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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系統及工芭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涉及一神新的使拯休色 陶瓷三堆彩 色 囤案工芭、玻璃和微晶玻璃三堆
彩 色因案工芭、表居粉休袖圈案工芭、含樹脂的人造石三堆彩 色 園案工芭
和含樹脂鋪地裝飾材料三堆因案工芭都能准碉、精細地井且可根搪需求波
汁出不斬循杯交化不同囤案奕施的一神裝置和工芭方法，特別是涉及一神
這用于永久性地面、培面及家俱面板的三堆彩 色拯休圈案和仿真天然石 自

背景技木
占今隨看科技的友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副 作力地面和牆面的裝飾

材料，人們希望其具有天然石材的表面外現，倒如仿花崗石 、大理石的園

案，以增加戶品的高桔感 。

因此，並界便不晰改迸仿天然石材的裝飾板材錯枸，本友明人是在陶
瓷裝飾板材領域扔有多項 中囤及歐、美、 日等團外考利的研友者，在陶瓷
領域迭十多項寺利，如曾提出一神立休瓷廣花崗石 、大理石技木的舌利，
其公告青力 0 / ( 1 年 0 月 日公升 ，根搪核寺利技木所制成
的仿石材料，其表面形成有清晰分界的圈案，井且在迭行表面加工忖，其
囚案基本上不舍交化，如此能有效提升其整休結枸在使用上的穗 固性，但
每次制作只 能迭捧某一神囤案，不能戶生天然石材多姿多彩的羊富囚案效
果。

力了滿足木們的奕用性需求，本友明人也曾提出了 "瓷履仿花崗石板
材及其制造方法 的舌利，其公告青力 099 / 999 年 月 日公
升 )，核寺利技木可以提供給使用者一更具有 奕用功效的瓷辰仿花崗石板
材，硝 宴具有迸步性，但是在宴阮使用吋邦友現其錯枸申近存在不足。 根
搪核技木的制品只具有其表面的團案，沒有制品在三堆空間的團案，而且
沒有如同天然熔岩流功形成多姿多彩的羊富園案的辰感，所以戶品不能很
具奕地反映天然花崗石 由里到外的圈案原感，尤其是迷部的中下部沒有囤

案效果，如果在用于家具台面和建筑裝修的培或柱的外露迪緣必需要吋迪
部迸行磨述拋光吋，由于其中、 下部沒有均表居力一休的顆粒因案，所以



在奕用 中較天然石材有不具奕 、不完全的重大缺陷。

斜坡安裝式的布料方式，通迂接料皮帝或滾筒的特速不同東交化團案，但
送神交化是隨和的不穩定的，不能戶生如同本友明的有控制地奕化克隆項
級石材和地毯花固案的三維通休囤案制品，所以現有歐洲皮帶式和滾筒式
的方法也存在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有一神丈字描述的增地椅夏式布料技木，假如其逗用在奕踐生戶工
芭 申奕施，其正面下部有一坡重迭几百公斤的推料架大平台，要在陶瓷座
桃生戶制品的正常工序忖間的 秒之內形成工並化生戶的循杯奕化是鈍
吋不可能的，工並化大生戶是不可操作的，因力正常的布料牟在陶瓷座桃
的安裝迪程中，必須要求座桃平台 、 推料架上的推料平台在同一平面上村
位，井碉好水平面，否則，在布料牟逗載粉料的迪程中粉料舍以縫隙中漏

掉，另外，如果座桃平台高于推料架平台，則推料架就推不迪去，所以不
吋位和稠平就不能形成正常生戶，而吋于很重的布料牟而言，完成安裝村
位碉氓卉用水平尺稠水平一般都要 2 分鉀，所以，如果把几百公斤重
的推料架平台板作位置不同的交化，而且要在滿足于工並化大生戶所要求
的 秒時同內完成，送是根本不可能奕現的。

本友明人的團案格柵模具技木力基磁上，先有技木中本友明人也曾采
用管道把各介色 匹的原材料同忖落入、注入、裝入各 自的或疊合后的因案
格柵模具圈案匠域申，迷也是裝載 色粉料的方法之一，因力裝載彩 色 因案
色粉料的格柵模具厚度是已預定的，所以迷神方法裴載色粉料忖需要控制
管道迸入的色粉料的流量，但同忖要使各管道分不同交化裝載粉料以戶生
多 色 匹的多介小囤案組成的制品忖，就需要大量的几十、几百余粗細不一
的瑜送管道，送也是止內共知的常祺，而且就本友明人伙事此行並技木研
究的多年鋒醃，在几十、几百奈送些管道申友生粉料在管道中堵塞是銓常
的事，戶生圈案芹重缺花、戶品缺料的影喃，迸行大生戶忖 困堆重重，所
以送村原本就已繁染的原料瑜送系統而言，在宴阮生戶中根本是元法滿足
的要求。

