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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柳河东集·
瓷器状》 柳宗元
《宋会要辑稿》 徐松辑
《陶 记》 蒋祈著
《天工开物·
陶埏》 宋应星
《江西大志（卷七）陶书》 王宗沐
《浮梁县志》 王临元修，曹鼎元纂
《浮梁县志》 陈浦修，邓媲、周元文纂
（（浮梁县志》沈嘉微、游德修、汪熏纂
《浮梁县志》 程廷济修、凌汝锦纂
《浮梁县志》 何浩修纂
《浮梁县志》 乔桂修，贺熙龄纂、游际盛增补
《浮梁县乡土纪略》
《陶说》 朱琰撰
《景德镇陶录》 蓝浦撰，郑廷桂补辑
《景德镇陶歌》 龚拭撰
《陶雅》 寂园叟撰
《陶冶图编次》 唐英编
（（陶人心语》 唐英编
《南窑笔记》 佚名
《饮流斋说瓷》 许之衡著
《景德镇瓷业概况》 江西陶业管理局调查
《景德镇陶瓷概况》 黎浩亭编著

《江西陶瓷沿革》江西建设厅编
《景德镇瓷业调查报告》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景德镇陶业纪事》 向焯撰
《景德镇瓷业史》 江思清著
《中国的瓷器》 轻工业部陶研所编

《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 林景梧等人编著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朱培初著
《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 梁森泰著
《中国古陶瓷鉴赏》 陈文平著
《简明陶瓷词典》 汪庆正主编
《中国陶瓷美术史》 熊 寥著
《江西省陶瓷史》 余家栋著
《景德镇陶瓷古今谈》 杨永峰著

中国书店（1986）
中华书局（1976）
景德镇陶瓷杂志（1981年总第10期）
商务印书馆
明万历刊本
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刻本
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清道光十二年（18犯）刻本
民国26年（1937）版
商务印书馆（1935）
清光绪十七年（1891）北京书业馆刊本
民国中国书店刊本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乾纪书庄
清乾隆八年（1743）古柏堂刊本
曾孙奎联重刊
雍正年间旧抄本（（美术丛书》第四集
神州国光社（1947）
民国25年（1936）
正中书局（1937）
民国十九年（1930）
民国三十七年（1948）
民国九年（1920）汉熙印刷所
中华书局（1936）
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
文物出版社（1982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1989年）
轻工业出版社（1984）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紫禁城出版社（1993）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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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景德镇陶瓷经济史》 汪宗达、尹承国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景德镇的颜色釉》潘文锦、潘兆鸿编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 傅振伦著
《中国的陶瓷》 杨静荣、杨永善编著

三联书店（1955）
人民出版社（1990）

《景德镇陶瓷史稿》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研所编 三联书店（1958）
《历代陶瓷款识》 关宗琼主编
辽宁画报出版社（1998）
《陶瓷造型设计》 李雨苍编著
轻工业出版社（1988）
《景德镇史话》 周銮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景德镇瓷艺纵观》 郑鹏编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1990）
《民国瓷器》 铁源主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陶瓷装饰材料学》 魏忠汉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1985）
《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景德镇卷》 李国强、汪宗达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
《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 尹世洪、孙本礼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
景德镇市卷》 王伟科、王爱红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
《陶瓷史话》 李家治等人编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

《国际陶瓷市场与中国陶瓷》郎志谦著 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编辑部（1991）
《陶瓷经济概论》吴建中、江广文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
《陶瓷300问》 潘兆鸿编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1988）
《景德镇瓷俗》 邱国珍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
《陶瓷漫话》 孟天雄、章秦娟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景德镇历代诗选》 龚农民、谢景星、童光侠编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陶瓷纵横》 漆德三著
《瓷都及其高峰》 吴海云编著
《瓷都明珠》 刘汉文主编

轻工业出版社（1990）
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
景德镇陶瓷杂志社（1990）

