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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

工艺，本发明直接在素胚表面的内层保护釉上进

行雕刻，形成图形凹版，再在图形凹版内填充可

变色的加热膨胀釉，加热膨胀釉在保温层的包裹

下加热成型后，在加热膨胀釉的外侧上外层增色

釉，最后通过高温烧制，使加热膨胀釉发生向外

侧凸起的物理反应和变色的化学反应，即可得到

按预定雕刻图案形成的青白釉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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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首先将胎体原料粉碎塑型并烧制素胎，然后将烧制后的素胎浸入内层保护釉

中进行第一次施釉，待第一次施釉完成后，将表面附着有内层保护釉的素胎放入窑炉内进

行第一次烧制，得到半成品A；

步骤二：根据所需要的图案，直接在半成品A的外表面上进行雕刻，雕刻完成后，在半成

品A外表面上的内层保护釉上形成图形凹版；

步骤三：对在步骤二中形成的图形凹版进行打磨，打磨后在图形凹版上涂抹一层粘结

剂；

步骤四：将加热膨胀釉填充在图形凹版内，得到半成品B，所述加热膨胀釉按照重量比，

由42-50份白长石、10-20份石英石、10-20份方解石、3-8份稳定氧化锆、1-5份尖晶石、1-5份

顽辉石、3-7份氧化铁和1-3份海泡石组成，将上述原材料与适量的水放入球磨机中细磨2-

4h,即可得到加热膨胀釉；

步骤五：在半成品B的外侧裹一层保温层后将半成品B  放入窑炉内进行第二次烧制，第

二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C；

步骤六：去掉半成品C表面的保温层，然后将半成品C浸入外层增色釉中进行第二次施

釉，待第二次施釉完成后，将表面附着有外层增色釉的半成品C放入窑炉内进行第三次烧

制，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

烧制为恒温干燥烧制，第一次烧制时窑炉内温度为120-150℃，烧制时间为1-2h，第一次烧

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次

烧制为低温成型烧制，第二次烧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半成品B放入窑炉内，保持窑门开缝2-3cm，然后点火烧制，使炉内温度在

半小时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300-350℃；

第二阶段：在300-350℃的温度下，关严窑门，恒温烧制半小时；

第三阶段：使窑炉内温度在1-2小时内从300-350℃下降至100℃，将烧制完成的半成品

B取出，第二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C。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次

烧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预烧制，将半成品C放入窑炉内，保持窑门开缝2-3cm，然后点火烧制，使窑炉

内温度在2h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580-620℃，然后关严窑门；

第二阶段：氧化气氛烧制，使窑炉内温度在3-4h内从580-620℃均匀升高至950-980℃，

且在此阶段使窑炉内保持氧化氛围；

第三阶段：还原气氛烧制，使窑炉内温度在7-8h从950-980℃均匀升高至1280-1300℃，

且在此阶段使窑炉内保持还原氛围；

第四阶段：冷却，停火待窑炉内温度降至100℃时，将烧制的瓷器取出，即得使用钧瓷用

青白釉制备的钧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

中的保温层由95％的过筛泥土和5％的秸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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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筛泥

土的粒度不大于150um；所述秸秆的长度不大于5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

为丙烯酸聚合物或a-氰基丙烯酸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膨

胀釉中还含有0.3-0.5份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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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钧瓷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钧瓷发端于东汉，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

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

一件”的美誉，凭借其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复杂的配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

变，湖光山色、云霞雾霭、人兽花鸟虫鱼等变化无穷的图形色彩和奇妙韵味，被誉为中国“五

大名瓷”之首。钧瓷的釉色窑变艺术效果不是人为的，而是在窑内炉火的高温下自然形成

的。钧瓷入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色彩的，是一体素净。那七彩辉映、让人心旌动摇的绚丽色

彩和自然逼真的画面都是在烧制过程中在窑内形成的，这就是窑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入

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变原理就是釉料矿物在炉火高温下转化呈色的物理化学现象。好的

窑变效果的形成所需要的因素非常复杂，它需要性能良好的窑炉、器物在窑中的最佳位置

以及科学的烧成制度等因素的巧妙组合才能实现。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就是在人

们对窑变现象有了相当认识和了解的今天，人们对窑变效果也不能完全掌握，往往是招之

不来、不期而至，这也更增添了钧瓷艺术震撼人心的魅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本发明直接在素胚表面

