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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陶瓷及其制备工艺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及其制备方法，树

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

红花开孔内填充红花晶种，坯体上施加面釉，面

釉上方在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施加红花釉。在

同一个析晶温度下进行保温，绿刺开孔内的绿刺

晶种在发育的过程中与树干纹路、树枝纹路中扩

散的绿刺晶种釉发生相融和连接，从而扩散形成

绿色针状晶花，红花开孔内的红花晶种扩散发育

形成红色花朵状晶花，釉面上的红花釉也同时析

晶扩散呈红色花朵状晶花，从而形成中间颜色深

红外周颜色浅红的重叠花色形态，且釉上釉下皆

有红色晶花，具有立体感，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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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包括坯体，所述坯体上刻有树干纹路和树枝纹

路，所述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两边开设有绿刺开孔，所述树枝纹路的末端附近开设有红花

开孔，所述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所述红花开孔内填充红花晶

种，所述坯体上施加面釉，所述面釉上方在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施加红花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树干纹路的根部和

树枝纹路相连，所述树干纹路的宽度为1‑1.5mm，所述树枝纹路的宽度为0.5‑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刺开孔距离树干

纹路或树枝纹路的距离为1.5‑2mm，所述绿刺开孔的直径为0.2‑0.3mm、深度为1.5‑2.5mm，

所述红花开孔距离树枝纹路末端的距离为5‑6mm，所述红花开孔的直径为0.4‑0.5mm、深度

为2‑3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刺晶种的原料按

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石英25‑28份、氧化锌35‑38份、氧化铜5‑6份、高岭土10‑12份、滑石

5‑6份、水白2‑3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红花晶种的原料按

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高岭土5‑8份、石英30‑35份、氧化锌15‑18份、氧化锰16‑19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红花釉的原料按重

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红花晶种20‑25份、长石15‑18份、高岭土15‑25份、二氧化硅8‑10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釉的原料按重量

份计包括如下组分：苏州土5‑8份、石英5‑10份、硼砂10‑12份、长石12‑15份、氧化钛3‑4份、

黄土5‑8份、高岭土14‑16份。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a、坯体成型，在坯体表面加工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

步骤b、在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的两侧开设绿刺开孔，在树枝纹路末端开设红花开孔；

步骤c、在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在红花开孔内填充红花晶

种；

步骤d、施加面釉，干燥；

步骤e、在面釉上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施加红花釉；

步骤f、烧成，快速冷却后保温，然后缓慢冷却，制得陶瓷。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刺晶

种和红花晶种的制备方法为：将原料组分按比例配置并混合，然后磨成直径小于1mm的粉末

颗粒；所述红花釉的制备方法为:将红花晶种和其他原料按比例配置混合均匀并球磨，加

40‑50份水、1‑2份甘油混合。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f

中烧成的具体步骤为：0‑1h，缓慢升温至300℃以脱除釉料中部分结晶水；1‑1.8h，快速升温

至800℃，使釉料开始玻化；1.8‑2h，保持800℃；2‑2 .5h，快速升温至1230℃的烧成温度；

2.5‑2.8h，快速降温至950℃的析晶温度；2.8‑5h，在析晶温度下保温，绿刺开孔内的绿刺晶

种在发育的过程中与树干纹路、树枝纹路中扩散的绿刺晶种釉发生相融，形成绿色针状晶

花，红花开孔内的红花晶种扩散发育形成红色花朵状晶花，釉面上的红花釉也同时析晶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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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呈红色花朵状晶花，从而形成中间颜色深红外周颜色浅红的重叠花色形态；5h以后，在窑

炉中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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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及其制备工艺领域，具体的涉及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产品烧制过程中，由于釉内含有足量的结晶性物质(熔质)，经熔融后处于饱和状

态，在缓冷过程中形成析晶。它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源于我国古代的颜色釉。结晶

釉区别于普通釉的根本特征在于釉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可见结晶体(即我们所能看到的釉面

上或釉中的晶花)。在晶体生产阶段保温温度与晶花的形态有关，保温温度从高往低，晶花

的形态逐渐从棒状转变至花朵状，由于棒状(针状)晶花和花朵状晶花成型的保温温度不

同，在实际烧成中，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生成，而不能够同时在一次烧成的过程中同时表达出

来，因此结晶釉的表现形态单一，有鉴于此，本案由此产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通过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及其制备方法解决至少上述问

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

征在于：包括坯体，所述坯体上刻有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所述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两边开

设有绿刺开孔，所述树枝纹路的末端附近开设有红花开孔，所述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

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所述红花开孔内填充红花晶种，所述坯体上施加面釉，所述面釉上方