叉如申清寺力 ．，的申清文件申所述的先預定不同彩 色 圈案匹

域粉料組成料盒裝載粉料 ( 宴阮上就是青利青力 1 ， 的在先青利友
明已提出的預定圈案的方式 )，接看用分坡小模蕊組成整休吋座格柵模具空

位填空，隨看小模蕊的下降以承鏤在先預定好圍案的料盒申的粉料，速神
一次鏤料的方式所形成的圈案是混孔不精細的，而且料盒中的粉料是通迪



几十、几百奈粗細不一的管道接料迸入不同團案匹域的，速占本友明人的
先有友明采用多管道入料到預定團案模具匹中舍同祥是困堆重重的，如同

上一介先有技木一祥是不能解決几十、几百紊速些管道申友生粉料在管道
中堵塞速一岡題的，所以其在工芭要求上和管道裝載粉料一祥是不切奕阮
的，所以也不能戶生精細囤案的效果，也就不能戶生天然石材 自然奕化的
羊富多姿的效果。

力了滿足人伯的奕用性需求，本友明人逐曾提出一神 "瓷廣粉料澆結
的三雞彩 色 因案板材" 的寺利，其公升考力 年 月

日公升 )，上迷的瓷廣粉料燒結的三堆彩 色 團案板材，呈提出了其是利用瓷
原彩 色原料的粉料，努座制，井燒制成的瓷原戶品，其制品具有不同 色彩
或同一色彩但具不同色洋深洩度或不同混合色組成的輪廓清晰的瓷履燒成
囤案匡，團案匹伙制品表居到底部厚度的 匠域中都是均勻分布，
而可制成如同天然石材的三堆空岡的仿石材料 糞在功效上有很大迸步，
能使粉料在不同 色 匹有規定分布，有三堆效果，但在色 匹中井沒有生戶圈

案的交化，所以在戶生天然石材多姿多彩的羊富團案的效果上也存在局限。

力了滿足人們的奕用性需求，本友明人叉曾提出 "一神制作拯休色 因

案 制 品的 因 案 模具抽板 裝置及 工 芒 方 法 " 的寺 利 ，其 申清 考 力
0 ．，提供一介吋本人先有友明的囤案格柵之下的一介緊貼的

料的抽板裝置和新的工芭流程方法，叭而奕現制品預定的三堆拯休色 囤案
在半成品粉料拯休的下面背底部精硝成型，速在制作方法硝 奕是一重大釗
新迸步，但是，其在每次制作時只能迭捧某一神園案，不能戶生天然石材
多姿多彩的羊富交化的圈案效果，所以迂有待迸一步提高。

力了解決現有的裝飾板材制作中存在的缺陷，相芙兀商莫不費冬 思
未謀求解決之道，但長久以束一直未凡這用的改汁被友展完成，此昱然是相
芙並者急欲解決的岡題。

定的三堆囤案的制品但不能在同一批次生戶中戶生囤案交佔的工芭流程存
在的缺陷 以及現有技木中歐洲皮帶式和滾筒式以及現有技木申的培地持
夏式布料技木存在的缺陷 本友明人基于杖事此吳戶品改汁制造多年的羊
富奕芬努醃及寺並知祺，私板加以研究劍新，以期能劍改一神能有效制作
仿大理石 、花崗石 、地毯花等各美 囪案井形成奕化的三堆因案板材的工芭

制作方法，使其更具有奕用性，鋒迪不斬的研究、改汁，井鉅反夏試作祥品



及改迸后，現在終于俐改出硝具宴用介值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
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法。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主要 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

立式循林 系統，克服現有的陶瓷、玻璃、微晶玻璃、含樹脂的人造石或含

工芭申，每一決都是一祥的囤案，人工制造明昱痕遮或鋒迪滾筒印刷的滲
花工芭的只 能形成人工痕遮十分明昱的局部交化，十分吳同的裝飾缺陷。

本友明一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能使
同一批制品，克隆出 神或 0 科不同的不斬循杯文化的圈案。

速在克隆制造高桔的天然石材團案忖，可以按改汁肺的希望或按裝飾
主休十分吻合的團案 色彩的芭木目析，采吋大理石或花崗石的因案紋理作
出相座的奕化因案的搭配生戶玫汁，伙而能最大限度地迢座改汁怖的劍意

