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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瓷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哥窑青

瓷及其烧制方法。一种哥窑青瓷，包括瓷胎和釉

层，瓷胎由坯料烧制而成，釉层由釉料烧制而成，

按照100％的重量百分含量计，所述坯料由以下

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0-32％、竹垟白土18-20％、

紫金土32-35％、漳州黏土2-3％、高岭土10-

12％、Al2O3微粉2-3％；所述釉料包括哥窑内釉

料和作为外釉的青瓷釉料，按照100％的重量百

分含量计，哥窑内釉料由以下原料制成：钾长石

15-18％、西源釉土18-25％、紫金土40-45％、石

灰石14-16％、滑石粉3-4％、高岭土2-3％。本发

明以多种瓷土矿物为原料，制得的青瓷产品外观

与南宋黑胎哥窑青瓷极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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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哥窑青瓷，包括瓷胎和釉层，所述瓷胎由坯料烧制而成，所述釉层由釉料烧制而

成，其特征在于：按照100％的重量百分含量计，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0-

32％、竹垟白土18-20％、紫金土32-35％、漳州黏土2-3％、高岭土10-12％、Al2O3微粉2-3％；

所述釉料包括哥窑内釉料和作为外釉的青瓷釉料，按照100％的重量百分含量计，所述哥窑

内釉料由以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5-18％、西源釉土18-25％、紫金土40-45％、石灰石14-

16％、滑石粉3-4％、高岭土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南宋薄胎厚釉黑胎青瓷，其特征在于：所述哥窑青瓷釉料

(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7-39％、西源釉土17-19％、紫金土9-11％、石灰石19-

21％、滑石粉1-3％、钾长石4-6％、石英6-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南宋薄胎厚釉黑胎青瓷，其特征在于：所述哥窑内釉料由以

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5％、西源釉土20％、紫金土44％、石灰石16％、滑石粉3％、高岭土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南宋薄胎厚釉黑胎青瓷，其特征在于：所述哥窑青瓷釉料

(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8％、西源釉土18％、紫金土10％、石灰石20％、滑石粉

2％、钾长石5％、石英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南宋薄胎厚釉黑胎青瓷，其特征在于：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

制成：花桥白土30％、竹垟白土20％、紫金土35％、漳州黏土3％、高岭土10％、Al2O3微粉2％。

6.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哥窑青瓷的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A、烧制素烧坯：将所述胎料的所有原料加水混合均匀，制成坯泥，将所述坯泥成型干燥

后，入窑烧制，制成素烧坯；

B、分别配制哥窑内釉料和青瓷釉料：分别将所述釉料中的原料按照配比进行混合，粉

碎后，加水球磨，过筛后即得哥窑内釉料和青瓷釉料；

C、施釉：将所述哥窑内釉料施于所述素烧坯上，干燥后形成厚度均匀的釉层，即得坯

体，坯体冷却后采用青瓷釉料进行第二次施釉；

D、烧制：待坯体上的釉层自然干透后，入窑烧制，烧制中起止温度均为室温，烧制后出

窑即得成品。不含自然降温阶段的烧制总时间一般控制在12-14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所述烧制包括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升温阶段，温度区间为室温～500℃，时间为230～250分钟，窑门留10cm缝隙

以便水蒸气排出；

第二阶段：氧化阶段，关闭窑门，温度区间为500～900℃，时间为110～130分钟；该步骤

大约2小时；

第三阶段：还原前保温阶段，温度区间为900～1100℃，时间为170～190分钟；温度区间

为1100～1270℃，时间为80～100分钟；

因为含铁量高，胎体内的杂质等形成小气泡较多因此排气慢，需要充分氧化才能排出，

以形成致密度高的胎体；

第四阶段：强还原阶段，温度区间为1270～1290℃，时间为80～100分钟；

第五阶段：自然降温阶段，开窑门，控制门缝约6-15cm，

首先，控制温度缓缓下降，温度区间为1290～1200℃，时间为120～150分钟；

其次，温度区间为1200℃～200℃，时间为120～150分钟，缓慢自然降温，温度降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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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窑门打开，烧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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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哥窑青瓷及其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瓷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哥窑青瓷及其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龙泉哥窑瓷器的胎色有深灰、浅灰、黑灰和土黄等多种色泽,釉色更有粉青、月白、

油灰、青黄的不同,而以油灰为主。其主要特点是釉面布满龟裂的纹片,通常称之为“开片”。

这种由细小裂纹所形成的片纹,大小有别、裂纹颜色的深浅也不一。

[0003] 宋代哥窑裂纹釉作为一种艺术陶瓷的装饰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由于年代久远，哥

窑瓷器配方及制造工艺早已失传，为满足日渐增长的消费者的需求，近年来有人尝试恢复

宋代哥窑瓷器配方及制造工艺，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哥窑青瓷，该哥窑青瓷产品可实现发色纯正的青釉釉面，经本发

