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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者的作伪手法让人
防不胜防，陈玉泉讲解了几种
常见的作伪手段。

制造气泡

鉴定中，有一些检验是看
瓷器釉面下的气泡。古代的窑
炉是用柴烧的，温度不均匀，
瓷器上之所以出现气泡，是因
为釉下瓷胎中的气体随着窑
内温度的升高排放，与釉子当
中天然矿物熔融时所产生的，
两种气体混合在一起产生了瓷
器上的气泡。如果用电烧、煤气
烧温度过高时间短，气泡呈针
尖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到，如
果经两次挂釉两次烧造时间较
长或用气烧、电烧调节气量控
制窑温烧出的效果也会很接近
古代柴窑的效果。同时建议非
专业人士尽量不要使用放大
镜观察气泡这种鉴定途径，它
会误导一些人进入某些误区，
而忽略真正的鉴定常识。

去除“贼光”

高仿瓷毕竟是新瓷，烧制
出来后釉面崭新锃亮，业内俗
称有“贼光”。怎样去除这层贼
光是瞒过业内行家的关键环
节。据称，原来用高锰酸钾或
氢氟酸泡，但这些药水腐蚀程
度太强，不好控制，也易于辨
别。现在有些作伪者，找专业
人员配制化学药水，稳定性
强，不易辨别。

“鸡爪纹”

很多古瓷因为年代久了
受到外力碰撞，会在内壁产生
细小的“鸡爪纹”，做假瓷的人
为了仿旧想尽办法让新瓷也
产生这种纹。“有些水平高的
用石块在瓷器上轻轻一敲，就
能敲出无数细小鸡爪纹的状
态。但是多数人使用裹着砂纸
的木棒敲打，这样留下的痕迹
比较自然。”陈玉泉说。以前有
人用砂纸打磨，摩擦痕迹有规
律很容易辨别，所以只有一些
低仿还用这种办法。

接老底

把瓷器的底部用精密的
仪器削下整块底，再把真瓷器
的底嵌入其中，用树脂胶粘，
经做旧后一般无法察觉，俗称

“接老底”。然后，用氢氟酸、中
药或者红茶等液体浸泡瓷器，以
去掉釉面表面的“贼光”，这样就
大大增加了赝品的可信度。要将
真假瓷片粘接得严丝合缝可就
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做得稍有差
池就能被肉眼看出。据称有些作
伪者用价格不菲的精密仪器可
以将底接得近乎天衣无缝。然
而，即使这样，行家也仍然能够
进行辨别。陈玉泉说，可以用针
或者小刀，轻轻划瓶子和底的
接合部。如果是接的，就会划
进去；如果是真的，会很坚硬，
划不进去。

套口

器物口、颈破损后，旋削
切去肩以上的部分，用另外一
件的器口与之严密地进行插
套镶接，然后以肩部的墨线弦
纹遮盖接痕，或在折沿口的下
边内外套，这种作伪方法往往
不易看出，若探手指于器口内
拭摸，即有触感。

陈玉泉说，一件真正的老
瓷器包含了历史、文化、工艺、
美术、科技(矿物)等多方面的
价值。在鉴定时，要从多方面
进行考虑，不能只偏重某一方
面，还要考虑造假者运用的多
种作伪手段，以防上当。诚然
我们要坚信“真的假不了，假
的真不了”，作假手段再高明，
毕竟通过我们不断学习和探
索，会露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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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元明清高仿

上百家作坊造仿品

据景德镇市有关部门统计，该
市的制陶瓷企业不下4000家，从业
人员10万多。在景德镇，各朝各代
的官窑瓷器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接
受高仿的高级定制，亦能批量生产
各种瓷器。

陈玉泉说，景德镇陶瓷制作历
史悠久，延传至今，有一些作坊专
门制作元明清官窑高仿品。其中比
较著名的像元青花、明代的成化瓷
等。仅在樊家井、筲萁坞等地就有
上百家从事这种仿古瓷器生产的
作坊。其价格从低档的200-300元
到高档的3000-5000元不等。据他
所知，一般贩子只卖中低档的仿
品，或者高仿中的残次品。而高档
产品则被高手甚至个别专家买断
了，然后堂而皇之地走进拍卖场，
或者被经济实力强的人所收藏。

