根据出土的一件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范，指出钧窑

始烧于宋初，兴盛于北宋末期【8】。由于钧官窑集中了人才，不惜工本，选料

优质，工艺精湛，烧造了很多适合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所以，“钧官窑"瓷

器尽管不是商品生产，数量也不多，但它却代表了钧窑瓷器的最高水平【9】。

20世纪60、70年代，华盛顿州弗利尔美术馆对馆藏钧官瓷进行了热释

光测定，将所有钧官瓷的时代都从宋代改为元代，同时哈佛大学也将馆藏的

钧官瓷烧制年代定为元代。但是由于国外的样品缺乏，无法进一步证实，所

以他们的结论一直没有得到国际公认。2006年深圳博物馆接受了一批钧官瓷

样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进行了深入研

究，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以及对相关绘画

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提出“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
2



1引言

代永乐、宣德年间。在2007年的禹州钧瓷讨论会上，许多专家学者根据1974

和2004年出土的样品研究，坚持认为钧官瓷的烧制年代为北宋末期。各种说

法各有千秋并各持己见，至今还没有确切定论。目前迫切需要对钧官瓷、已

知制作时期的刘家门窑钧瓷进行相应的对比分析研究，以确定钧官瓷的烧制

年代。

1．2刘家门窑考古断代情况简述

刘家门窑遗址是钧瓷民窑地层结构遗存较为完整的钧窑址，这对于研究

钧瓷具有非常珍贵的参考价值。

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组队，对禹州大刘山下的神厘镇刘家门窑址进行考古挖掘。考古工

作人员根据地层的土质特点、出土器物种类的相关考证【101(因为从考古角度

讲，惭代的要领是把握陶瓷的造型、胎质、釉色和纹饰的时代特征，每个时

代的历史环境不同，其造型和纹饰的时代特征也不相同。如陶瓷枕出现于隋

代、唐、宋、元时期大发展，但每个时代的造型都不一样。)，按地层断代

等，将刘家门窑址分为三期5个阶段【ll】：

1．2．1刘家门窑一期前阶段

这一层也是该次考古工作中最早纪年地层，时间归到大约为北宋徽宗时

期(1 100-1125年)。从以往的钧官瓷与汝瓷的数据分析可知f12】，相对于汝瓷，

钧官瓷的各种分类更集中，这说明钧官瓷在一开始就有相当高的水平，钧官

瓷的许多比较成熟的工艺技术是学习于汝瓷，而且陈万里先生也曾提出过“钧

瓷继汝瓷而起”的观点【l 31，而目前我们已经通过考古证实了汝瓷烧造年代为

北宋神宗年间到北宋术期【141，由此可以推断钧官瓷正式烧制年代不会早于这

个上限。

1．2．2刘家门窑一期后阶段

该层的发掘断代时问为金代前期，即金太宗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到

金海陵王(公元1160年)。这一层出土多数为青瓷，和钧官瓷样品种类相差

甚远，所以在本论文中不再选样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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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刘家门窑二期阶段

这一层时间定为金代后期，．即金世宗大定元年(公元1161)至金末哀宗

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该层出土钧瓷不多，但和一期有明显区别，即该

层出土了大量的素胎，占出土器物总数79．5％t15】，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钧

瓷产品丰富，质量精美，天青釉的釉色明丽光亮。而且其断代时间参考较为

详实。

1．2．4刘家门窑三期前阶段

这一层时间定为元中前期，即蒙古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到元成宗大

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该层器物没有纪年实物，但是可以根据器物的釉

色、造型与其它出土文物类比。如：其中一件钧釉碗与石家庄后太保村元开

国丞相史天泽家族墓中的钧釉器形相似，而该钧釉器物大体为元中前期【旧。

1．2．5刘家门窑三期后阶段

本层是纪年最晚的一层，出土器物底部有八思巴文字(元代蒙古文字)，

根据出土器物与其它元代墓葬物造型及工艺上推断，该层年代为元代武宗至

大元年(公元1308年)至元末。这一层胎釉比较粗糙，质量总体下降，这可

以推断其原因是元中后期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窑工，匠人们流动性大，

导致瓷器的烧制工艺水平下降。

总之，从以上分段结果来看，刘家门窑在一期前(北宋末期)和三期前

(蒙古太宗时期)有两次大的巅峰，其中刘家门一期前最为突出。这主要是

瓷器在当时受到了上流社会非常大的关注。宋徽宗本人喜好古玩，再加上北

宋文人对陶瓷文化的欣赏，这就促使钧瓷烧制初期就借鉴了汝瓷的工艺，从

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角度出发，所以刘家门窑一期前出土的钧瓷其艺术特色、

工艺精致程度都是相对其它高出一个档次。“靖康之变”后，钧窑遭到了极大

的破坏，南宋建立之后，与金军在中原地区长期进行拉锯战争，导致钧窑的

工匠流离失所，许多技艺失传，而且其烧制成品已经从初始的上层高档品转

为了平民用品生产。金世宗继位后，与南宋签订协议，双方军事行动相对减

少，金世宗也注重生产发展，所以这一时期是刘家门窑逐渐恢复发展时期，

从出土的钧瓷可见其产品品种多样化，部分瓷器比较精美。到了元代初期，

由于瓷器从之前的上层社会收藏逐渐向民用转变，使得刘家门窑钧瓷再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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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到了元代末年，受到战争的迫害，大批窑工流离失所，

刘家门钧窑再次走向低谷，所出瓷器也是胎体粗糙，釉泽灰暗。

1．3核分析技术在古陶瓷研究中的应用

核分析技术主要特点是灵敏度高、准确度好、分辨率高、破坏性低、具

备多元素分析能力等，可用于文物化学组成分析、年代测定、制作工艺水平

分析等。国内已用于古陶瓷元素成分分析检测的科学手段主要有：湿化学法、

中子活化分析(NAA)、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n刀、同步辐射X荧光分析

(SRXRF)u踟、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EDXRF)及质子激发X荧光光谱分析(PIXE)

等等。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和范围，特点不同。在做分析时，根据不同

的要求选择不同的核分析技术进行试验。湿化学法只能得到样品的主量元素

含量，得不到微量元素含量，且对样品来说要求取样；XRF可以在不消耗样

品的情况下完成分析测试，但在某些元素的测量精度上不如PIXE；PIXE的

测量精度高，对样品无破坏性，适合于无损分析；EDⅪi卜能量色散X射线
荧光分析法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成本低、无损、动态范围宽、快速，适