和用戶之需求意愿 。 尤其在頂圾天然石資源越柬越少的今天，可以使吏多

的酒店 、公共改施、商廈或私人家居在使用本友明制作 出的制品忖，享受
到多決不同團案組合的大面私的仇于頂圾天然石材組合裝飾之神喲，克服
設汁后所交貨的天然石 、尤其是大理石 出現囤案及色彩太混孔、賃太不舛
板的大多情況，克服使去全球大的石材矽都迭不到批量性卅板的占故汁主
休格碉要求一致的天然石板材的送神鋒常在裝飾工程中出現的困堆局面，
因力一些 色彩紋理美而的石材，井不是每一介天然石歹的一切石 山、石坑
矽里都有的。 所以送一岡題的解決，是一介在建筑裝飾陶瓷、玻璃、微晶
玻璃、含村脂的人造石或含樹脂鋪地裝飾材料等的拯休 色或本休色的三維
彩 色 團案工芭制造上的史元前倒的功能性重大突破，加之本友明近能准硝
元淚地、鋒溥育釣地、 高效地工並化生戶二者錯合，是本友明的新穎性、

釗造性和奕用性多介仇勢組合提升的劍新魚之所在，送是本友明一神制作
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的主要友明魚和主要友
明目的。

本友明的主要友明 目的之二在于，本友明劍新地提出一神制作裝飾板
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俐造性地采用立式排列方式，
可以使仗在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占地位置的平面面私的 ． ．倍的面私申

( 例如生戶 X 的制品，促需 上，
，1． 的占地面私 )，就可以有效

地安置本友明系統，伙而迭到制品出現 神不同團案循杯交化的 目的。

也就是說，本友明人基于伙事玻璃、陶瓷、人造石等領域有十多年寺利友



明和生戶戶品的芬奕鋒醃，知道只有劍造精硝 、緊湊、宴用的友明系統，
才能在現有的建筑陶瓷、玻璃、微晶玻璃、含榭脂的人造石或含樹脂鋪地
裝飾材料等戶品的工並化生戶中，迷到吋原有的陶瓷、玻璃、微晶玻璃、

含村脂的人造石或含榭脂鋪地裝飾材料的流水生戶域不改雯或不作大的改
交的情況下，吋牟間、兀房建筑不作改交的情況下，就能配合本友明提出
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迭到制品出現
神因案循杯交化的效果才有最大的介值。 工並化生戶中新技木座用育省 費

用、市省吻地建筑、竿省時岡、提高效率、交更提高戶品功能是互相芙耿
的，是十分重要的，其可以避兔座用新友明技木和裝置必須新建戶房、新
建原有的生戶域布局的人力、物力、 財力、忖間的浪費 。 例如在陶瓷生戶
的庄桃位述上，絕大多數牟岡在布局吋空位都十分少，而采用本友明在座
札迪上井且村現有鈍大多數陶瓷企並的座桃述上，安裝 1 套每套約 ．
，

， 面私的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就
安裝空同而言是不成罔題的，速祥就可以形成陶瓷持或板材不但可含有
神色彩 匹姐成的羊富的拯休色囤案 而且迅舍有 神可以控制的團案
循杯交化。 可見，本友明有板大的新穎性、劍造性和霎用性，送是本友明
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的第二介重要
友明魚和友明目的。

本友明的主要友明 目的之三在于，本友明劍新地提出一神制作裝飾板
材的空孔圍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耳芭方法，其結枸中，不管患支撐架上
下如何移功，但都保持了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出口 位置和迭口 B 位置均

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赴于很近而且近似于同一平
面的位置，而且出口 位置和迸口 B 位置也赴于很近的位置，送神緊湊的
改升，使空孔圈案平面模板能在互換時可迭到最快的有效率的目的。 速在
一切生戶域 自功控制追求效率的情況下，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陶瓷、玻
璃、微晶玻璃生戶域上，一分件要完成 1 坡次制品的制作要求，如果要
作因案奕化的工芭，在完成時同上，只能洽 ．秒 ．秒的忖間，否則蔣
形成整域燃油的巨大浪費和全域功力、整域改各、人力資源的巨大損失。

由于本友明各要素同的琢布改汁緊湊，而且，由于 0 決不同的空孔團

案平面模板是赴于垂直升降狀志，叉由于出口 位置和迸口 B 位置均具有
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赴于近似平行的平面上，所以在
功力裝置使其功作、停位上將十分方便和十分易于精硝 、 准硝和快速，所
以可以迭到 ．秒 ．秒內完成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互換。 速是本友明的