“有人曾经把价值几千元的高仿元
青花卖出 5 0 0 万- 6 0 0 万元的价
格。”陈玉泉说。

专业性强分工明确

作假产业形成流水线

“以景德镇的仿青花瓷为例，
工艺一般分为四个步骤：练泥拉

坯、青花绘制、施釉烧炼、最后做
旧。在这里，整个产业链的分工非
常明确。比如新的高岭土，有的作
坊专门供应土，有的专门负责拉坯
然后送货上门。在小瓷器作坊聚集
的地方，街上常能看到一辆辆到各
家送坯的车。”陈玉泉说。有些窑就
设在家里，小的电窑一米见方，大
的能烧十几件，配有电脑控制的设
备，控制窑温。煤气窑大些，能同时
烧几十上百件瓷器。陈玉泉说，一
般低仿的就烧一次(11-12小时)，
行家一眼就能看
出来。仿得好的
要烧两次，中间
再上一遍釉，就
有了古瓷的特征
了。另外，从画工
上来说，低仿的
一般是一个人绘
画，而高档的则
是 不 止 一 人 绘
画：擅长画风景
的专画风景，擅
长画花鸟的专画
花鸟，画人物的
专画人物，然后
有专人写款，形
成一条流水线作
业。

陈玉泉说，
还有仿得更精美
的，足以让专家
走眼，以假乱真。
比如，成化瓷可
谓诸窑之冠，有
人会买一个老碗
残件，然后通过
特殊渠道弄来马
仓土(已封矿)，然
后在墓葬里找到
成化的老料。找
到烧窑高手，租好窑位后，用传统
工艺烧制，过程非常讲究。比如，燃
料要用红松，不能用主干，也不能
光用枝叶，而要用油性较大的中干
来烧，发色根据窑位来确定。订烧
一次起码烧30件以上，挑最好的一
个留下，其他的敲碎，这样的物品
就是某些专家也很难辨认，然后就
可以冒充古董珍品通过某些渠道
上拍了。这些让一般人分辨不出来
的才能真正称得上是高仿品。

烧制高仿品，一般每年都会换
花样。因为一旦在拍卖场上拍出好
价钱，很快就会有贩子来仿造，导
致市面上同类物品大量泛滥造成
滞销，所以经常换品种烧，一般每
年烧制的都不重样。

钧瓷遭遇假货泛滥

酸蚀、埋土、粪水泡

河南神垕镇是中国钧瓷文化
的发源地，钧瓷的器型、烧制工艺、
纹饰一直都很受追捧。历代仿制、
作伪之风盛行，而有些仿制水平也
很精湛，几可乱真。陈玉泉讲，目前
市场上造假的低档钧瓷一般在数
百元，中高档的在3000元-5000元

不等。对于烧制后
的整器，低档的一般
用高锰酸钾做旧，还
有的用红茶煮。高档点的
做旧方法是埋土做旧，埋到
土里，有的还在器壁上加点鸡
蛋清，形成类似氧化钙的效果，但
是真正的氧化钙是不怕热水烫的，
蛋清做旧的用热水能烫下来。有的
还在土里种上草，做出草蚀的效
果，好像是出土的瓷器。还有的泡
到粪土里做旧，泡上一两年。

做旧比较
自然的是老胎
挂 彩 。比 如 仿
元 代 钧 窑 ，一
般选用元代的
其他窑口相近
的 器 型 ，比 如
磁 州 窑 的 旧
器 ，脱 釉 后 再
上 钧 釉 的 彩 ，
烧制出来跟真
的 几 乎 一 样 。
但即使这样也
能 鉴 别 出 来 ，
比如说新釉子
中缺乏蛋白石
( 二 氧 化 硅 胶
凝体)的成分，
就会出现不同
的 效 果 ：假 钧
瓷看上去很亮
但 不 反 光 ，真
的 即 使 不 亮 ，
但是遇到光照
时也会闪闪发
光。另外，底足
胎釉接合部有
一 层 干 边 、水
渍痕周围有一
圈细细的火石