用于各种形态的样品，可进行从钠到铀多种元素同时分析。中子活化分析技

术对样品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测量的元素多，更适合于做产地分析，从诞生

之初就开始应用于考古研究中，主要被用于判断陶瓷或者其它质料的古代器

物的原产地，从而为研究古代尤其是史前和早期文明提供科学依据。

本论文采用质子激发X荧光光谱分析(PIXE)对2004年发掘的钧台窑钧官

瓷胎釉样品和刘家门窑胎釉样品进行测量，对其中的主量化学组成进行分析，

以研究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官瓷之间的关系，进而推测钧官瓷烧制年代。

1．4研究意义

钧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瓷系，刘家门窑钧瓷是其中一个分支。从目前的

考古发掘来看，其遗迹保存较为完整、断代十分明确，且历史跨度比较长的

钧瓷窑口，只有刘家门窑址。因此，刘家门窑钧瓷的深入分析为研究钧瓷可

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非常有必要对刘家门窑钧瓷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找出它们几百年问的兴衰变化、烧制工艺、相互关系及其特点等。

钧官瓷的烧制年代历来都是考古学界争论焦点，为了确定钧官瓷的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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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许多中外学者和考古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多方研究，并给出了多种不同的结论，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可以使人信

服的科学定论。所以本论文有必要借助断代明确的刘家门窑钧瓷，从侧面进

一步探讨钧官瓷的烧制年代。该工作展开的科学基础在于：刘家门窑属钧瓷

瓷系，它与古钧台窑在地里位置上距离接近，所以同一时期的地层结构上有

非常大的相似性。

为了进一步证实原料来源推测的科学性，本论文又通过XRD、扫描电镜

和物理性能测试实验等方法，从物相、物理性能及微观结构出发，分析研究

刘家门窑各期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与钧官瓷之间的关系，探究刘家门窑钧瓷的

发展情况，探讨钧官瓷的烧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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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 I XE数据分析

2．1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

考古样品中的元素，根据其含量通常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常量(主量)元

素、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常量元素一般是指样品中含量大于或等于2％的

元素，而且这些元素的比例是可以受人为控制的。微量元素是指含量介于

0．1~2％之间的元素。痕量元素是指含量低于0．1％的元素，因此通常用ppm

单位来表示测定的含量。利用外界辐射激发待分析样品中的原子，使原子发

出标识X射线(荧光)，通过测量这些标识X射线的能量和强度来确定物质

中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根据激发源的不同，可分成带电粒子激发X荧光

分析，电磁辐射激发X荧光分析和电子激发X荧光分析。质子激发x荧光

分析(proton induced X-Ray emission简称PIXE)，简称PIXE，它属于

带电粒子激发X荧光分析的应用，这里的带电粒子还可以是Q粒子或重离

子，目前使用最多的是质子【19】。

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是一种高灵敏度、非破坏性、多元素同时

测定的分析方法。它对周期表中的大多数元素(原子序数大于11的元素)是

很灵敏的，一般相对灵敏度优于ppm量级，可检测的下限在l o．169，还可以

把质子束透过薄膜引出真空室，在大气或氦气环境下对样品进行分析，这对

珍贵、大型的古物，都特别便利有效，而且它测量一个样品仅需要几十秒到

几分钟的时间。随着该技术的不断重视，如今，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技

术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多元素分析技术，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如生物、医学、

材料科学、矿物地质学、冶金学、环境科学和考古学等各个方面。

2．1．1基本原理

当加速器加速的质子轰击靶样品时，质子有一定几率把靶原子的内层电

子打掉，产生内空穴，使原子电离。当外层电子填充内空穴时，可能发生两

个现象：一是放出特征X射线，一是发射俄歇电子；两者发生的几率之比由

KX光子数
q 2面甄

表示(假定内空穴发生在K层)，国。称为该元素的K壳层的荧光产额。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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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俄歇电子、彩值，都是由元素的性质唯一决定，它们好比是元素的

手印。用质子使样品中的元素产生空穴，并依靠由此发出的X射线的能量和

数量来决定元素的性质和含量，这就称为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201(如图2．1

所示)。

图2．1入射质子束与靶原子相互作用激发特征X射线示意图

2．1．2 P IXE实验

本实验在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9SDH．2串列加速器上，采用外束

PIXE技术，进行试验数据采集。该仪器是由美国NEC公司设计制造。图2．2

是外束PIXE的实验装置示意图。

9SDH．2串列加速器能提供能量为3．0MeV的准直质子束，经过7．5pm的

康普顿膜进入空气，继续穿越10mm的空气层到达待测样品，质子束到达样

品的实际能量为2．8MeV。样品在入射质子束轰击下激发的X射线用ORTEC

Si(Li)探测器测量，测量系统对5．9KeV的X射线的能量分辨率(FWHM)为

165eV，由测得的X射线能谱，采用GUPIX-96程序计算，即可得到样品的

原子序数Z(Z>11)常量化学组成百分比含量。测量样品中的微量元素(Z>23)

时，为了提高X射线的产额，束流强将增加到0．5nA，在Si(Li)探测器前置

一厚度为O．125mm的铝膜，以吸收掉样品中大量的低能x射线，提高探测重

元素的灵敏度。实验采用化学组成已知的GSD标准参考样品，以验证计算程

序中有关参数的正确性。

8



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加速器 -

入射束流

吸收片

准直光栏

Si(Li)探测器

图2．2外束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实验示意图

PIXE分析技术的测量精度与其它元素射线强峰的干扰、探测器、束流状

况、测量方法等因素有关，没有统一的数值。排除特殊因素的作用，PIXE分

析方法的误差一般为3-5％。

2．1．3样品及实验数据

(1)样品选取所选取的钧瓷残片取自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

全部是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提供。其中刘家门窑钧瓷样品33个，钧台窑钧官瓷

样品11个，样品的详细情况见表2．1。

表2．1样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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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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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数据结果PIEX测得的是样品含有化合物的百分比含量，详细数

据请与作者联系。

2．2因子分析与判别分析

多元统计方法作为数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创建于20世纪之初。各种多元

分析方法都涉及大量的计算，因此它们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与计算机的普及

是分不开的。二战后多元统计方法迅速发展，并应用于生命科学、农业科学、

经济学和社会学，当然也还包括科技考古学【2l】。科技考古应用各种科学实验

手段获得古文物的指标数据，针对这些内含一定规律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

本论文主要应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和判别分析来探究钧官瓷和刘家

门窑钧瓷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2．2．1因子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或者其它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往往需要对事物、现象从多

个角度进行观测，也就设计出多个观测变量，从多个变量收集大量数据以便

进行分析，寻找规律。多变量大样本虽然会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信

息，但却增加了数据采集和处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

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增加了问题分析的复杂性。

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

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

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用

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是试图用

最少个数的不可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

来观测的每一分量。

因子分析模型描述如下：

设m个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测试变量z。，z2，⋯⋯，zm含有P个独立的公共

因子Fl，F2，⋯⋯，Fp(m≥p)，测试变量zi含有独特因子Ui(i=l⋯m)，诸Ui间互不

相关，且与Fj(j=I⋯p)也互不相关，每个zi可由P个公共因子和自身对应的

独特因子Ui线性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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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l=anFi 4-a12F2+⋯+口lp‘+clU

lZ2=a12Yl+口22E+⋯+口2，C+c2％

【Z埘=口埘l互+口。2E+⋯+哆叩‘+c辨u．肼

Zl

Z2

z。

f"互Fm
=(口if)。。p{．

I：
I F
t‘P

+

clU

c2％

(2．1-1)

