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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元时期在豫西中部地区多个窑址同时生产青瓷和钧瓷，发掘于 2005年的汝州东沟窑遗址 即是该类窑址 

典型代表之一。为系统了解东沟窑青瓷和钧瓷的胎釉元素组成特征和工艺特点、揭示两类瓷器各 自随时代变化的 

规律，本项研究采用 EDXRF和 OM对东沟窑遗址出土且地层明确的43件金、元时期青瓷与钧瓷标本胎、釉化学组 

成和工艺性能进行测试分析 ，探讨了胎、釉的原料配比、釉层厚度和胎釉反应层厚度等工艺特征随时代和标本类型 

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东沟窑同时期青瓷和钧瓷胎体元素组成较接近，而两者釉的元素组成差异明显 ，金元 

钧瓷釉的 SiO ／AI O 摩尔比值都明显高于同时代青瓷的相应比值 ，呈现钧瓷釉典型的高硅低铝组成特征。从金 

代到元代，东沟窑青瓷和钧瓷釉都呈现从钙釉向钙一碱釉 的转变。本项研究还观察到金元钧瓷的釉层和反应层厚 

度均高于同时代的青瓷 ；而从金过渡到元，两类瓷片的釉层和反应层厚度均趋厚。本项研究对揭示金元时期豫西 

中部地区青瓷和钧瓷问的传承和演化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科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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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河南汝州大峪东沟窑位于汝州市大峪乡东 0．5 

公里的东沟村，无名河北岸的台地上。该窑址自20 

世纪 50年代被发现之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曾对其做过 多次调查 _1-2]。 

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窑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发掘面积 400m ，开挖 10m×10m探方 4 

个。出土的瓷器以青瓷和钧瓷为主，白瓷、白地 

黑花瓷甚少 ，器型主要为 日常生活用品 。依据 

地层叠压关系 、器物特征及出土纪年钱币等资 

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此次发掘出土材料 

分为金和元两个 时期。出土青瓷和钧瓷标本 的 

比例随时代有所变化。金代以青瓷为主 ，并开始 

出现青釉红斑窑变和钧瓷标本 。随着时间的推 

移，钧瓷标本数 目逐渐增多，到了元代后期青瓷 

和钧瓷各 占二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邻近 

的禹州神重镇的刘家门、闵庄 、新安北冶和宝丰 

清凉寺窑等古窑址的金、元地层也都同时出土了 

青瓷和钧瓷，且伴随着出土钧瓷的比例随时代有 

增加的特点。 

目前对金元时期豫西中部地区这些窑址是如何 

同时烧造青瓷和钧瓷的科技研究还较薄弱。所见文 

献仅张茂林等 曾报道观察到刘家门窑址出土同 
一 时期青瓷和钧瓷的胎体使用了相似的原料配方， 

而釉料的硅铝摩尔比值存在差异。汝州大峪东沟窑 

发掘出土的青瓷、钧瓷和各类窑具等标本数量众多， 

并具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可为研究该窑 口青瓷 

和钧瓷的变化规律提供典型的标本。为此，本研究 

以东沟窑出土金、元时期青瓷和钧瓷标本为研究对 

象，测试分析了这些瓷片标本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 

釉层、胎体和胎釉反应层厚度，以期探讨风格迥异的 

青瓷和钧瓷产品在胎釉原料选择和烧成工艺的异 

同，以及它们时代的特征和变化趋势，从而为系统研 

究豫西中部地区青瓷与钧瓷之间的传承和演化关系 

提供科技数据。 

l 实验样品和方法 

1．1 实验样品 

本研究分析的瓷片均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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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沟窑青瓷和钧瓷的内外釉层、内外反应层和胎体厚度的平均值与标准误 

Table 3 The thickness of the glaze，reaction layer and body of the samples from Donggou kiln site ( m) 

