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囫 谓古钧瓷?根据现代文物 收藏和古董界的习惯认可， 
古今以 l9l1年划界，即l9l】年以前 

生产烧制的钧瓷谓古钧瓷，l9l】年 

以后烧制的钧瓷叫现代钧瓷，我们 

也沿用这种划界方法。钧瓷 自隋唐 

创烧至今千余年 ，对流传和出土的 

古钧瓷进行鉴定 ，无论在学术研究 

和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现在看到的古钧瓷有真有假 ， 

真的叫古董 ，假的叫赝品。古钧瓷 

的收藏中最大的风险就是真伪。拿 

真品价格买到一件赝品无疑不仅不 

能升值 ，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所以，在收藏古钧瓷时 ，真伪 

的鉴定至关重要。 

TAO CI ZAIXIAH 1陶瓷在线■ 

Five contents of appraisal for ancient Jun porcelain 

古钧瓷“五 

古钧瓷鉴定的内容，概括说来 

是 “辨、断、定、察、评”五项内容， 

也称为鉴定钧瓷的 “五鉴”，即 “辨 

真伪、断时代、定窑 口、察优劣、评 

价值”l5个字。 

辨真伪 

辨真伪就是辨别被鉴定的器物 

是真是假 ，是老货还是新仿。这是 

鉴定工作的第一任务，也是主要任 

务。又是以下 几项鉴 定内容 的前 

提、基础，是一件古钧瓷器收藏等 

级、收购、销售价格、出境放行与 

否的第一要素，也是进行古钧瓷学 

术研究的基础。 

市场上出现仿古陶瓷 (即古代 

某些陶瓷器的复制品和仿制品)，不 

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对某些古陶瓷 

的爱慕，因真品太少或不易得到而 

仿造，这主要是封建帝王如此。如雍 

正帝酷爱宋代名窑瓷器，内府所藏 

尚不满足其把玩需要 ，便常将宫藏 

宋瓷真品交御窑厂仿造。这种情况 

历朝都有，只是仿的多少不同，仿品 

质量优劣有差异而已。l998年北京 

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真品与仿品对 

照展览，其中清代仿宋代钧瓷无论 

型、胎、釉、色都十分讲究，几乎乱 

真 ，可见当时仿钧水平之高。另一个 

原因就是为了盈利。自元明以来，许 

多人雅好古名窑瓷器，不惜重金刻 

意搜求。真品便价值 日高，且供不应 

求。于是一些好利之徒，便集名匠高 

手作伪仿造，或名家 自行仿造。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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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伪之风最为盛行时乃清末民国年 