简记为(埘Z×I)=(朋A×p)．(pF×I)+(肌C×肌)(mU×1) (2．1-2)

(对角阵)

且满足：(I)P≤m5

(II)COV(F．tO=O(即F与U是不相关的)；

(IID E(F)=0，cov(F)= I‘．1)p×p=‘，即Fl，．⋯··FP不相关，

且方差皆为l，均值皆为O；

(IⅥE(U)=O，COV(U)=Im，即UI，⋯⋯，Um不相关，且都是标准化

的变量，假定zl'．⋯··,Zm也是标准化的，但并不相互独立。

式中A称为因子负荷矩阵，其元素(即(2．1．1)中各方程的系数)粕表示

第i个变量(zi)在第j个公共因子Fj上的负荷，简称因子负荷，如果把zi看成

P维因子空间的一个向量，则aij表示7-4在坐标轴Fi上的投影。

因子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模型(2．1．1)或(2．1．2)。以F代Z，由于一般有P

<m，从而达到简化变量维数的愿望【221。

2．2．2判别分析

判别分析也是一种对已知实体类型进行总结规律，据此判断新实体所属

类别的多元统计方法。从原理上讲，主要有距离判别方法，贝叶斯判别方法

和Fisher方法三种，每种方法适用性不同，综合本样品特点选择Fisher方法

进行数据分析，其原理如下：

Fisher判别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类间距离最大、类内距离最小的原则确定

12



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线性判别函数，再根据建立的线性判别方程判定待判样品的类别。经判别方

程划分后，同类样品在空间上的分布集中，而不同类之间距离较远，差别明

显。

具体方法如下【23】：

(1)在d维x空间中，定义几个必要的基本参量：

计算各类样品均值向量％，慨是各个类的均值，M是哆类的样品个数。

％=寺∑z i=1，2j

N。X-Emt
J

计算样品类内离散度矩阵墨和总类内离散度矩阵兄。

墨=∑(x一％)(x一慨)r i=l，2

Xe嘶

Sm=Sl+s2

计算样品类间离散度矩阵最。

·咒=(，％一，，吃)(，啊一％)2

(2)将d维特征空间投影到一维空间中：

各类样本均值： 厩=吉∑y=∥商，i=l，2
1’i YGYl

样本类间离散度矩阵： 霹=∑(y一厩)2，i=l，2
YcYl

总类内离散度矩阵： 鼠=j；+§；
(3)求向量矿。

我们希望投影后，在一维Y空间里各类样品尽可能地分开，也就是说我

们希望两类样品均值之差(铂一％)越大越好，同时希望各类样品内部尽量密

集，即希望类内离散度越小越好，因此我们可以定义Fisher准则函数为：

圳=错
将其变换成w的显函数得：

以(∥)=谚w焉7’s万yf

再用Lagrange乘子法计算，使得以(矿)取得最大值的W‘为：

W‘=＆一(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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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选定阈值％=背，对于给定的d维样本，
计算它的投影点Y，就得到决策规则：

Y=(形+)rX>％一X∈wl

否则，X∈w2

2．3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pIXE数据分析

2．2．2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釉因子分析

本节是通过以上PIXE实验测得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官瓷的胎釉化学组成

数据，对这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本论文中应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l5．0(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对所测得的PIXE数据中主量化学组成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将数据

中各种成分的含量作为变量，提取出两个公共因子，所用提取因子方法为主

成分分析法。

取刘家门窑一期前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釉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化

学元素： Na20、MgO、Si02、Ti02、Fe203；最终代表总样品信息率为：

81．613％；KM0校验值为0．520，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提取两个公因子

F1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3所示。

图2．3刘家门窑一期前和04钧官瓷釉因子分析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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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取刘家门窑二期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釉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

化学元素：Na20、Si02、CaO、Ti02、MnO、Fe203、CuO；最终代表总

样品信息率为：78．652％；KM0校验值为0．765，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

求。提取两个公因子Fl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4所示。

震撼

●勰裳f1：崩
★¨盼肯《

图2．4刘家门窑二期前和04钧官瓷釉因子分析散点图

取刘家门窑三期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釉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

化学元素： Si02、K20、CaO、MnO、Fe203、NiO；最终代表总样品信

息率为：77．248％；KM0校验值为0．707，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

麓帮

●jIl意r{：姊靖
●铒瓠i1；捌《

★●{鸽靠甏

图2．5刘家门窑三期和04钧官瓷釉因子分析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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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提取两个公因子F1和F2，做散点图如上图2．5所示。

取刘家门窑各期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釉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

化学元素： Na20、Si02、CaO、Fe203、CoO、Ti02；最终代表总样品

信息率为：68．699％；KM0校验值为0．627，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

提取两个公因子F1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6所示。

突穗

亡lj萼鼋f1稚辨
o ig雀"搿髑

A硝森f继i。麟辨

O j翱“瑞二二磷所
★甥拙嵇姚矗京

图2．6刘家门窑各期和04钧官瓷釉因子分析散点图

从图2．3～图2．5中，可见刘家门一、二、三期前和三期后都能与钧官瓷

完全区分开来，这说明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在釉料配方上有一定的差异。

而从图2．6中可见，钧官瓷主要处于上半部，除了样品J3309分布在刘家门

窑各期中间外，其它基本上和刘家门窑各期钧瓷能够区分开来，这也进一步

说明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在釉料配方或烧制工艺上的区别；但是从该图中

可见，刘家门窑各期却是相互混淆，没有明显界限，难以完全区分。

综上所述，推测如下结论：

1)钧台窑钧官瓷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受特殊保护，其釉色技术及工艺

对外保密，同外界交流甚少，所以从釉料的配方和烧制工艺上与刘家

门窑民钧瓷有十分大的区别。反映如上，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官瓷样品

釉的因子分析图中有一定的区别。

2)刘家门窑各期之间属同一窑口，虽然前后相差两百多年，但是在釉料

来源和烧制工艺上还是一脉相承。反映如上图2．6，刘家门窑各期相

互交织，没有界限，相互之间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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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2．2．3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胎因子分析

具体数据选择原因如釉一样。取刘家门窑一期前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

瓷胎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化学元素：MgO、Al：O，、SiO：、TiO：、MnO、

Fe：O，；最终代表总样品信息率为：72．01 1％；KM0校验值为0．659，达到了因

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提取两个公因子F1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7所示。