在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施加红花釉。

[0005] 优选的，所述树干纹路的根部和树枝纹路相连，所述树干纹路的宽度为1‑1 .5mm，

所述树枝纹路的宽度为0.5‑1mm。

[0006] 优选的，所述绿刺开孔距离树干纹路或树枝纹路的距离为1.5‑2mm，所述绿刺开孔

的直径为0.2‑0.3mm、深度为1.5‑2.5mm，所述红花开孔距离树枝纹路末端的距离为5‑6mm，

所述红花开孔的直径为0.4‑0.5mm、深度为2‑3mm。

[0007] 优选的，所述绿刺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石英25‑28份、氧化锌35‑

38份、氧化铜5‑6份、高岭土10‑12份、滑石5‑6份、水白2‑3份。

[0008] 优选的，所述红花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高岭土5‑8份、石英30‑35

份、氧化锌15‑18份、氧化锰16‑19份。

[0009] 优选的，所述红花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红花晶种20‑25份、长石15‑

18份、高岭土15‑25份、二氧化硅8‑10份。

[0010] 优选的，所述面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苏州土5‑8份、石英5‑10份、硼

砂10‑12份、长石12‑15份、氧化钛3‑4份、黄土5‑8份、高岭土14‑16份。

[0011] 根据上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a、坯体成型，在坯体表面加工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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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b、在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的两侧开设绿刺开孔，在树枝纹路末端开设红花开

孔；

[0014] 步骤c、在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在红花开孔内填充红

花晶种；

[0015] 步骤d、施加面釉，干燥；

[0016] 步骤e、在面釉上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施加红花釉；

[0017] 步骤f、烧成，快速冷却后保温，然后缓慢冷却，制得陶瓷。

[0018] 优选的，所述绿刺晶种和红花晶种的制备方法为：将原料组分按比例配置并混合，

然后磨成直径小于1mm的粉末颗粒；所述红花釉的制备方法为:将红花晶种和其他原料按比

例配置混合均匀并球磨，加40‑50份水、1‑2份甘油混合。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f中烧成的具体步骤为：0‑1h，缓慢升温至300℃以脱除釉料中部

分结晶水；1‑1.8h，快速升温至800℃，使釉料开始玻化；1.8‑2h，保持800℃；2‑2.5h，快速升

温至1230℃的烧成温度；2.5‑2.8h，快速降温至950℃的析晶温度；2.8‑5h，在析晶温度下保

温，绿刺开孔内的绿刺晶种在发育的过程中与树干纹路、树枝纹路中扩散的绿刺晶种釉发

生相融，形成绿色针状晶花，红花开孔内的红花晶种扩散发育形成红色花朵状晶花，釉面上

的红花釉也同时析晶扩散呈红色花朵状晶花，从而形成中间颜色深红外周颜色浅红的重叠

花色形态；5h以后，在窑炉中自然冷却。

[0020] 由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提供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及其制备方法具有如下有

益效果：在同一个析晶温度下进行保温，绿刺开孔内的绿刺晶种在发育的过程中与树干纹

路、树枝纹路中扩散的绿刺晶种釉发生相融和连接，从而扩散形成绿色针状晶花，红花开孔

内的红花晶种扩散发育形成红色花朵状晶花，釉面上的红花釉也同时析晶扩散呈红色花朵

状晶花，从而形成中间颜色深红外周颜色浅红的重叠花色形态，且釉上釉下皆有红色晶花，

具有立体感，加上树干纹路、树枝纹路本身呈现的绿色形态，整体呈现了绿色枝干、绿色针

刺和红色花朵的形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2]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3] 本发明所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其特征在于：包括坯体，所述坯体上刻有树

干纹路和树枝纹路，所述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两边开设有绿刺开孔，所述树枝纹路的末端

附近开设有红花开孔，所述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所述红花开孔

内填充红花晶种，所述坯体上施加面釉，所述面釉上方在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施加红花

釉。

[0024] 所述树干纹路的根部和树枝纹路相连，所述树干纹路的宽度为1‑1.5mm，所述树枝

纹路的宽度为0.5‑1mm，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填充绿刺晶种在烧成后呈现绿色的枝干形态。

[0025] 所述绿刺开孔距离树干纹路或树枝纹路的距离为1.5‑2mm，所述绿刺开孔的直径

为0.2‑0.3mm、深度为1.5‑2.5mm，所述红花开孔距离树枝纹路末端的距离为5‑6mm，所述红

花开孔的直径为0.4‑0.5mm、深度为2‑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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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绿刺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石英25‑28份、氧化锌35‑38份、氧

化铜5‑6份、高岭土10‑12份、滑石5‑6份、水白2‑3份，绿刺晶种在晶花形成后呈现绿色。

[0027] 所述红花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高岭土5‑8份、石英30‑35份、氧化

锌15‑18份、氧化锰16‑19份，红花晶种在晶花成型后呈现红色。

[0028] 所述红花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红花晶种20‑25份、长石15‑18份、高

岭土15‑25份、二氧化硅8‑10份，红花釉以红花晶种为原料进一步配置，烧成后呈现红色。

[0029] 所述面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苏州土5‑8份、石英5‑10份、硼砂10‑12