明提供的烧制方法产生适合的裂纹且主体不开裂，成品率高。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哥窑青瓷，包括瓷胎和釉层，所述瓷胎由坯料烧制而成，所述釉层由釉料烧制

而成，按照100％的重量百分含量计，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0-32％、竹垟白

土18-20％、紫金土32-35％、漳州黏土2-3％、高岭土10-12％、Al2O3微粉2-3％；所述釉料包

括哥窑内釉料和作为外釉的青瓷釉料，按照100％的重量百分含量计，所述哥窑内釉料由以

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5-18％、西源釉土18-25％、紫金土40-45％、石灰石14-16％、滑石粉3-

4％、高岭土2-3％。本发明以多种瓷土矿物为原料，制得的青瓷产品外观与南宋黑胎哥窑青

瓷极似。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哥窑青瓷釉料(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7-39％、西源

釉土17-19％、紫金土9-11％、石灰石19-21％、滑石粉1-3％、钾长石4-6％、石英6-8％。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哥窑内釉料由以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5％、西源釉土20％、紫金土

44％、石灰石16％、滑石粉3％、高岭土2％。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哥窑青瓷釉料(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8％、西源釉土

18％、紫金土10％、石灰石20％、滑石粉2％、钾长石5％、石英7％。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0％、竹垟白土20％、紫金土35％、

漳州黏土3％、高岭土10％、Al2O3微粉2％。

[0011] 一种所述的哥窑青瓷的烧制方法，该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A、烧制素烧坯：将所述胎料的所有原料加水混合均匀，制成坯泥，将所述坯泥成型

干燥后，入窑烧制，制成素烧坯；

[0013] B、分别配制哥窑内釉料和青瓷釉料：分别将所述釉料中的原料按照配比进行混

合，粉碎后，加水球磨，过筛后即得哥窑内釉料和青瓷釉料；

[0014] C、施釉：将所述哥窑内釉料施于所述素烧坯上，干燥后形成厚度均匀的釉层，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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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体，坯体冷却后采用青瓷釉料进行第二次施釉；

[0015] D、烧制：待坯体上的釉层自然干透后，入窑烧制，烧制后出窑即得成品。总烧制时

间一般控制在12-13小时左右。

[0016] 本发明哥窑胎土的含铁量为4.0-4.5％，比常规产品含铁量高1％左右。

[0017] 本发明经500多次试验研制成功，具体烧制方法是：在素胎外两次施釉，第一次施

哥窑内釉料，第二次施青瓷釉料(外釉)，然后一次偏中温烧制，烧制温度控制在1270℃-

1290℃，使胎料、内釉、外釉三者在烧制过程中需要达到合理的膨胀系数，避免烧制的产品

开裂。本发明的烧制温度略低于现有产品的烧制温度。

[0018] 作为优选，步骤D、所述烧制包括如下阶段：

[0019] 第一阶段：升温阶段，温度区间为室温～500℃，时间为230～250分钟，窑门留10cm

缝隙以便水蒸气排出；该步骤大约4小时，比常规烧制时间多60分钟左右；烧制时间久的目

的是，胎厚，密度强，升温后容易开裂，延长烧制时间，避免胎体开裂；

[0020] 第二阶段：氧化阶段，关闭窑门，温度区间为500～900℃，时间为110～130分钟；该

步骤大约2小时；

[0021] 第三阶段：还原前保温阶段，温度区间为900～1100℃，时间为170～190分钟；温度

区间为1100～1270℃，时间为80～100分钟；

[0022] 该步骤比常规烧制时间多120分钟左右；

[0023] 因为含铁量高，胎体内的杂质等形成小气泡较多因此排气慢，需要充分氧化才能

排出，以形成致密度高的胎体；

[0024] 第四阶段：强还原阶段，温度区间为1270～1290℃，时间为80～100分钟；

[0025] 第五阶段：自然降温阶段，开窑门，控制门缝约6-15cm，

[0026] 首先，控制温度缓缓下降，温度区间为1290～1200℃，时间为120～150分钟；

[0027] 其次，温度区间为1200℃～200℃，时间为120～150分钟，缓慢自然降温，温度降至

200℃时，窑门打开，烧制完成。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使用合理的原矿原料试验出胎、釉配方，并在高温还

原气氛中烧制出釉层丰厚、展现出玉质青瓷釉面，该类釉色可将铁胎之黑色质地全面复盖，

釉面色泽在瓶口黑胎的衬托下呈现出质感细腻、温润类玉，产品整体产生外釉厚重，由内而

外的开裂效果但产品不会整理渗漏或开裂，适用于做酒具、盛水容器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应当理解，本发

明的实施并不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对本发明所做的任何形式上的变通和/或改变都将落

入本发明保护范围。

[0030] 在本发明中，若非特指，所有的份、百分比均为重量单位，所采用的设备和原料等

均可从市场购得或是本领域常用的。下述实施例中的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

规方法。

[0031] 花桥白土，采集自浙江省丽水龙泉市上垟镇花桥村；

[0032] 竹垟白土，采集自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宝溪乡竹垟村。

[0033]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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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一种哥窑青瓷，包括瓷胎和釉层，所述瓷胎由坯料烧制而成，所述釉层由釉料烧制