红边，假钧瓷无法解决这一自然现
象，所以真伪仍能通过这些细节辨
别出来。

唐三彩造假

X光照出3000年前文物

洛阳南石山村是现代高仿唐
三彩的所在地，据陈玉泉介绍，早
在民国时期洛阳就有仿制唐三彩
的，但是原来的技术远不如今天。
30年前出现的假货，有些因为没有
图片、资料等，是闭门造车，所以造
型很现代，普通人就能辨别出来。
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物的增加、信息
传递的便利，很多作假的贩子已经
能直接仿到位。

一般低档的唐三彩价格在
200—1000元，多是用医用石膏和
普通石膏制成，但这样的怕开水，
用热水一烫，就冒出一股石灰味。
而且从外形上看，这些瓷器开片疏
松、易于鉴别。

高档一点的用高岭土烧制，造
型准确，釉水发色，烧制好的陶器
埋在古墓的土中一个月以上，以除
去陶器的色泽和亮光，之后进行腐
蚀处理，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这样的足以让专家打眼，还有的用
X光射线照射后以增加年份。

陈玉泉讲了一则业内熟知的
故事，前些年，一尊从中国运到欧
洲的“唐三彩”马被海关截获，海关
官员断定这件文物为非法出境的
中国文物。然而当专家用目前常用
的热释光技术对这件“唐三彩”马
进行鉴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意
外的结果。热释光测年显示，这是
一件3000年前的“文物”。而唐三彩
的历史仅为1300年左右，唐朝时期
的工艺品怎么会出现在3000年前？
进一步分析终于发现，这是一件运
用高科技造假手段改造的赝品。造
假者为了欺骗热释光测年手段，使
用X光对赝品进行照射，结果没掌
握好时间，导致了“三千年”的笑
话。

龙泉窑仿造

木棒裹砂纸造旧

浙江龙泉主要是仿制烧造龙泉
窑仿品，龙泉窑的鼎盛时代是在南
宋。从元代开始，随着景德镇的制瓷
业兴起，龙泉窑渐渐走向衰落。陈玉
泉说，宋代的器形有很高的审美情
趣，但是非常难仿。现在很多仿品造
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
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
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
寸也不够规范、协调。

北宋、元代龙泉窑温一般控制
在1250-1300℃，烧制过程需要4-
5天，所以瓷器有种玻璃般的光泽，
而且大部分带有开片，手感光滑圆
润，南宋龙泉窑温则控制在1100℃
左右，瓷器有种油脂光泽，而且不
开片，现代仿品烧出后主要采用强
酸溶液腐蚀、土埋及砂纸打磨等手
段。通过药水腐蚀，使仿器在手感
上达到微汗的感觉，如果用放大镜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表层微小的气
泡，很多被化学药品腐蚀破了。有
些低仿品用砂纸打磨贼光，还有的
用裹了砂纸的木棒敲打。

另外，真的龙泉窑贴花若隐若
现，有种蒙眬美。而作伪的则比较清
晰，立体感强。在刻画上，真正的龙
泉窑是用竹刀，刀法是直切斜划。而
现代一般不用竹刀，即使使用，也达
不到古人那种流畅洒脱的感觉，一
般断气、生涩、缺乏灵动感。

此外，据陈玉泉讲，河南省的
宝丰县是中国汝窑造假的聚集地，
而在福建和广东潮州也是陶瓷造
假的重灾区。

酸蚀、埋土、X光照，新瓷粘旧底摇身变古董———

数千元假青花
卖出600万
本报记者 张向阳

——— 陶瓷

陶瓷一直是收藏界的热点，在国内外有着众多的粉丝。同样，陶瓷也

是造假最多的收藏门类之一。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浙江

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主。日前，有媒体公布了“文物造假地图”，但

这对圈内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分

会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陈玉泉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不同地区陶

瓷的种种造假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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