J，主要是西方列强入侵，多次大规 

模掠夺我国文物，更包括大批陶瓷， 

当时的西洋人东洋人便知我国古陶 

瓷精美绝伦，无限爱慕，便来中国大 

肆购买，或托中国人代买。这一时期 

古代名窑瓷器价格更是十分高昂， 

于是许多古玩行人，制瓷高手投其 

所好，仿制钧窑瓷器向洋人们销售。 

钧窑瓷器仿制品的大量出现应 

该是近几年的事。现代仿钧的产地主 

要还在河南禹州市的神 镇，这里不 

仅有烧制钧瓷的优良传统，而且还集 

中了一批当今最优秀的钧瓷制作高 

手。神 镇的钧瓷制作近几年以迅猛 

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器物的造 

型，还是釉色的变化都有了很大的改 

进和提高。但现在有些收藏者不喜欢 

新货。在这种情况下，神唯钧瓷也生 

产不少仿古瓷，如尊、瓶、炉、钵、 

碗、盘等，其造型一般是仿宋、金、 

元时期的民窑器形，制作工艺和斑彩 

装饰也力求与之相似。仿古瓷的制作 

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人为地将之 

做旧，充斥于古玩市场 ，不仅会对古 

钧瓷的形象有所损害，而且也容易使 

古玩市场产生混乱。 

由于仿制工艺的不断改进和提 

高，辨别钧窑瓷器的真伪难度越来越 

大，但如果掌握各个时期钧瓷的时代 

特征、地域特征、造型特征、纹路、 

胎质、釉质釉色、工艺特征等，熟悉 

了查明器物制造的相对年代，尽量 

缩小时『日J的包围圈，使之接近历史 

真实。占钧瓷的断代 (当然排除有 

纪年标志在外)是相对的，不能机 

械地按照历史纪年来看待。我们认 

为断代工作起了缩小时间界限的作 

用，使被鉴定的器物接近它历史真 

实年代，所以它不是绝对的。 

钧瓷始烧干唐代，历经五代，成 

熟于北宋初年，兴盛干北宋晚期，钧 

窑技术普及于金代，元代，衰于明 

代，清代景德镇有仿制，比较成功。 

晚清奉旨恢复禹县烧钧瓷，经民国 

至今再未间断过 ，现在达到了钧瓷 

的昌盛阶段。钧瓷烧造上下达 1000 

多年，因此对每件钧瓷鉴定到哪个 

年代是比较重要的环节。这与辨真 

伪乃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在鉴定时 

对古钧瓷器年代的断定，学术界形 

成了一些不成文、但成习惯的规定， 

一 般明代以前的器物，能找出朝代 

即可。再细一点，那些历时较长的朝 

代，如唐。宋，能分出早、中、晚更 

好。在鉴别时应特别注意，那些能定 

出绝对年代的器物 ，在科学上最有 

价值，往往作为标形器，作为研究资 

料。这种绝对年代，多由器物本身铭 

文显示。明代以后 (含明代)，要求 

能定出以帝王年号为阶段的相对年 

代，如明天启、清乾隆等。 

断时代与辨真伪的一个不同点在 

于：在古钧瓷中，有一些古人仿古器 

物，它们既不是被仿对象那种真品， 

也不是今人作伪，对今天来讲，它们 

也是一种古代钧瓷，精品也有很高的 

艺术价值，如宋元时期小窑仿名窑 

北宋钧窑天蓝釉窑变紫斑如意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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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口 