《瓷都新魏》 程正棠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1 9 6 1 ）
《瓷都激浪》 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
《陶瓷装饰》 袁迪中、郭国基主编
陶瓷研究杂志社（1992）
《陶瓷雕塑》 熊纲如、洪秀明编蓍
陶瓷研究杂志社（1991）
《雕塑瓷工艺与管理》 余祖球、梁爱莲编著 陶瓷研究杂志社（1990）
《瓷都陶瓷艺术家》 景德镇陶瓷馆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
《当代中国的江西》 傅雨田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景德镇市科技人物名录》 景德镇档案局编 江西科技出版社（1994）

《景德镇陶瓷美术百家》景德镇日报社主编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
《景德镇陶瓷艺术名人录》景德镇陶瓷馆编 香港昊文化公司承印（1985）
《中国瓷都景德镇陶瓷》 徐希祉主编
香港中国文化发展公司（1990）
《中国名瓷工艺基础》 李国祯、郭演仪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
《景德镇瓷器的研究》 周仁等著
科学出版社（1958）
《陶瓷之路》旧）三上次男著
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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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情汇要》 江西省情汇要编辑委员会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江西省轻工业志》 江西省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1 9 9 9 ）
《都昌县志》 都昌县志编修委员会编纂
新华出版社（1992）
《波阳县志》 波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乐平县志》 乐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祁门县志》 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景德镇陶瓷工业年鉴》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编
景德镇陶瓷杂志社（1985、1956）

《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工业普查领导小组编印（1986）
《陶瓷资料》 景德镇陶瓷馆文物资料组编印（1978）
《原燃料供应处处志》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原燃料供应处编印（1992）
《景德镇市政》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秘书室编印
（1951-1963）
《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八辑
景德镇市政协编印（1984～1992）
《都昌文史资料》第三辑
都昌县政协编印（1 9 9 1 ）
《景德镇瓷器规格标准》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编印（1966）
《陶瓷美术》
陶瓷美术杂志社编印出版（1 958 、19 5 9）
《景德镇陶瓷》第1- 86期
景德镇陶瓷杂志社出版（1973～1999）

《陶瓷研究》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主办（1986～1999）

《中国陶瓷》 （原名《瓷器》）
轻工业部陶研所主办（1980～1卿）
《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
景德镇陶瓷学院院刊（1980～1989）
《故宫博物院院刊》 故宫博物院编
紫禁城出版社（l 982～1990）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科学技术成果选编》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编印（1984）
《试谈釉里红装饰风格和特色》
湖南陶瓷第61期（1985）

《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刘新园、白混
见《古陶瓷研究专辑》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增刊）

《麻仓土与高岭土》 熊寥
河北陶瓷1985年1期
《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辩―兼论景德镇南宋与元代瓷器工艺、市场及税制等方面的差异》刘新
园

景德镇陶瓷（1 9 8 1 年总1 0 期）

（（蒋祈＜陶记＞著于元代辨―与刘新园同志商榷》熊寥
景德镇陶瓷（1983年4期）

《中国陶瓷文献指南》 徐荣编著
轻工业出版社（1988）
《日用陶瓷工艺》基础教材（16本）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等编
陶瓷研究杂志社（1989）

《景德镇市地名志》
景德镇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8）
《景德镇市志略》景德镇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景德镇市大事记》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编

（1949．4-1959．4）

《纪念唐英诞生三百年专辑》
《中国陶瓷史纲要》 叶苗民
《古陶瓷研究专辑》
《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

景德镇陶瓷杂志1982年第二期
轻工业出版社（1989）
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增刊）
景德镇陶瓷第1、2辑（l 983、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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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陶艺与现代陶艺》 周国祯

陶瓷导刊1991年第1期

《中国名陶瓷·
企业和产品》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中国优质产品》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等编 经济导报社（1990）
《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成工艺的研究》 周仁、李家治著
《硅酸盐》第四卷第二期（1960）

《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李家治等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
《中国古陶瓷论文集》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1982）
《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 余继明、杨寅宗编 新华出版社（1992）
《明代陶瓷大全》
艺术家工具书编委会

《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 叶苗民著
轻工业出版社（1982）
《景德镇名特产》
景德镇报社编印（1985）
《名人瓷都赞》 胡含章等主编

香港中国艺术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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