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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台窑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的PIXE和模糊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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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解决钧台窑制作时代问题，选取1974年和2004年两次发掘出土钧瓷样品45个，对这些样

品进行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测定每个样品的化学组分．将所有样品的主量化学组成数据计算平均值和

模糊聚类分析，得到以下分析结果：两者胎的多数主量化学组成平均含量接近但有所不同，其分类关系和胎料产地

接近但有些不同．两者釉的SiO。，CaO，Fe。O。平均含量差别较大，其余7种化学组成平均含量接近；两者多数部分钧

瓷釉的釉料来源和配方接近但不同，少数部分钧瓷釉的釉料来源和配方相似．孔雀绿釉的胎料产地和同时期钧瓷胎

相似，但釉料来源，配方和所有的钧瓷釉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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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瓷窑．钧窑遗址中禹州市城里钧台附近发现的钧台窑被考古学界确认为钧官窑．

1974年，河南省博物馆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对钧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指出

钧窑始烧于宋初，兴盛于北宋末期口]．2004年4～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钧台窑址进行考古发

掘，出土多种瓷器o⋯．王莉英，冯小琦和孙新民等老师对2004年和1974年钧台窑两次出土的钧瓷进行了细

致的对比，确定这批钧釉瓷器的年代应为元代口]．近年来，有关钧官瓷的具体制作时间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

的焦点卧]．钧台窑这些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的制作时期，分类关系，配方及无损鉴别方法等问题困扰着科

技界和考古学界．我们用PIXE测试了钧台窑1974年和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的化学组成，对这些数据进行

化学组成平均值和模糊聚类分析，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1样品和PIXE实验

所选取的钧瓷残片样品由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提供，其中包括1974年发掘出土的天蓝釉，海蓝釉，玫瑰紫

釉，葡萄紫釉，海棠红釉，月白釉，天青釉钧瓷样品各5个；2004年发掘出土的紫色釉钧瓷样品6个，紫蓝釉

钧瓷样品2个，孔雀绿釉钧瓷样品2个．这两次发掘出土的地理位置仅一条马路之隔，都属于钧台窑区．所有

样品的代号，名称，釉色，发掘出土时间示于表1．

PIXE实验是在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串列加速器NEC9SDH一2上进行的，采用外束PIXE技术测

定样品的化学组分，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由测得的x射线能谱，采用GuPIx一96程序计算，即可算得样

品的化学组分(Z>11)跚．将这些PIXE数据进行平均值和动态模糊聚类分析，可以了解不同时期出土钧瓷

的胎，釉料来源，配方和分类关系．

2不同时期样品的平均值和动态模糊聚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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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钧台窑两次发掘出土样品情况表

2．1不同时期样品胎的平均值分析

由PIXE测试结果可以计算1974年和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样品各主量化学组成的平均值，标准误

差，两平均值之间的差值，计算结果见表2．

表2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胎的主量化学组成平均值及标准误差(单位：％(质量分数))

由表2可以看出，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的MgO，SiO。，Fe：O。平均含量高于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

而Al。O。，P。O；，K。O，CaO，TiO。平均含量低于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两者胎的多数主量化学组成平均

值接近但有所不同．

2．2 不同时期样品胎的动态模糊聚类分析

模糊聚类分析是根据模糊数学理论，用模糊矩阵的方法建立概念，发现规律，建立模型的一种方法[6]．每

个样品可由所含元素的含量或化学组分的含量表示其原料来源的特征[7]．把用PIXE方法测得的不同时期

发掘出土钧瓷胎样品的MgO，A1。O。，SiO。，P。O。，K。O，CaO，TiO：，MnO，Fe。O。9种主量化学组成，用模糊

聚类分析法进行归类分析，得到如图1所示的动态模糊聚类分析图．由图1可知，样品的分类情况与阈值入

有关．我们参考理论值根据经验确定最佳阈值邱]．将最佳阈值定为0．841，这时，样品大体上分为以下4大

类：

第1类：多数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类．包括从J89 b到J105 b的28个各种釉色钧瓷胎样品，它们的