图2．7刘家门窑一期前和04钧官瓷胎因子分析散点图

从图2．7中可以看出刘家门窑一期前和04钧官瓷胎散乱交错分布，说明

它们之间的胎料来源、配方及烧制工艺有一定的相似性。

图2．8刘家门窑二期和04钧官瓷胎因子分析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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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取刘家门窑二期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胎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

化学元素：MgO、AI，O，、K：O、CaO、CuO；最终代表总样品信息率为：

71．612％：KM0校验值为0．698，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提取两个公

因子Fl和F2，做散点图如上图2．8所示。

图2．8中可见刘家门窑二期样品和04钧官瓷样品分为两个部分。样品

J3319除外，这个例外样品可能是外来样品，也可能是配料中的一个实验品。

不论如何，从整体来说，刘家N--期和钧官瓷胎的化学组成还是存在明显的

差异。

取刘家门窑三期前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胎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

择化学元素：MgO、AI，O，、TiO，、NiO、CuO；最终代表总样品信息率

为：71．287％：KM0校验值为0．689，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提取两

个公因子Fl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9所示。

-4．●OO口O—I．omeoa-2．OOOoo-1 00080 O．OOOOO i．ooooG ￡OaOOa

r3

炎氍

●碣袈{1一：蠕精
★●4均聒竞

图2．9刘家门窑三期前和04钧官瓷胎因子分析散点图

图2．9中可见，刘家门窑样品和钧官瓷样品分布混叠在一起，这也说明它

们的胎料化学组成上有一定的相似关系。

取刘家门窑三期后和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胎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

择化学元素：AI：O，、K：O、TiO，、SiO，、NiO；最终代表总样品信息率为：

71．659％：KM0校验值为0．594，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提取两个公

因子F1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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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XE数据分析

图2．10刘家门窑三期后和04钧官瓷胎因子分析散点图

图2．10很明显刘家门窑三期后和04年出土钧官瓷样品分为两个部分，

样品J331B除外。这也说明它们之间同样不具有相似关系。

选择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台窑钧官瓷胎数据作为分析数据源。选择化学元

素：砧，O，、StO，、№O、Fe，O，、NiO、TiO：；最终代表总样品信息率为：
63．858％；IC珊10校验值为0．599，同样达到了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提取两个公

因子Fl和F2，做散点图如下图2．1l所示。

一I，00000’2 00000‘l 00000 0@0000 l 000110 0 00000 3 0000e

F2

舞祭

口Ⅻ取嘲g崩
O硐量fl韶翻
厶崩端fl搿，麓孵

。计轵rl史筋靠
★均，'菘；鸭竹鬻

图2．儿 刘家门窑各期和04钧官瓷胎因子分析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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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从图2．11可见，刘家门窑各期相混在一起，难以区分；从钧官瓷和刘家

门窑各期的对比来看，刘家门窑三期前7个样品中的4个样品和钧官瓷接近、

刘家门窑三期后5个样品中的4个和钧官瓷接近，而刘家门窑一期前10个样

品中只有2个样品和钧官瓷接近。这说明钧官瓷和刘家门窑三期的胎样品更

接近些。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

1)由图2．7和图2．9所示，钧官瓷和刘家门一期前(北宋徽宗时期)、刘

家门窑三期前(元代前期)部分样品相互混合，难以区分，说明钧官

瓷和刘家门窑这两期在胎的化学组成上存在相似性。

2)图2．8和图2．10所表示的结果证明，04年钧官瓷和刘家门窑二期、

三期后能够完全分开，这表明它们之间不具有相似关系。

3)在以上图中J331B都难与刘家门窑各期区分，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外。

原因可能很多：一，本身该样品就不属于钧官瓷，可能当时的外来样

品，混淆到了该发掘土层中；二，该样品确实在胎料来源或配方上不

同于其它，可能是当时的实验样品。

4)由图2．1l中可见，刘家门窑各期的胎化学组成和釉一样，各期相互

交错分布，难以分开，说明刘家门窑各期胎料来源上十分接近。

2．2．3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釉判别分析

经过分析，最终选取越：O，、Fe：O，两个变量建立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

其系数由表2．2给出。

表2．2釉样品的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

化学式
Function

l 2

A1203 一．814 ．743

Fe203 1．017 ．426

由表2．2可以写出釉样品的两个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

F1—0．814A1203+1．017 Fe203

F2=0．743 A1203+0．426 Fe203

以此两个判别函数为坐标做釉样品的得分散点图(图2．12所示)，横坐标

为第一典则判别函数得分，纵坐标为第二典则判别函数得分。刘家门窑各期

钧瓷釉相互交汇，无法很好的区分开，这也正好印证了前边图2．6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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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三数据分析

所示，刘家门窑各期相互混合，无法区分开来。

Canoni c曩l Di scriminant Functions

Ftmction土

类精

·◇键家f1臻～解
0，埘巍fj锯．甥
A捌寰f；铝二!魁翦

O j4韶f l窑三期§i

★均台窑饬霸键

一c∞螂Centroid

图2．12刘家门各期钧瓷和04钧官瓷釉样品的典则判别得分散点图

这也同时说明，04钧官瓷的釉色上和刘家门窑各期样品的釉料差异明

显，但刘家门窑各期之问釉料化学组成差异并不明显，原因有：

1)刘家门窑各期虽然在时间上不同，但是釉料配方及原料来源同出一

地，所以在釉的化学组成方面，差异较小。

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各期对比结果来看，钧官瓷同样和刘家门窑各期有

十分明显的区别，进一步印证了因子分析所得结果。

Fisho"线性判别方程的系数由表2—3所示。

表2．3釉样品的Fisher线性判别方程的系数

根据表2—3中的各窑釉Fisher线性判别方程系数可以直接写出各自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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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方程如下：

刘家门窑一期判别方程：

L1=8．7 A1203+2．961 Fe203—47．08

刘家门窑二期判别方程：

L2=8．72 A1203+2．432 Fe203—46．007

刘家门窑三期前判别方程：

L3=9．091 A120，+1．791 Fe203—48．101

刘家门窑三期后判别方程：

I_A=9．433 AI：03+o．704 Fe203—47．097

04钧台窑钧官瓷判别方程：

J=6．385 A120l+8．84 Fe203—43．266

以后将某个样品的数据代入各个方程计算判别分值，最后该样品属于分

值大的那类。

2．2．4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台窑钧官瓷胎判别分析

选取Na20、MgO、A1203、Si02、P205、K20、CaO、Ti02、Fe203

9个变量建立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其系数由表2．4给出。

根据表24可以得出胎样品的两个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

Fl=3．125 Na20+1．173MgO+1 1．912 A1203+9．804 Si02+0．718P205+1．5

52 K20十1．264 CaO+O．886T102+3．422 Fe203

F2=-0．103 Na20+0．698 MgO+O．881 A1203+1．675 S102+0．755 P205+O．0

7K20一．345CaO+0．5Ti02+0．086Fe203

表2_4胎样品的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

l 2

Na20 3．125 --．103

l190 1．173 ．698

h1203 11．912 ．881

Si02 9．804 1．675

P205 ．718 ．755

K20 1．552 ．070

CaO 1．264 一．345

Ti02 ．886 ．500

Fe203 3．422 ．086

以此两个判别函数为坐标做胎样品的得分散点图(图2．13所示)，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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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典则判别函数得分，纵坐标为第二典则判别函数得分。