新穎性、劍造性和宴用性的友明目的又一友明魚所在。

本友明的主要友明 目的之四在于，根搪一般現有陶瓷、玻璃、微晶玻
璃生戶域平面面私的空間小，而高度空間都有 埤 米的具休情況，本友明
所提供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杯系統，可以作到由
決 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組成的組合支撐架和患升降架裝置高于地面
． 米，再把地下挖一介深 1， ．米的坑，在循杯 系統就可以安裝患升
降架和在組合支撐架上下移功，就能有充分容納所有的 m 厚度的

0 坡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位置。也就是說，以 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杯
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中間起始魚位置，占 0

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最上或最下一坡到迭起始魚位置時，能使整介起始
魚位置下部和上部空間滿足各介要素問改汁要求，本友明的緊湊、科孕、

加之再結合宴仟中絕大多數現有生戶域的空岡有高度可以利用的情況，向
高度空間和地下空同友展位置，伙而既可以更迸一步提高團案文化神美 、

數量、更能這座天然石材的羊富奕化團案的改汁和克隆的戶品功效要求。

在奕施忖又不舍改交現有工兀的布局或建立新的生戶域，速是本友明之第

四介友明魚和友明 目的。

本友明的主要友明目的之五在于，采用 套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依次排列，就可以使每坡制品中都具有 2 神羊富的拯休色彩的預級
天然石材制品，井可以有 或 神循杯交化的因案，占牟岡用地
不大，可操作性強，所制出高圾的羊富拯休彩 色 團案和團案循杯交化的高

端預級石材制品，而又兼有其仇于天然石材的抗凡化、抗雯 色、抗折、更
耐磨、耐腐的元放射性危害的理化性能和杯保性能的仇勢。 送神兼各的本
友明所制戶品之功效，必然舍更這座高端市物的竟爭性需求和波汁肺的波
汁需求，力推功建筑和裝飾芭木的友展，劍造了更好的新技木奈件，送是
本友明的友明 目的和友明魚之五。

綜上所迷，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
工芭方法，具有上迷堵多的仇魚及奕用介值，井在同美戶品申未几有吳似
的結枸改汁公升友表或使用，碉厲劍新，其不掩在結枸上或功能上皆有較
大的革新，在技木上有很大的迸步，井戶生了好用及奕用的效果，且較現
有的團案板材的制作方法和工並化大生戶具有增迸的多項功效，叭而更加
這于宴用，而具有戶並的戶泛利用介值，城力一新穎 、迸步 、 奕用的新改
汁友明。

本友明的 目的及解決其主要技木岡題是采用 以下的技木方案禾奕現



的。 依搪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琢 系統，其特別

追用于陶瓷、玻璃、微晶玻璃、含榭脂的人造石的拯休色三堆團案交化工
芭及陶瓷表居粉休囤案工芭和含榭脂鋪地裝飾材料三堆園案雯化工芭的制
作，其由 決用于通迂圈案原料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組成，其特征在于

其一，每決模板最少有 2 介用于通迂因案原料的空孔圈案平面

模板的模口迷沿形狀，規定了吋座的 1 介制品裝飾 團案的述沿的形

狀
其二，其 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每泱模板各 自之同最少有 1

介空孔囤案模口形狀是不相同的
其三，其 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是平放在各 自的支撐架上井且是按

垂直方向有序地排列在組合支撐架上的，井且近改有一介患升降架和患升
降功力裝置能使組合支撐架上下移功

其四，其患升降架述上，改有 、采用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料的布
料四位置 、布料匠位置下的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
載休 Q、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 位置和迸口 B 位置 Q
驅功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通迷出口 位置的功力裝置和驅功空孔囤案平
面模板循琢通迪迸口 B 位置的功力裝置 Q、在空孔因案平面模板立式循
林 系統申占迸口 B 位置舛座的一介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在姐合支撐架中的排
列空位。

本友明的目的及解決其技木同題迂采用以下技木方案柬奕現
前述的一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特征在于

板狀、或盒狀、或岡格狀、或履帶狀的。

前迷的一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扎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患升降架述上改有的采用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料的布料四位置之下，改
肴用以承托裝載 神不同 色 匠團案原料的井可兼有多決不同的空孔團案
平面模板各 自的空孔圈案形狀特征的井能吋最少 坡不同的因案匹

彩 色原料起精細分隔規范作用的格柵模口壁組成的組合圍案格柵模具。

前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患升降架述上改有的采用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料的布料四位置之下，改
有用以承托裝載 神不同色 匹因案原料的井可兼有多決不同的空孔圈案
平面模板各 自的空孔因案形狀特征的井能吋最少 0 坡不同的團案匹