而成，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0kg、竹垟白土20kg、紫金土35kg、漳州黏土3kg、

高岭土10kg、Al2O3微粉2kg。

[0035] 所述釉料有两种，一种是哥窑内釉料和一种是作为外釉的青瓷釉料，所述哥窑内

釉料由以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5kg、西源釉土20kg、紫金土44kg、石灰石16kg、滑石粉3kg、高

岭土2kg。所述哥窑青瓷釉料(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8kg、西源釉土18kg、紫金

土10kg、石灰石20kg、滑石粉2kg、钾长石5kg、石英7kg。

[0036] 所述的哥窑青瓷的烧制方法步骤具体是：

[0037] A、烧制素烧坯：将所述胎料的所有原料加水混合均匀，制成坯泥，将所述坯泥成型

干燥后，入窑烧制，制成素烧坯；

[0038] B、分别配制哥窑内釉料和青瓷釉料：分别将所述釉料中的原料按照配比进行混

合，粉碎后，加水球磨，过筛后即得哥窑内釉料和青瓷釉料；

[0039] C、施釉：将所述哥窑内釉料施于所述素烧坯上，干燥后形成厚度均匀的釉层，即得

坯体，坯体冷却后采用青瓷釉料进行第二次施釉；

[0040] D、烧制：待坯体上的釉层自然干透后，入窑烧制，烧制后出窑即得成品。总烧制时

间一般控制在12-13小时左右。

[0041] 所述烧制包括如下阶段：

[0042] 第一阶段：升温阶段，温度区间为室温～500℃，该过程时间约为240分钟，窑门留

10cm缝隙以便水蒸气排出；烧制时间久的目的是，胎厚，密度强，升温后容易开裂，延长烧制

时间，避免胎体开裂；

[0043] 第二阶段：氧化阶段，关闭窑门，温度区间为500～900℃，该过程时间约为120分

钟；

[0044] 第三阶段：还原前保温阶段，温度区间为900～1100℃，该过程时间约为180分钟；

因为含铁量高，胎体内的杂质等形成小气泡较多因此排气慢，需要充分氧化才能排出，以形

成致密度高的胎体；

[0045] 继续升温，温度区间为1100～1270℃，该过程时间约为90分钟；

[0046] 第四阶段：强还原阶段，温度区间为1270～1290℃，该过程时间约为90分钟；

[0047] 第五阶段：自然降温阶段，开窑门，控制门缝约6-15cm，首先，控制温度缓缓下降温

度区间为1290～1200℃，该过程控制时间为120～150分钟；其次，温度区间为1200℃～200

℃，时间为120～150分钟左右，缓慢自然降温，温度降至200℃时，窑门打开，烧制完成。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哥窑青瓷，包括瓷胎和釉层，所述瓷胎由坯料烧制而成，所述釉层由釉料烧制

而成，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2kg、竹垟白土18kg、紫金土33kg、漳州黏土3kg、

高岭土12kg、Al2O3微粉2kg。

[0050] 所述釉料有两种，一种是哥窑内釉料和一种是作为外釉的青瓷釉料，所述哥窑内

釉料由以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8kg、西源釉土22kg、紫金土41kg、石灰石14kg、滑石粉3kg、高

岭土2kg。所述哥窑青瓷釉料(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9kg、西源釉土18kg、紫金

土9kg、石灰石20kg、滑石粉2kg、钾长石4kg、石英8kg。

[0051] 哥窑青瓷烧制工艺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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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哥窑青瓷，包括瓷胎和釉层，所述瓷胎由坯料烧制而成，所述釉层由釉料烧制

而成，所述坯料由以下原料制成：花桥白土32kg、竹垟白土19kg、紫金土32kg、漳州黏土2kg、

高岭土12kg、Al2O3微粉3kg。

[0054] 所述釉料有两种，一种是哥窑内釉料和一种是作为外釉的青瓷釉料，所述哥窑内

釉料由以下原料制成：钾长石15kg、西源釉土24kg、紫金土40kg、石灰石16kg、滑石粉3kg、高

岭土2kg。所述哥窑青瓷釉料(外釉)由以下原料制成：黄石玄釉土37kg、西源釉土19kg、紫金

土10kg、石灰石21kg、滑石粉1kg、钾长石5kg、石英7kg。

[0055] 哥窑青瓷烧制工艺同实施例1。

[0056] 本发明通过多次实验配制出了哥窑开片青瓷胎料，该类胎料有较好的成型性能，

烧制出釉层丰厚、展现出玉质青瓷釉面，该类釉色可将铁胎之黑色质地全面复盖，釉面色泽

在瓶口黑胎的衬托下呈现出质感细腻、温润类玉，产品整体产生外釉厚重，由内而外的开裂

效果但产品不会整理渗漏或开裂，适用于做酒具、盛水容器等。

[005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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