Canoniell Discrillnan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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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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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刘家门各期钧瓷和钧官瓷胎样品的典则判别得分散点图

由图2．13可以看出：

1)刘家门窑钧瓷各期的重心分布在右侧，相互之间部分样品也是混淆

在一起的，没有明显的区别。

2)从刘家门窑各期胎化学组成与钧官瓷样品胎的化学组成来看，钧官

瓷的重心分布和刘家门窑各期有一定的距离。从图中可见，有两个

刘家门窑三期样品无法从钧官瓷样品区域中划分出去，而且从重心

位置来看，刘家门窑三期前和钧官瓷的更接近。这说明钧官瓷和刘

家门窑三期前比较接近。

Fisher线性判别方程的系数由表2．5所示。

根据表2．5中的各窑胎Fisher线性判别方程系数可以直接写出各自判别

方程如下：

刘家门窑一期前：

LI=I．147Na20+1．058MgO+1．125A1203+1．112Si02

+1．052 P205+1．108K20+1．161 CaO+O．824Ti02+1．128Fe203—55．578

刘家门窑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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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L2=1．147Na20+1．057MgO+1．125A1203+1．112Si02

+1．051 P205+1．108K20+1．162CaO+O．824Ti02+1．128Fe203-55．587

刘家门窑三期前：

L3=1．146Na20+1．057MgO+1．124A1203+1．111 Si02

+1．051 P205+1．107K20+1．16CaO+0．823T102+1．128Fe203-55．509

刘家门窑三期后：

L4=1．147Na20+1．057MgO+1．124A1203+1．112Si02

+1．052 P205+1．108K20+1．161 CaO+0．824Ti02+1．128Fe203-55．540

04年出土钧台窑钧官瓷：

J=1．145Na20+1．056MgO+1．123A1203+1．11 Si02

+1．05 P20s+1．107K20+1．16CaO+0．821 Ti02+1．127Fe203-55．413

表2．5胎样品的Fisher线性判别方程的系数

Fisher’s 1inear discriminant functions

将新样品数据带入各个判别式，该新样品为判别式最终计算分值最高的

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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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的PIXE数据分析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PIⅫ)在古陶瓷化学成分测定中

的应用、原理及实验过程，并通过该实验获得了刘家门窑各期钧瓷和04年出

土钧台窑钧官瓷胎釉样品的PIXE数据。应用因子分析和判别分析分别研究了

刘家门窑各期胎釉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04年出土钧官瓷胎釉之间的相互

关系，并得出：

1)刘家门窑各期之间差异较小，相互关系紧密。这主要是刘家门窑各

期虽制作年代不同，但它们属同一窑口，无论配方上还是烧制工艺

上，大多代代相承。

2)在同04年出土钧官瓷的比较中发现，它们的釉化学组成皆能够很好

区分，原因主要是官瓷和民瓷之间交流甚少，官瓷配方密不外传，

所以同刘家门窑各期之间肯定有明显的差别。但是，胎料大多就地

取材，不同窑口之间胎料配方差异没有釉那么显著，所以通过以上

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官瓷胎样品的因子分析结果可以得出：04年出土

钧官瓷与刘家门窑一期前和三期前接近；而从判别分析的结果来看，

钧官瓷和刘家门窑三期前相对更为接近。由此推测，钧官瓷烧制年

代可能为两个时期：一是北宋末期；二是元代初期。相对更为接近

元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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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物相及物理性能分析

X射线由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之后x射线的发展应用为物理学

研究开创了新的时代。1912年劳埃等人根据理论预见，并用实验证实了X射

线与晶体相遇时能发生衍射现象，证明了X射线具有电磁波的性质，成为X

射线衍射学的第一个里程碑。X射线衍射(xRD)是根据X射线通过晶体时

发生衍射效应，根据这一特征进行物质的物相研究。X射线衍射作为一种物

相鉴定的有效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在地质、冶金、新型材料研究、石油、化

工以及考古等领域。在这里我们主要是通过研究刘家门窑钧瓷胎和钧官瓷胎

的物相结构，从而区分民钧瓷与钧官瓷之间在烧制材料选取上的差异，探讨

钧官瓷与刘家门窑钧瓷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而使结论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信性。

3．1 物相分析

3．1．1 X射线衍射仪(XRD)的基本原理

由于晶体是由原子规则排列成的晶胞组成，这些规则排列的原子间距离

与入射X射线波长有相同数量级，如图3．1所示。当X射线照射在晶体上时，

晶体中每个原子就是一个子波中心，向各个方向发出绕射射线，这种绕射现

象称为散射。两个原子层间距为d的平行晶面，当一束完全平行、波长为?

的单色X射线，以秒角掠射到晶面上时，必然有一部分X射线被表面层原子

所散射，其余部分将被内部各原子层所散射。在相邻平行晶面反射的射线行

程差是2dsin矽(式中口从晶面开始度量)，当行程差是波长?的整数(n)倍

时，来自各原子层平面的散射线必定相互干涉而形成衍射光谱，所以有如下

公式：

2dsin汐=n? (n=l，2，3，⋯⋯)

这就是布拉格定理，亦即x射线衍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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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晶体衍射示意图

3．1．2实验及样品制备

本实验是在荷兰帕纳科公司生产的X’Pert PRO多功能x射线衍射仪上

测试的。

利用XRD技术可以鉴定矿物的物质成分、物相结构，因此可以用于判

断古陶瓷的原料来源，分析古陶瓷的成分、烧制过程中的物相变化，由此判

断它的烧制温度等。 一

选取的样品基本情况如下表3．1所示。

表3．1 样品选取

名称 样品编号

刘家门钧瓷一期

刘家门钧瓷二期

刘家门钧瓷三期前

刘家门钧瓷三期后

钧官瓷

JLl32(青瓷)，JLl73(天青)

JLll4(天青)

JL205(天青)，JL088(天蓝)

JL005(碧蓝)，JL048(青瓷)

J197(天蓝)，J324(天青)

样品的制备：取200—1000mg胎料，磨成均匀的粉末。衍射角度范围从

5％-000。其衍射图谱分别如图3．2．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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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胎的物相分析