的内层保护釉上进行雕刻，形成图形凹版，再在图形凹版内填充可变色的加热膨胀釉，加热

膨胀釉在保温层的包裹下加热成型后，在加热膨胀釉的外侧上外层增色釉，最后通过高温

烧制，使加热膨胀釉发生向外侧凸起的物理反应和变色的化学反应，即可得到按预定雕刻

图案形成的青白釉钧瓷。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首先将胎体原料粉碎塑型并烧制素胎，然后将烧制后的素胎浸入内层保

护釉中进行第一次施釉，待第一次施釉完成后，将表面附着有内层保护釉的素胎放入窑炉

内进行第一次烧制，得到半成品A；

[0007] 步骤二：根据所需要的图案，直接在半成品A的外表面上进行雕刻，雕刻完成后，在

半成品A外表面上的内层保护釉上形成图形凹版；

[0008] 步骤三：对在步骤二中形成的图形凹版进行打磨，打磨后在图形凹版上涂抹一层

粘结剂；

[0009] 步骤四：将加热膨胀釉填充在图形凹版内，得到半成品B，所述加热膨胀釉按照重

量比，由42-50份白长石、10-20份石英石、10-20份方解石、3-8份稳定氧化锆、1-5份尖晶石、

1-5份顽辉石、3-7份氧化铁和1-3份海泡石组成，将上述原材料与适量的水放入球磨机中细

磨2-4h,即可得到加热膨胀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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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五：在半成品B的外侧裹一层保温层后将半成品B  放入窑炉内进行第二次烧

制，第二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C；

[0011] 步骤六：去掉半成品C表面的保温层，然后将半成品C浸入外层增色釉中进行第二

次施釉，待第二次施釉完成后，将表面附着有外层增色釉的半成品C放入窑炉内进行第三次

烧制，完成；

[0012] 所述第一次烧制为恒温干燥烧制，第一次烧制时窑炉内温度为120-150℃，烧制时

间为1-2h，第一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A；

[0013] 所述第二次烧制为低温成型烧制，第二次烧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0014] 第一阶段：将半成品B放入窑炉内，保持窑门开缝2-3cm，然后点火烧制，使炉内温

度在半小时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300-350℃；

[0015] 第二阶段：在300-350℃的温度下，关严窑门，恒温烧制半小时；

[0016] 第三阶段：使窑炉内温度在1-2小时内从300-350℃下降至100℃，将烧制完成的半

成品B取出，第二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C；

[0017] 所述第三次烧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0018] 第一阶段：预烧制，将半成品C放入窑炉内，保持窑门开缝2-3cm，然后点火烧制，使

窑炉内温度在2h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580-620℃，然后关严窑门；

[0019] 第二阶段：氧化气氛烧制，使窑炉内温度在3-4h内从580-620℃均匀升高至950-

980℃，且在此阶段使窑炉内保持氧化氛围；

[0020] 第三阶段：还原气氛烧制，使窑炉内温度在7-8h从950-980℃均匀升高至1280-

1300℃，且在此阶段使窑炉内保持还原氛围；

[0021] 第四阶段：冷却，停火待窑炉内温度降至100℃时，将烧制的瓷器取出，即得使用钧

瓷用青白釉制备的钧瓷；

[0022] 所述步骤五中的保温层由95％的过筛泥土和5％的秸秆组成；

[0023] 所述过筛泥土的粒度不大于150um；所述秸秆的长度不大于5mm；

[0024] 所述粘结剂为丙烯酸聚合物或a-氰基丙烯酸酪；

[0025] 所述加热膨胀釉中还含有0.3-0.5份碳酸钙。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7] 1 .本发明中，所用青白釉由内层保护釉、加热膨胀釉和外层增色釉组成，其中，内

层保护釉添加有骨粉和玻璃熔块，使其致密性较高，还添加有碱石和滑石，在高温烧制时，

不宜发生破裂和颜色变化，同时，内层保护釉具有很小的膨胀系数，而且其烧结温度相对较

低，  能够在烧结过程中迅速形成液化烧结层包覆住内层起纹釉，并提供较强的压应力，提

高了釉面硬度；加热膨胀釉中添加有一定量的氧化铁、稳定氧化锆、尖晶石和辉顽石，氧化

铁在高温烧制时会产生颜色变化，稳定氧化锆、尖晶石和辉顽石的热膨胀系数较大，且稳定

性极高，即使高温加热也不会发生变色反应，加热膨胀后加热膨胀釉向外凸起；外层增色釉

中添加有大量的玻璃熔块，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和透视性，当加热膨胀釉经高温烧制向外侧