定窑 I-I即确定古钧瓷器物的产 

地。这一点，对宋代以后的古钧瓷尤 

其显得重要。禹县是钧瓷的故乡，境 

内窑址就达百余多处，并且影响到 

其他地域，北到内蒙古的赤峰，南到 

广东的石湾，东至浙江、江西，西到 

山西、陕西等。宋代以前钧瓷烧造范 

围小，窑口比较容易鉴定。如宋钧官 

窑烧造时间短，传世器物很少，而且 

清代仿制较多。金、元时期是钩窑技 

术普及发展时期，全国烧造范围大， 

窑I-I多，鉴定判别窑I-I就有一定的 

困难。这就要求鉴定者要对各窑 口 

钧瓷的工艺、原料、当地气候、甚至 

风俗习惯都要有所了解。从钧瓷器 

物的胎、釉等工艺上看： 

胎：古代各窑基本上是就地取 

材，有什么料烧什么货，所以大体上 

是各窑产品各具特色。现代科学的 

方法是通过仪器测出各已知窑产品 

胎料的化学组成，特7,ij是微量元素 

的成分 ，将要鉴定的器物测出胎的 

成分与 已知窑 口产品胎料的元素组 

成对比，来确定器物的窑口。现在以 

郑州大学高正耀教授为主的古陶瓷 

实验室就利用反应堆中子活化分析 

TAO gl 7．Ill XIAN『陶瓷在线■ 

和加速器质子 X 荧光光谱分析的 

(PIXE)方法，测定不同窑I-I器物釉 

胎中微量元素的差异，制定图谱，建 

立数据库，来判定不同窑口器物。但 

是，当所鉴定器物不便测试时，只能 

用传统的鉴定方法 ，即通过观察胎 

体的色泽、火候、胎质等来判别。有 

丰富经验的古陶瓷鉴定专家，用传 

统的方法也能鉴定得相当准确 ，现 

在古钧瓷的鉴定主要是采用凭经验 

鉴定结合科学鉴定的综合方法。 

釉：各窑工艺技术往往形成传 

统风格，因而形成各自比较固有的 

特征，比如元代钧窑的天青、月白色 

釉，不同窑口都有明显的差异等等， 

这些显著特征是我们从釉着手判7,ij 

窑 I-I的依据。当然，不能绝对化。同 

一 窑El器物，由于时间不同，烧戍时 

的情况不同，釉色也不一样。 

工艺：各窑口所处地域不同，历 

时长短不同，技术影响、技术传承不 

同，原材料、燃料不同 (如宋以后北 

方窑多以煤为燃料，南方多以木柴 

为燃料)，窑场经营性质不同 (如官 

窑不计成本，产品选料精良，装饰雕 

绘精细，相同品种器形不多，次品销 

毁；而民窑追求利润 ，产品造型、装 

饰大多力求简洁、适用、美观，同类 

型品种、器形多等)，反映在工艺上 

就大不一样。 

器形：各窑性质不同，社会环 

境、地理位置不同，产品在器形上差 

别很大。一般说来，官窑产品器形单 

调，造型保守，少创新，而民窑产品 

器形多样，形式活泼，创新多，变化 

多。从地理、社会环境上看 ，各窑受 

当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制约较大， 

产品器形不很相同，如北方窑多产 

瓷枕，南方较少。北方窑所产钧瓷器 

物形体较大 ，南方窑所产器物形体 

较小，等等。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要鉴别陶 

瓷器的窑 I-I，必须很熟悉我国各时 

期、各主要钧瓷窑场产品的特征。 

察优劣 

当一件器物真伪窑I-I判断准确 

后，还要观察优劣。就是把好的一方 

面察出来，劣的地方也察出来。从收 

藏的角度就是看器物的品相好坏。 

首先是器物的完整程度 ，有没有毛 

病和整修痕迹。例如：I-I磕、重皮、 

毛I-I、毛边、磨ICl、轧I-I、截I-I、冲 

VI、釉泡、棕眼、斑点、漏釉、粘沙、 

69● 

，

，  

、 ． 

．  

，， ， ， 

。 

， 

，  

， 

0 、 

、 

、 ， 

． 

、 

、 
、  

_

．

，  

． 

一 

、  

t  

f  ≯  

一 

／ 

． 

，

Il| 1， ． 

●  

， j  

f  
．1 f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i 茜时 RY中国文化产业 

■70 

磕伤等。这些都是影响器物品相等 

级的因素。察优劣需要鉴定者具有 

一 定的钧瓷专业知识，对钧瓷的工 

艺、不同时期对器物质量的要求标 

准以及对古钧瓷的修复知识都要有 

所了解。在古陶瓷鉴定中，历代行 

家已经总结了很多察优劣的方法， 

并把古陶瓷器物上出现过的毛病定 

名分类，并有详细解释，(本节后面 

就附上这些专用术语)以利于掌握 

古钧瓷器物鉴定的有关知识。其次 

是器物的造型、釉色、胎质等，就 

是从艺术的角度、审美的角度观察 

总结器物的优点和独到之处。从钧 

瓷艺术品欣赏来说，对钧瓷的优劣 

分为外六相内六品，这在钧瓷欣赏 

一 章会详细介绍。这里的察优劣主 

要是察器物的完整程度和烧成成色。 

评价值 

器物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 

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评 

价古钧瓷的价值，是在前面四鉴的 

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是真，器物的 

真是关键，作为古钧瓷只有是真品 

才有历史价值；第二是时代，一般 

时代越早价值相对越高；第三是窑 

口，官窑器比民窑器价值高；第四 

是器物的优劣，主要指是否完整， 

有无损伤，这在经济上尤其重要。 

在很多情况下，一件残损器物有时 

一 钱不值，瓷器界有句俗言 “瓷器 

掉了毛，不值半分毫”。在文物拍卖 

市场上，各方面均相同的完整的和 

残损的两件器物，残者价值至多值 

完整者的十分之一价。另一个是这 

件器物的艺术价值，也是察优劣的 

内容，人们收藏、购买多以此为主 

要标准。就古钧瓷而言 ，美与否，视 

其造型、釉色、纹路、窑变釉画等 

等。这些，在经济上更决定古钧瓷 

器的价值差异。例如，具有很高艺术 

价值的晚期器物价值连城 ，而年代 

较早的平常器物却所值不多。 

在评价古钧瓷价值时，“珍、稀、 

少”是决定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的重要因素。世上的东西都是 “物以 

稀为贵”。如是完整器物，属稀少者， 

自然万分宝贵 ，可提高文物级别，或 

拍卖价格，就是残片，凡属珍、稀、 

少者，科学价值也特别大。例如钧官 

窑的瓷片 ，由于稀少，其价值可谓 

“黄金有价钧无价”。 

古钧瓷鉴定中评其价值，可概 

括一些共同的客观标准，如完整器 

比不完整者价值高；“物以稀为贵”， 

历史上 

或出± 

科学伤 

来价值 

必须 

润，造 

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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