陶瓷胎体中主要是石英和一定条件下生成的一次鳞片状莫来石和二次针

晶状莫来石微晶作为胎体脊化物质。温度低的情况下有部分残余的长石和云

母未熔物。熔融的石英、未熔的残余石英与莫来石构成脊架，防止弯曲、变

形等，使瓷器具有机械强度，增加瓷器透光度和白度。熔融的石英长石等以

玻璃体液相存在，添充胎体中的空隙，排除空气，使玻化良好，胎体致密【23】。

以下各物质为本实验中样品所含物相。M1：A14．5：O。，。Sil．43和M2：

3A1，03．2Si0，为莫来石的两种不同晶相结构，其中M2为最稳定的标准莫来

石化学方程式。S1：Quartz、 S2-Cri stobal ite和S3：0【川uartz为石英
晶体的三种不同晶相结构。Sl为未熔石英固体，S2为方石英，S3为Ot相石英

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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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刘家门窑一期钧瓷胎的XRD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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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刘家门窑二期钧瓷胎的XRD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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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刘家门窑三期前钧瓷胎的XRD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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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刘家门窑三期后钧瓷胎的XRD谱图

由刘家门窑一期、二期和三期后钧瓷胎的XRD谱图可知，这三期样品胎

体共同点在于都具有M1晶相结构的莫来石，不同的是刘家门窑一期含有未熔

石英S1，而二期和三期后并没有，说明这两期的样品烧制温度高于一期或者

是它们的胎料研磨均匀，颗粒度较小。从图3．4可见，刘家门窑三期前样品

钧瓷胎体中同样没有未熔石英，但是该期生成了较为成熟的莫来石晶相结构。

这标志着刘家门窑三期前段烧制工艺在前边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标准

的莫来石晶相结构出现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温度升高。标准晶相莫来石

的形成温度要高于其他晶相的莫来石。第二，古陶瓷胎体中主要原料为粘土、

长石和一些杂质，这些物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Al、Si氧化物的熔点，能促进

莫来石的产生。

钙

一T

0

h—

L

M—

J

_一

、，

L

一

度

一一

，k

■

一

口

¨●^

一

2

^

]产l上r儿一111T_11_11-{—J—JJJJJj

O

O

0

O

O

O

O

0

O啪|量啪砉|伽看至瑚m．



3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物相及物理性能分析

8∞O

7∞0

咖0

8∞O

{四
’4000

籁
右3000

2∞O

1∞O

0

5咖

4000

3000

j四

籁
太 2000

40 60 80

2 0(度)

图3．6钧官瓷J197胎的XRD谱图

'∞

图3．7钧官瓷J324胎的XRD谱图

从图3．6．3．7可见，钧官瓷样品胎体也是以M1晶相结构的莫来石和未熔

石英、方石英组成。只是J197的方石英峰较高，相比之下J324的烧制温度

应该较低些。

综上所述：

1)刘家门窑二期成形温度要高于一期前，三期前形成了结构稳定的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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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晶相，其成形温度应该又高于二期，而到了三期后又有所下降，只

出现了较低温度下的莫来石结构，但无未熔石英晶相。所以，从整体

上，刘家门窑各期烧制温度呈上升趋势，三期前应该是最为成熟的时

期，这说明其工艺是在不断的进步。

2)从刘家门钧瓷各期和钧官瓷胎体物相结构对比来看，刘家门一期前的

样品出现了较低温度下的的莫来石晶相结构和未熔石英晶体，这从一

定程度上说明刘家门窑一期前和钧官瓷烧制工艺较为接近。

总体上没有出现钾长石或钠长石等残余物相，这说明其烧制温度应该高

于1150℃，因为长石在1150"C．1200℃基本全部熔成玻璃体，它们和SiO．一

起生成低共熔物，融于玻璃液相中。

3．2钧官瓷和刘家门钧瓷的物理性能

为了进一步了解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之间在宏观上的区别，本文通过

测试样品胎的空隙率、吸水率、表面密度和体积密度等指标来分析它们的体

积收缩程度、致密度及衡量它们的烧结程度。

3．2．1实验方法和测量结果

选择刘家门窑钧瓷11个和钧宫瓷各8个，全部为典型的天青、天蓝、

月白釉色样品。切割l～29的样品、去除釉并将其清洗干净，放在烘箱里在

150℃下烘干4—5小时，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整个实验需要测量样品的干

重、湿重及悬浮重，最后用公式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空隙率(HR)=(湿重．干重)／(湿重一悬浮重)；

吸水率(DR)=(湿重．干重)／干重；

体积密度(VD)=干重／(湿重．悬浮重)；

表面密度(SD)=干重／(干重．悬浮重)；

最终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的物理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3．2所示。

表3-2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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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2数据分析

由于空隙率和吸水率单位相同，体积密度和表面密度单位相同，所以将

上表数据分两图进行分析，如图3．8和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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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的空隙率及吸水率

2．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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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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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Ⅲ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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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积密度

J161 J216 JLl71 JL076 儿025

样品编号

图3．9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的体积密度及表面密度

其横轴为样品名称，纵轴分别表示百分比含量(％)和密度(g／cm3)，

红色虚线右侧为刘家门窑钧瓷样品，左侧为钧官瓷样品。

根据上图，分析结果如下：

1．刘家门窑钧瓷的空隙率和吸水率平均值高于钧官瓷，并且刘家门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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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的变化浮动比较大，空隙率和吸水率分别处于8．40／o'-'0．06％和

3．950／o"4)．02％这个范围内，而钧官瓷的空隙率和吸水率比较稳定，分别在

5．5％和2．1％以内。

由于温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陶瓷胎体的烧结程度。温度升高到

一定范围内，胎体内的液化程度逐渐增大，玻璃相液体填充胎体中的空

隙，气孔减少，空隙率、吸水率均变小，具体表现为体积的收缩，气体

的排除。因此，从上图3．8中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1)刘家门窑一期前、二期和三期后钧瓷的空隙率和吸水率比较高，

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有：一，这几期样品胎料研磨不够细，捏练不

够匀称，使得胎中有较大的黏土团等矿物；二，可能是这三期的

整体烧制温度较低，使得胎体玻璃熔融液较少，无法渗入胎体空

隙。

2)刘家门各期的烧结温度变化也比较大。从发掘断代情况来看，正

好说明了刘家门窑从北宋末期到元末，伴随着各个朝代兴衰变化

其烧制工艺也在变化；

3)从钧官瓷比较平滑的曲线更进一步反映出当时钧官瓷烧制水平

应该是相当成熟，整体工艺差别较小。

4'l刘家门窑三期前，即图中JL076及其后两个样品的空隙率和吸水

率都较低，均值和钧官瓷样品的均值范围相似，从中看出它们之

间在胎料的颗粒度和烧制温度上比较相似。’

2．从“密度"(这里密度代指表面密度和体积密度)大小分析，刘家门

窑钧瓷、钧官瓷它们的表面密度和体积密度差别不大。刘家门的体积密

度2．23 g／cIIl3~2．39∥cm3，表面密度2．12 g／cm3—2．27∥cm3，钧官瓷的

体积密度2．16 g／cm3~2．35∥锄3，表面密度2．11∥锄3—2．26 g／cm3。由

此看出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的体积密度及表面密度差异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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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通过x射线衍射和物理性能测试实验对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