凸起后，外层增色釉也随加热膨胀层向外侧延展，透过外层增色釉即可看到加热膨胀层形

成的图案；

[0028] 2 .本发明在半成品B的烧制过程中，在半成品B的外侧裹一层保温层，保温层由

95％的过筛泥土和5％的秸秆组成，在第二烧制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始终保持窑门开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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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m，然后点火烧制，使炉内温度在半小时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300-350℃，升温迅速，氧气

充足，使保温层迅速的凝结，且保温层中的秸秆在提升过筛泥土粘性的同时，还能在加热后

燃烧，迅速对保温层进行升温，使保温层迅速成形，防止保温层内侧的加热膨胀层在自身重

力的作用下变形；

[0029] 3.本发明直接在素胚表面的内层保护釉上进行雕刻，形成图形凹版，再在图形凹

版内填充可变色的加热膨胀釉，加热膨胀釉中添加有海泡石，海泡石具有极强的吸水能力，

使加热膨胀釉具有一定的粘稠性，再辅以粘结剂，使加热膨胀层可以较稳定的填充在图形

凹版内，加热膨胀釉在保温层的包裹下加热成型后，在加热膨胀釉的外侧上外层增色釉，最

后通过高温烧制，使加热膨胀釉发生向外侧凸起的物理反应和变色的化学反应，即可得到

按预定雕刻图案形成的青白釉钧瓷；

[0030] 4.  加热膨胀釉中还含有0.3-0.5份碳酸钙，在高温烧制时，可以放出二氧化碳，从

而使加热膨胀釉有少量的吸附孔，便于外层增色釉的上釉工序。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阐述，本发明以下各实施例中所用的各

原料均为本领域常规材料。

[0032] 一种钧瓷用青白釉制备钧瓷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首先将胎体原料粉碎塑型并烧制素胎，然后将烧制后的素胎浸入内层保

护釉中进行第一次施釉，待第一次施釉完成后，将表面附着有内层保护釉的素胎放入窑炉

内进行第一次烧制，得到半成品A；所述内层保护釉由42-50份白长石、10-20份石英石、10-

20份方解石、3-8份锆英石、1-5份铜矿石、1-5份氧化锌、1-3份骨粉、1-5份玻璃熔块、3-8份

碱石和1-5份滑石组成，将上述原材料与适量的水放入球磨机中细磨2-4h,即可得到内层保

护釉；

[0034] 步骤二：根据所需要的图案，直接在半成品A的外表面上进行雕刻，雕刻完成后，在

半成品A外表面上的内层保护釉上形成图形凹版；

[0035] 步骤三：对在步骤二中形成的图形凹版进行打磨，打磨后在图形凹版上涂抹一层

粘结剂；

[0036] 步骤四：将加热膨胀釉填充在图形凹版内，得到半成品B，所述加热膨胀釉按照重

量比，由42-50份白长石、10-20份石英石、10-20份方解石、3-8份稳定氧化锆、1-5份尖晶石、

1-5份顽辉石、3-7份氧化铁和1-3份海泡石组成，将上述原材料与适量的水放入球磨机中细

磨2-4h,即可得到加热膨胀釉；

[0037] 步骤五：在半成品B的外侧裹一层保温层后将半成品B  放入窑炉内进行第二次烧

制，第二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C；

[0038] 步骤六：去掉半成品C表面的保温层，然后将半成品C浸入外层增色釉中进行第二

次施釉，待第二次施釉完成后，将表面附着有外层增色釉的半成品C放入窑炉内进行第三次

烧制，完成，所述外层增色釉由42-50份白长石、10-20份石英石、10-20份方解石、3-8份锆英

石、1-5份铜矿石、1-5份氧化锌、5-10份玻璃熔块、3-8份碱石、1-5份滑石和1-5份氧化铝组

成，将上述原材料与适量的水放入球磨机中细磨2-4h,即可得到外层增色釉；

[0039] 所述第一次烧制为恒温干燥烧制，第一次烧制时窑炉内温度为120-150℃，烧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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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1-2h，第一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A；