份、长石12‑15份、氧化钛3‑4份、黄土5‑8份、高岭土14‑16份，面釉在烧成后呈现浅黄色，从

而为其他结晶晶花提供一个反差较大的对比底色。

[0030] 具体实施例一

[0031] 所述绿刺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石英25份、氧化锌35份、氧化铜5

份、高岭土10份、滑石5份、水白2份。

[0032] 所述红花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高岭土5份、石英30份、氧化锌15

份、氧化锰16份。

[0033] 所述红花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红花晶种20份、长石15份、高岭土15

份、二氧化硅8份。

[0034] 所述面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苏州土5份、石英5份、硼砂10份、长石

12份、氧化钛3份、黄土5份、高岭土14份。

[0035] 具体实施例二

[0036] 所述绿刺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石英28份、氧化锌38份、氧化铜6

份、高岭土12份、滑石6份、水白3份。

[0037] 所述红花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高岭土8份、石英35份、氧化锌18

份、氧化锰19份。

[0038] 所述红花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红花晶种25份、长石18份、高岭土25

份、二氧化硅10份。

[0039] 所述面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苏州土8份、石英10份、硼砂12份、长石

15份、氧化钛4份、黄土8份、高岭土16份。

[0040] 具体实施例三

[0041] 所述绿刺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石英26.3份、氧化锌36.2份、氧化

铜5.5份、高岭土11.7份、滑石5.6份、水白2.9份。

[0042] 所述红花晶种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高岭土7.2份、石英32.4份、氧化

锌16.5份、氧化锰17.8份。

[0043] 所述红花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红花晶种22.3份、长石16.1份、高岭

土20.8份、二氧化硅9.2份。

[0044] 所述面釉的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苏州土7.3份、石英8.8份、硼砂11.3

份、长石13.2份、氧化钛3.7份、黄土6.2份、高岭土15.3份。

[0045] 根据上述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步骤a、坯体成型，在坯体表面加工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

[0047] 步骤b、在树干纹路和树枝纹路的两侧开设绿刺开孔，在树枝纹路末端开设红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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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0048] 步骤c、在树干纹路、树枝纹路和绿刺开孔内填充绿刺晶种，在红花开孔内填充红

花晶种；

[0049] 步骤d、施加面釉，干燥；

[0050] 步骤e、用毛笔蘸红花釉，在面釉上与红花开孔对应的位置点状施加红花釉；

[0051] 步骤f、烧成，快速冷却后保温，然后缓慢冷却，制得陶瓷。

[0052] 所述绿刺晶种和红花晶种的制备方法为：将原料组分按比例配置并混合，然后磨

成直径小于1mm的粉末颗粒；所述红花釉的制备方法为:将红花晶种和其他原料按比例配置

混合均匀并球磨，加40‑50份水、1‑2份甘油混合。

[0053] 所述步骤f中烧成的具体步骤为：0‑1h，缓慢升温至300℃以脱除釉料中部分结晶

水；1‑1 .8h，快速升温至800℃，使釉料开始玻化；1.8‑2h，保持800℃；2‑2.5h，快速升温至

1230℃的烧成温度；2.5‑2.8h，快速降温至950℃的析晶温度；2.8‑5h，在析晶温度下保温，

绿刺开孔内的绿刺晶种在发育的过程中与树干纹路、树枝纹路中扩散的绿刺晶种釉发生相

融，形成绿色针状晶花，红花开孔内的红花晶种扩散发育形成红色花朵状晶花，釉面上的红

花釉也同时析晶扩散呈红色花朵状晶花，从而形成中间颜色深红外周颜色浅红的重叠花色

形态；5h以后，在窑炉中自然冷却。

[0054] 在同一个析晶温度下进行保温，绿刺开孔内的绿刺晶种在发育的过程中与树干纹

路、树枝纹路中扩散的绿刺晶种釉发生相融和连接，从而扩散形成绿色针状晶花，红花开孔

内的红花晶种扩散发育形成红色花朵状晶花，釉面上的红花釉也同时析晶扩散呈红色花朵

状晶花，从而形成中间颜色深红外周颜色浅红的重叠花色形态，且釉上釉下皆有红色晶花，

釉面上红花具有悬浮感，使得整体红花具有丰富的立体感，加上树干纹路、树枝纹路本身呈

现的绿色形态，整体呈现了绿色枝干、绿色针刺和红色花朵的形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传统的结晶釉烧成中，由于棒状(针状)晶花和花朵状晶花成型的保温温度不同，在实际烧

成中，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生成，而不能够同时在一次烧成的过程中同时表达出来，而本发明

的釉下绿刺釉上红花陶瓷在同一个析晶温度下进行保温，通过在树干纹路、树枝纹路边上

埋设晶种，在较低的保温温度下也可实现针状或棒状的晶花，克服了传统工艺的缺陷。

[0055]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若干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

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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