典型样品进行了分析。从以上结果可知，钧官瓷胎和刘家门钧瓷胎中的主要

成分都是石英和莫来石相结构，而没有长石的物相存在，这说明刘家门和钧

官瓷窑的烧制温度都超过了1150"(2。据有关科技考古工作者研究证实【24】，钧

官瓷的烧制温度在1250℃左右，而根据物理性能分析，刘家门窑钧瓷的烧制

温度应该稍低于钧官瓷，只有三期前接近于钧官瓷。所以刘家门窑钧瓷的烧

制温度应该在1 100℃一1250℃之间。

总之，第一，刘家门窑各期在整体上其烧制工艺是在不断的进步，三期

前是最为成熟的时期。第二，钧官瓷和刘家门窑各期钧瓷对比来看，物相上

和刘家门窑一期前接近，而从物理性能的吸水率和空隙率上和刘家门窑三期

前更接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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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显微结构的对比分析

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简称SEM)，是现代

固体材料微区形貌和结构分析的最有用精密仪器，应用十分广泛。它的优点

主要是分辨率极高、放大倍数范围非常大，最高可达几百万倍、多种成像方

式能够多样式观察被测试样结构。扫描电镜目前广泛应用于各个自然科学领

域，对于古陶瓷可以进行样品胎釉及中间过渡层的图像观察和能谱分析。研

究釉面形状、结晶、分相、晶粒和气泡大小及分布状况等；观察胎体玻璃化

程度、残余物质大小，熔蚀情况，进而推断其烧制温度；可以对待查区域或

特殊物质打点进行能谱分析其化学组成情况，推测陶瓷在烧制过程的物理化

学变化情况。

4．1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原理与成像

扫描电镜的结构如图4．1所示，其结构主要由电子光学系统、样品室、

信号收集、处理和显示系统以及真空和控制系统组成。

在图4．1中，电子枪的热阴极所发射出来的电子受阳极电压(1—50kV)

加速并形成笔尖状电子束，其最小直径1卜50 u m量级，经过2~3个磁透镜

的会聚作用，在样品表面汇聚成一个直径可小到l卜100 A的细束流。在聚

光透镜上部的扫描圈的作用下，细电子束在样品表面作光栅状扫描。电子束

和样品之间相互作用，从试样表层激发各种信号电子，如二次电子、背散射

电子，俄歇电子、吸收电子、投射电子、X射线等。扫描电镜主要是通过对

其中的二次电子和背散射电子用相应的探测器接收，经放大、处理后成像，

以观察试样表面形貌、成分、晶体取向等【251。

扫描电镜中采用的是逐点成像的图像分解法。电子束在样品上作光栅状

扫描的同时，显像管中的电子束与此同步扫描，这样就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样

品表面微观形貌。扫描的区域越小，相同面积荧光屏上显示的图像放大倍数

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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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鬏强藕期
图4．I扫描电镜的工作原理图

4．2样品的制备方法

首先，用切割机将陶瓷片切成长方形(IcmX 0．7cm)的小块；其次，选

择好观测面，分别用粗细不同的金相砂纸和适当粒度的研磨膏将观测面抛光，

直至样品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二百倍时看不到划痕为止。

抛光后的样品表面形成一层非晶态薄膜或损伤层，掩盖了样品表面的真

实结构。所以需要用1．5％的氢氟酸对样品进行腐蚀10．15秒，腐蚀后再用纯

净水在超声波清洗器中清洗15分钟左右；然后放入干燥箱中，温度设定在

200℃下烘干三个小时，使样品表面空隙中的水份充分蒸发掉；最后用真空镀

膜机在观察面上喷上一层碳膜。

具体样品选择如下表4．1所示：

表4_l钧台窑和刘家门窑钧瓷扫描电镜实验样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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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胎显微结构

由于禹州钧台窑钧官瓷样品的扫描电镜分析已经做了较多工作[26-27】，这

里只选取一个典型的钧官瓷样品和三个典型的刘家门窑样品作为分析对象，

进行胎微观结构分析。

4．3．1钧官瓷胎的显微结构分析

图4．2(a)钧台窑钧官瓷(J197) 图4．2(b)钧台窑钧官瓷(J197)

图4．2(a)和4．2(b)是钧官瓷胎在200倍和1000倍下的显微结构，在低

倍数时，可以看出钧官瓷胎中存在着大小不等呈灰色影像的石英熔蚀残骸和

小的石英颗粒、灰白色的粘土矿物未熔物及黑色孔洞。超过100啪的大块石

英残骸较少，大多为熔融后的小石英残余物，气孔较小，说明胎料粒度较细，

烧制温度较高。在放大倍数为1000时，可以看出在大块带有熔蚀边的残余石

英边缘上有一片白色区域，那是受热后晶相结构转化后的方石英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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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刘家门窑钧瓷胎的显微结构分析

图4．3(a)刘家门窑一期前(JLl78)

图4．3(b)刘家门窑二期(JLl 12)

图4．3(c)刘家门窑三期前(JL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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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a)中左边为光学显微镜下拍摄到的图片，右侧为电子显微镜下的

照片。从电子显微镜下明显可以确定左侧图片中暗黑色区域为未熔的矿物质

残骸和一些孔洞，从光学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类似“沟壑"的孔

洞里闭气空隙很大，最大的长有70 pro，宽20 pro。胎中的熔融液相并没有

很好的渗透入这些气孔里。颜色呈灰色的块状区域的石英残余物并不像钧官

瓷那样多。而且白色的小团状物质经能谱测试为钛铁未熔物质，其数量较其

它样品都多。

图4．3(b)中可见暗黑色的未熔物和气孔较JLl78明显减少，而且灰色区

域占很大面积，但是能看到类似图4．2(b)有明显熔蚀边缘的石英残余物相

对较少，大多都融入了胎中低共熔液相中。

图4．3(c)左、右两幅图分别为1000和5000倍下的光学镜头下成像图。

从左侧图中可见，也有较多的未熔物和孔洞，但从图中可见该样品的孔洞大

都为孤立的、小于10岬的，并没有像JLl78那么样沟状形的空隙。有比JLl 12

大的残余石英，左下角最大的直径达20pm，且没有明显的熔蚀边缘。在5000

倍下的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孔洞中有刚刚发育的不足3pin长的莫来石针晶

簇。

4．4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中间层的显微结构

髟，荔‰≮形豸雳
载辨?。÷。|‘

；，域i≥i恐一’o_攀◆--，二谶※瀵瓣熬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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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钧台窑钧官瓷(J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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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家门窑钧瓷和钧官瓷显微结构对比分析