原料来源相对比较集中一些．

第2类：少数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样品类．这6个1974年钧瓷胎样品之间的关系稍疏远一些，它们

和多数钧瓷胎样品的关系也较疏远．

第3类：个别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类．这1类只有一个样品，是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样品J331b，

它和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的分类关系稍远，和少数7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样品的分类关系接近．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现象，有可能是该样品的胎料来源和少数钧瓷胎样品接近，但也有可能是该样品受到了人为或自然

的干扰所致．

第4类：多数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类．这些样品的胎料来源相对比较分散．

2．3不同时期样品釉的平均值分析

由PIXE测试结果可以计算1974年和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样品各主量化学组成的平均值，标准误

差，两平均值之间的差值，计算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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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胎的动态模糊聚类分析图

表3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釉的主量化学组成平均值及标准误差(单位：％(质量分数))

由表3可以看出，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的SiO：平均含量明显高于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MKO，

A1：O。，K。O平均含量略高于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而CaO，Fe。O。平均含量明显低于2004年发掘出土

钧瓷釉，P。O。，TiO：，MnO，CuO平均含量略低于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两者釉的主量化学组成平均值有

所不同．

2．4不同时期样品釉的动态模糊聚类分析

把用PIXE方法测得的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釉样品的MgO，A1：O。，SiO：，P。O。，K。O，CaO，TiOz，

MnO，Fe。O。，CuO 10种主量化学组成，用模糊聚类分析法进行归类分析，得到如图2所示的动态模糊聚类

分析图．参考理论值将最佳阈值定为0．887，这时，样品大体上分为以下4大类：

第1类：多数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类．在该类32个各种釉色样品中，只有1个J323 g是2004年发掘

出土的钧瓷釉样品，其余都是1974年发掘出土的钧瓷釉样品．它们的釉料来源相对比较集中一些．

第2类：少数1974年和2004年发掘出土混合钧瓷釉类．相对而言，这6个钧瓷釉样品之间的关系较为

分散，它们和多数钧瓷釉样品的关系也较疏远．

第3类：多数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类．这些样品的釉料来源相对比较分散．

万方数据



92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4类：2004年发掘出土孔雀绿釉样品类．这1类共有两个2004年发掘出土的孔雀绿釉样品，这两个

样品的釉料来源或配方有所不同，它们和其它钧瓷样品的釉料来源或配方明显不同．

3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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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2不同时期发掘m-j二钧瓷釉的动态模糊聚类分析图

综合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样品的胎料产地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胎的胎料产地稍分散

一些，两者接近但稍有些不同．

(2)多数]97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样品的釉料来源相对比较集中，配方变化相对较少，2004年发掘出土

钧瓷釉的原料来源稍分散一些，配方变化相对较多；多数197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样品的釉料来源，配方和多

数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样品接近，但不相同；少数1974和2004年发掘出土钧瓷釉样品的釉料来源和配

方相似．

(3)2004年发掘出土孔雀绿釉的胎料产地和2004年钧瓷胎相似，但釉料来源，配方和所有的钧瓷釉都

不相同．

(4)PIXE分析和模糊聚类分析相结合，可以为无损测试不同时期钧瓷和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鉴别方

法提供一条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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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production era of Juntai kiln，We selected 45 Jun porcelain samples unearthed in

1974 and 2004，analysed the samples by Proton Induced X ray Emission(PIXE)，and detemined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each sample．After analysing the data of the major chemical components of all the samples by calculation of average and analysis

of fuzzy cluster，we go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most major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he two porcelain body

are close but different，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sources of of the materials are also close but slightly different．The average

contents of SiOz，CaO，Fe2 03 in the glaze of both vary greatly，while the remaining seven chemical components have similar

average content．The source and recipe of most glaze are close but different，while those of a small part are similar．The origion

of the material of the malachite green glaze is close to Jun Porcelain at the same period，but the origin and recipe of the glaze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ll the Jun porcelains．

Key words：Juntai Porcelain kilns；PIXE；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verage；fuzzy cluster analysis；mineral sources and

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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