[0040] 所述第二次烧制为低温成型烧制，第二次烧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0041] 第一阶段：将半成品B放入窑炉内，保持窑门开缝2-3cm，然后点火烧制，使炉内温

度在半小时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300-350℃；

[0042] 第二阶段：在300-350℃的温度下，关严窑门，恒温烧制半小时；

[0043] 第三阶段：使窑炉内温度在1-2小时内从300-350℃下降至100℃，将烧制完成的半

成品B取出，第二次烧制完成后得到半成品C；

[0044] 所述第三次烧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0045] 第一阶段：预烧制，将半成品C放入窑炉内，保持窑门开缝2-3cm，然后点火烧制，使

窑炉内温度在2h内从室温均匀升高至580-620℃，然后关严窑门；

[0046] 第二阶段：氧化气氛烧制，使窑炉内温度在3-4h内从580-620℃均匀升高至950-

980℃，且在此阶段使窑炉内保持氧化氛围；

[0047] 第三阶段：还原气氛烧制，使窑炉内温度在7-8h从950-980℃均匀升高至1280-

1300℃，且在此阶段使窑炉内保持还原氛围；

[0048] 第四阶段：冷却，停火待窑炉内温度降至100℃时，将烧制的瓷器取出，即得使用钧

瓷用青白釉制备的钧瓷；

[0049] 所述步骤五中的保温层由95％的过筛泥土和5％的秸秆组成；

[0050] 所述过筛泥土的粒度不大于150um；所述秸秆的长度不大于5mm；

[0051] 所述粘结剂为丙烯酸聚合物或a-氰基丙烯酸酪；

[0052] 所述加热膨胀釉中还含有0.3-0.5份碳酸钙。

[0053] 实施例1

[0054] 本实施例中，内层保护釉由42份白长石、10份石英石、10份方解石、3份锆英石、1份

铜矿石、1份氧化锌、1份骨粉、1份玻璃熔块、3份碱石和1份滑石组成；

[0055] 加热膨胀釉由42份白长石、10份石英石、10份方解石、3份稳定氧化锆、1份尖晶石、

1份顽辉石、3份氧化铁和1份海泡石组成；

[0056] 外层增色釉由42份白长石、10份石英石、10份方解石、3份锆英石、1份铜矿石、1份

氧化锌、5份玻璃熔块、3份碱石、1-5份滑石和1份氧化铝组成；

[0057] 需要注意的是，内层保护釉、加热膨胀釉以及外层增色釉每份的份数可以相同，也

可以不相同，没有必然的联系。

[0058] 实施例2

[0059] 本实施例中，内层保护釉由50份白长石、20份石英石、20份方解石、8份锆英石、5份

铜矿石、5份氧化锌、3份骨粉、5份玻璃熔块、8份碱石和5份滑石组成；

[0060] 加热膨胀釉由50份白长石、20份石英石、20份方解石、8份稳定氧化锆、5份尖晶石、

5份顽辉石、7份氧化铁和3份海泡石组成；

[0061] 外层增色釉由50份白长石、20份石英石、20份方解石、8份锆英石、5份铜矿石、5份

氧化锌、10份玻璃熔块、8份碱石、1-5份滑石和5份氧化铝组成；

[0062] 需要注意的是，内层保护釉、加热膨胀釉以及外层增色釉每份的份数可以相同，也

可以不相同，没有必然的联系。

[006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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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本实施例中，内层保护釉由48份白长石、15份石英石、15份方解石、5份锆英石、3份

铜矿石、3份氧化锌、2份骨粉、3份玻璃熔块、5份碱石和3份滑石组成；

[0065] 加热膨胀釉由48份白长石、15份石英石、15份方解石、5份稳定氧化锆、3份尖晶石、

3份顽辉石、5份氧化铁和2份海泡石组成；

[0066] 外层增色釉由48份白长石、15份石英石、15份方解石、5份锆英石、3份铜矿石、3份

氧化锌、8份玻璃熔块、5份碱石、3份滑石和3份氧化铝组成；

[0067] 需要注意的是，内层保护釉、加热膨胀釉以及外层增色釉每份的份数可以相同，也

可以不相同，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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