4．4(b)刘家门窑一期前钧瓷(JLl78)

4．4(c)刘家门窑二期钧瓷(JLll2)-

4．4(d)刘家门窑三期前钧瓷(JL088)

有关的钧瓷中间层的研究表明【28-29]，在钧瓷胎和釉之间过渡的中间层是

胎、釉之间在高温下相互渗透，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形成的CAS：针状结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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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是由于釉中的富Ca矿物和胎中的A1，O，在高温下形成的Ca“、砧3+相互

扩散，恰好在胎釉交界处使得Si、Ca及址的化学成分达到饱和，在冷却降

温过程中析出了CAS2析晶。钧瓷比较特别的是，在析出钙长石晶体同时，

会相应的出现液．液不相溶的分相结构，

发育良好的钙长石析晶层，能使胎和釉之间紧密的粘合在一起，防止在

冷却过程中由于胎釉二者收缩率不同导致裂釉或脱釉现象发生，提高了瓷器

的质量。

上图4．4(a)--4．4(d)，左边图是低倍数图像，由图可见钧官瓷和刘家门窑

钧瓷都形成了明显的胎釉中间层，而且刘家门窑二期、三期前的样品中，形

成了连续的、布满胎釉交汇处的钙长石析晶层。相比之下，钧官瓷和刘家门

窑一期前的中间层不连续，呈簇状分布。

右侧图是在高倍数下观察到的胎釉中间层。在图4．4(a)中，钧官瓷相比

刘家门窑钧瓷，其钙长石析晶发育较好，有4岬长的针晶钙长石。与刘家门
窑一样的是，在这些钙长石析晶上或空隙问我们可见许多分相附着针晶上或

散布在周围。而且大多呈孤立状。

4．5钧官瓷和刘家门钧瓷釉的显微结构分析

图4．5 Ca) 钧台窑钧官瓷(J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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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b) 刘家门窑一期前钧瓷(JLl78)

图4．5(c) 刘家门窑二期钧瓷(JL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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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d)刘家门窑三期前钧瓷(JL088)

众所周知钧瓷属于釉分相瓷系。其产生缘由是釉在温度达到一定范围时，

釉料熔融、各种离子扩散和釉液渗透，最后产生了两种互不溶解(或部分溶

解)的液相(或玻璃)，这种现象称为液一液分相【311。

从上图4．5(a)~4．5(c)可见，钧官瓷釉分相均匀、密集，且大多呈“蠕虫”

状分相结构，而刘家门窑一期前和二期样品釉分相多为液滴状或叠加液滴状

分布，二期相对来说分相液滴稀疏，相互连通的较少。图4．5(d)，即刘家门

窑三期前样品，该样品釉分相多星“蘑菇”状云朵，分相密集，有的甚至刚

刚出现分相结构。

钧瓷分相结构对于钧瓷著名的蓝色乳光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b羽。而

上述的钧官瓷样品分相液滴的直径大多在60nm．120nm以内，符合Rayleigh

散射定理，此时若以连续光谱的白光入射时，则长波的光散射弱，短波的光

散射强，使得钧官瓷釉具有美丽的蓝色乳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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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扫描电镜对钧台窑钧官瓷和刘家门窑各期钧瓷的胎釉及其中间

层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显微结构总体上差异

较小，二者都有明显的分相结构，分相大小符合瑞利散射关于蓝色乳光的效

果；明显发育的胎釉中间层，有清晰可见的钙长石析晶和附着的孤立分相结

构；胎体同样含有矿物残骸、残余石英晶体及空隙。

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区别：第一，刘家门窑各期在釉的烧制工艺上

差异较小，但在胎体的制作上一期前显得较为粗糙，温度也较低，到了三期

前胎体中形成了莫来石针晶。这也进一步说明刘家门窑钧瓷的工艺在不断的

进步。第二，从刘家门窑各期和钧官瓷的对比来看，胎体差异较小，但釉的

微观结构差别较大。这也进一步说明钧官瓷和刘家门窑钧瓷在釉的微观结构

上有明显的差别。



5总结与展望

5总结与展望

5．1总结

本论文从物理性能、化学组成到物相结构和显微结构，首次对刘家门窑

钧瓷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实验分析，第一次从不同角

度研究了刘家门窑钧瓷的特性，为后来者研究刘家门窑钧瓷提供一定的参考

价值；同时又与相同实验条件下的钧官瓷样品进行了对比分析，寻找钧官瓷

和断代明确的刘家门窑各期钧瓷之间相互关系，探究学术界备受争议的钧官

瓷烧制年代问题。其总结如下：

1．刘家门窑各期胎釉差异较小，相互之间交叉性又大。从它们的化学组

成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各期样品胎釉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各期都有相互混淆

的样品。而且无论是XRD、物理性能和显微结构来看，区别并不是非常有规

律，各期之间整体差异很小，但是整体上可以看出，刘家门窑的工艺是在不

断的进步，到了三期后阶段又有所下降。

2．刘家门窑三期前阶段样品同其它各期的样品相比，其胎体空隙率和吸

水率较低，物相中还出现了稳定结构的莫来石晶相，并在显微结构下可以证

实；胎体熔融较好，孔洞较少，并有少量的莫来石针晶，而且分相结构也是

均匀、密集。这说明，刘家门窑三期前阶段样品的烧制工艺较其它各期更为

成熟。

3．钧台窑钧官瓷和刘家门窑各期钧瓷的对比分析结果可知，在化学组成

的判别分析上，钧官瓷的重心更接近于刘家门窑三期前阶段，而且它们的吸

水率和空隙率平均值也是十分相似。从这个对比分析结果中可知，刘家门窑

三期前的整个工艺水平最好，而钧官瓷闻名于世很大源自于它的成熟工艺，

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推测，钧官瓷更趋近于刘家门窑三期前阶段。

综上所述，刘家门窑各期钧瓷虽然历时数百年，但是一脉相承，原料来

源和烧制工艺差异较小，其直接结果就是各期样品难以完全区分开来；从探

究刘家门窑各期与钧台窑钧官瓷之间关系结果可知，虽然差异并不是十分明

显，但钧官瓷更倾向于和刘家门窑三期前阶段接近，即元代前期(公元1235

一公元1307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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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展望

钧瓷系窑口众多，但具有完整地层划分结构的遗址较少，刘家门窑钧瓷

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对于研究钧瓷相关内容意义重大。本论文虽然从多个实

验出发，研究了刘家门窑各期钧瓷特点，但是也存有许多不足。一方面，刘

家门窑各期遗留的典型釉色样品较少，我们拿到的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局

限性大；另一方面，古陶瓷研究方法众多，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本论文中只

做了其中四个实验，有待于后来学者从其它方面做更近一步研究。

介于以上所述，本论文中所做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只

具有参考性；对于钧官瓷烧制年代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深入

研究，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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