2．2 东沟窑青瓷和钧瓷胎体的元素组成特征 

为了分析金 、元时期青瓷和钧瓷四类标本元素 

组成的异同，使用 PCA方法对表 1中胎体所有氧化 

物含量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图 2所示的东沟 

窑青瓷和钧瓷(共四类标本)胎体元素组成的第一 

和第二主成分分布散点图。 

图2 东沟窑青瓷和钧瓷胎体化学组成主成分分析散点图 

Fig．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plots based on 

their chemical component of the bodies of celadon and Jun 

wares from Donggou kiln site 

由图2可知金代青瓷与金代钧瓷标本的数据点 

相互交叉重叠，聚集在图2的右部；元代青瓷与元代 

钧瓷标本的数据点也相互交叉重叠，聚集在图2的 

左部。即按照信息量最高的第一主成分，全部样品 

基本上可分为两组，并与时代早晚相对应。金代样 

品的PCA值为正，而元代样品的 PCA值为负。由 

此推测，同一时期青瓷和钧瓷采用了相似的原料制 

备胎体，而在金元之间胎体的原料来源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变化。 

还可以从具体的元素组成上分析早晚胎体原料 

的差别。对第一主成分贡献最大的是 CaO，SiO ， 

MgO，A1：O，诸氧化物。图3是四类瓷片按 SiO 和 

CaO含量分布的箱体图。图3显示金代的胎体为低 

硅高钙，而元代的胎体为高硅低钙，应为两种不同的 

制瓷原料。金、元时期青瓷和钧瓷的胎体原料同步 

发生明显的变化可能与公元 1233～1271年问在禹 

州地区金元间的战乱有关；当时东沟的窑业可能曾 

受到严重的破坏，窑炉熄火，金末的熄火与元代的始 

烧间也许有多年的时间间隔，窑工和相应的原料来 

源可能有所更换。 

＼  

o 

U 

图3 东沟窑不同时代青瓷和钧瓷胎体中 SiO：和 CaO含量分布箱式图 

Fig．3 Box plots of the contents of SiO2 and CaO in the sample bodie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from Donggou kil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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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青瓷和钧瓷釉中助熔剂组分随时代的变 

化特征 罗宏杰等 指出我国的瓷釉配方在南 

宋年间曾发生变化，从早期 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 

剂的钙釉 ，通过 增 加氧 化 钾 的含 量 而转 化 为 

钙一碱釉。后者的高温黏滞度高且熔融温度范围 

较宽而易于控制釉 的烧成过程 ，也利于厚釉的形 

成。罗宏杰  ̈还提出了区分钙釉与钙一碱釉的定 

量标准 ：b≥0．76为钙釉 ，而 0．5≤b<0．76则为 

钙一碱釉。“b”是釉中碱土金属氧化物在碱金属 

和碱土金属氧化物总和中的摩尔 比值 n(RO)。 

按照《陶瓷工艺学》̈  中化学组成计算釉式的 

相关公式 ，将表 2中东沟窑青瓷和钧瓷釉的元 

素组成转化成釉式 ，结果表明东沟窑金元青釉 

与钧釉也经历了从钙釉到钙一碱釉 的转化 ，四类 

标本按 b值分布的箱式 图如图 6所示。无论是 

青釉还是钧釉 ，元代样品的 b值均降低 ，钧釉 的 

b值变化尤 为明显。东沟窑青瓷样 品于金代时 

期已初步出现了钙一碱釉，到元代时期除 17号 

样品特殊外 ，其余样 品都为钙～碱釉。而对 于钧 

瓷釉 ，除 3 1号样品特殊外 ，金代都为钙釉 ，元代 

时都转化 为钙一碱釉 ，而且 b值 变化 甚为显著。 

由此推断，东沟窑青瓷和钧瓷从钙釉向钙～碱釉 

转变的时问基本是 同步 的，这一变化趋势也与 

元代青瓷和钧瓷釉层厚度都有所增加存在一定 

关 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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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沟窑青瓷和钧瓷的釉式中 b值分布箱式图 

Fig．6 Box plots of the Donggou celadon and Jun wares 

based on their glaze⋯b’value 

2．3．3 东沟窑青瓷和钧瓷的釉层和胎釉反应层 

厚度 为 了观察同一时期青釉与钧釉的釉层厚 

度问，以及不同时期同一种釉 的釉层厚度间是否 

存在差别 ，绘制了东沟窑金元时期青瓷和钧瓷 43 

件样品按釉层厚度分布的箱式图(图 7)。由图7 

可见，同一时期 的青瓷与钧瓷相 比，总体上钧瓷 

釉层厚度稍厚于青瓷。这可能与钧瓷釉追求釉 

的乳浊感有关，釉层厚度的增加 ，可降低釉的透 

明度 ，增强釉层 的乳浊感。另一方面，无论青瓷 

或是钧瓷，元代样 品的釉层厚度都较 明显厚于 

金代时期标本 ，这是 因为元代时期青瓷和钧瓷 

釉都 由钙釉转变成了钙～碱釉。前文已提到钙一 

碱釉 的高温黏度较高 ，利于厚釉的形成。此外 

元代的器物器形粗大也可能是导致元代的青瓷 

和钧瓷釉层较厚 的原 因之一 。图示的方法能直 

观地显示不同类型瓷片间釉层厚度的异 同，统 

计学 中严格的“两总体平均值的一致性检验”也 

以相当高的显著性证实了上述的结论 ，另外 比 

较分析表 3中有关 数据也直 观地显示上述 现 

象 。 

鲁 

＼  

趾 
啮 

熏 

图7 东沟窑金元青瓷和钧瓷釉层厚度分布箱式图 

Fig．7 Box plots of the Donggou celadon and Jun wares 

based Oil their glaze thickness 

图 8是东沟窑金元时期青瓷和钧瓷 4类样 

品按胎釉反应层厚度分布的箱式 图，可见 同一 

时期无论金或元 ，钧瓷的反应层厚度均大于青 

瓷。同一类型的瓷器 ，无论青瓷或钧瓷 ，元代样 

品的反应层厚度均大于金代。胎釉反应层的厚 

度在很大程度反映釉的烧成温度高低和保温时 

间的长短 ，据此推断金 、元时期青瓷和钧瓷烧制 

工艺存在一定差异，元代时期烧成温度可能有 

所提高或保温处理时间有所增加 。同时，观察 

到内外釉层的厚度之间和 内外胎釉反应层 的厚 

度之间均高度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785和 +0．936；由于样 品总数达 43件，属 

大标本数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甚高，表 明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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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测量的可靠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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簦 

图8 东沟窑青瓷和钧瓷的胎釉反应层厚度分布箱式图 

Fig．8 Box plots of the Donggou celadon and Jun wares 

based on the thickness of the reaction layer 

综合以上釉的分析可知大峪东沟窑虽为民窑， 

但于金代时期已与邻近窑址同步开始生产新型的钧 

釉，而于元初又随同当时钙釉向钙一碱釉的潮流改变 

了助熔剂的配方，反映了当时窑业技术广泛和迅速 

的交流。元代东沟窑的窑工在新型的助熔剂配方的 

基础上，调整或增加某些富硅、低铝类制釉原料的用 

量，继续生产高硅低铝特征的钧釉瓷。这些都说明 

了东沟窑的窑工已熟练地掌握了釉料配方中各种原 

料的特性和不同配比关系，能同时成功地烧制相当 

高质量的青瓷和钧瓷。 

3 结 论 

通过对大峪东沟窑址出土金、元时期青瓷和钧 

瓷胎、釉主次量元素组成和釉层厚度及胎釉反应层 

厚度的测试研究，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无论金代或元代，东沟窑同时期青瓷和钧 

瓷采用了相似的原料制备胎体，但金元问胎体原料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元代两类胎体都具有较高 

SiC 和较低 CaO含量特征。 

2)大峪东沟窑同一时期钧瓷与青瓷相比，钧 

瓷釉中的 SiC ／A1：O 摩尔比值都明显高于青瓷，呈 

现钧瓷釉的典型高硅低铝组成特征，以满足乳光分 

相釉的物理化学基础条件。在汝州东沟地区，最晚 

在金代时期已能烧制钧瓷。 

3)无论钧瓷或青瓷，从金代到元代，大峪东沟 

窑的瓷釉都呈现从钙釉向钙一碱釉转变的趋势，这有 

利于厚釉形成。 

4)大峪东沟窑金、元时期青瓷和钧瓷四类产 

品的釉层厚度和胎釉反应层厚度都存在显著差异。 

即同时期钧瓷厚于青瓷，元代青瓷和钧瓷都厚于金 

代的。其原因除釉中 SiC ／A1 0 摩尔比值以及碱 

土金属氧化物和碱金属氧化物摩尔比值发生变化 

外，可能与烧成工艺和器形变大也有一定关系。 

上述诸多结论对豫西中部地区金元时同时生产 

青瓷和钧瓷的诸窑址也许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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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w materials and craftsmanship between the celadon and 

and Yuan dynasties from the Donggou kiln site in Ruzhou city 

DING Yin—zhong ，LI He ，W ANG Guang—yao ，DUAN Hong—ying。
， SUN Xin—min ， 

CHEN Tie—mei 。MIAO Jian—rain 

(1．The Palace Museum，BeOing 100009，China； 

2．The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Zhengzhou 450000，China 

3．Department ofArchaeology，Peking University，Beo~ng 10087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western Henan province，a number of kiln 

sites produced both celadon and Jun wares．The Donggou kiln site in Ruzhou city，excavated in 2005，is typical of 

them．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the technology for both celadon 

and Jun wares from the Donggou kiln site，and to trace their development with time，43 pieces of celadon and Jun 

ware sherds from known strata were analyzed by energy dispersive X—ray fluorescence(EDXRF)and optical 

microscopy(OM)．This study shows a close similarity in the body compositions for both the celadon and Jun wares 

in the same period，and also that only minor changes occur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dynasty transition．On the other 

hand，significant changes in glaze composition were detected with the dynasty transition．The calcium glaze of the 

Jin dynasty was replaced by the calcium —alkali glaze of the Yuan dynasty．Also a difference in glaze composi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Donggou celadon and Jun wares in both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namely a signifi— 

cantly higher SiO2／A12 03 molar ratio in Jun wares than in celadon wares．This is crucial to the liquid phase separa— 

tion in glaze that endows the Jun wares with a pleasant opalescent appearance．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laze thickness and the glaze——body——reaction layer thickness among the four categories of sherd samples are 

observed and discussed．This work may offer a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of these two porce— 

lain typ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western Henan province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Key words：Donggou kiln；Celadon and Jun ware；Dynasty；Chemical composition；Craftsmanship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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