彩 色原料起精細分隔規范作用的格柵模口壁組成的組合囤案格柵模具，井



且在組合因案格柵模具下部有一介具有平行移功功能的抽板裝置。

前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所迷的用于通迪團案原料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是采用金厲、或樹脂或篩

岡材料而制成的，其厚度力 ． 0

前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含有 決用于通迪圈案原料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以空孔園案平面

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申同起始魚位置，在
其迪上的患升降架的平面位置的上部或下部，存在一介比上述中岡起始魚
位置高 米的可供患升降架和組合支撐架上升的空間，逐存在一介比上
迷申岡起始魚位置低 米的井挖了地坑的可供患升降架和組合支撐架下
降的空同。

前述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其工芭方法
的特征在于

、准各好如校利要求 1 所迷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一套和相
座的色料容器井在其中裝入各相座 色 匹圈案所需的圈案原料。

)、．在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在采用不同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制作奕化彩 色囤案的循杯狀怒忖，首先是使均迸口 B位置吋座的功力裝置，

一決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婪迪迭口 B 位置移功到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

統申占迸口 B 位置吋座的排列空位 同忖或者然后，使七出口 位置吋座
的功力裝置把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中另一決不同的空孔因案模板努
迂出口 位置移功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上部的
布料匹位置。

幻、將容器申裝有村虛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空孔因案平面模
板空孔團案 色 匡的圈案原料通迂迸入布料四位置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的空
孔園案模口布入到下部的具有承載團案原料功能的載休上，弄形成了由送
一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團案模口迪沿形狀所規定的第一色 匹圈案料
的布局。

、承載了通迂上一步驟中布料四位置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布入的色

匹團案原料的載休向制品座制位置方向移功，或者移功到下一布料位置時，
由另一容器中的另一圈案 色 匹的原料在其空自匹域填充井刮平，或者移功
到另一介空孔圈案平面模板下布入另一色的圈案原料，以上方式都能形成
有二介 色 匹的完整因案特征的圈案原料的第一神圈案布局。



、通迪患升降功力裝置，把患升降架上的載有 坡不同空孔因案
平面模板的組合支撐架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排列序
位，由于組合支撐架的移位，使原婪迪迸口 B 位置已迸入到占迸口 位置
村座的排列空位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隨之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囤案平
面模板的排列序位，而原 出口 位置吋座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因已移 出后
成力了空位，但因組合支撐架的一今序位的移位，使其空位就移到了迭口 B

位置的吋座位置，即迭口 B 位置吋座的空孔圍案平面模板排列空位就隨之
空了出未，迷就力特入新的一決不同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工芭程序提供
了循林奈件，其工芭程序如下

、使均迭口 B 位置舛座的功力裝置，把在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上部的布料E位置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銓迪迭口 B

位置移功到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占迸口 B 位置吋座的已空出柬的
本矽 空位 同忖或者然后，使七 出臼 位置吋座的功力裝置把空孔因案模
板立式循杯 系統申不同的一坡空孔圈案模板努迪出口 位置移功到具有承

板的空孔團案模口布入到下部的具有承載團案原料功能的載休上，井形成
了由迭一決不同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圈案模口述沿形狀所規定的第

一色 匹料不同的園案的布局。

、承載了通迪上一步驟申布料區位置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入的色

匹園案原料的載休向制品座制位置方向移功，或者移功到下一布料位置時，
由另一容器中的另一囤案 色 匹的原料在其空自匹域填充井刮平，或者移功
到另一介不同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下布入另一色的團案原料，以上方式都
能形成有二介色 匹的完整團案特征的團案原料的均第一神圍案不同的第二
神囤案布局。

、通迪患升降功力裝置，把患升降架上的載有 決不同空孔因案
平面模板的組合支撐架叉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排列序
位，由于組合支撐架的移位，使原鋒迪迸．口 B 位置已迸入到均迸口 B 位置
吋座的排列空位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隨之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團案平
面模板的排列序位，而原 出口 位置吋座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因已移 出后
成力了空位，但因組合支撐架的一介序位的移位，使其空位就移到了迸口 B

位置的村座位置，即迸口 B 位置舛座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排列空位就又隨



之空了出柬，迸一特入新的一
杯。

、在工芭流程中，分別把二次或二次以上布料形成的承載于圈案原
料載休中的有各 自不同的圈案形狀特征的二神或二神以上的色彩 四組成的
完整圈案的彩 色原料，按陶瓷、或玻璃、或微晶玻璃、或含樹脂的人造石

或含村脂鋪地裝飾材料的公知的生戶域工芭流程，送入加座位置，采用滾
座座延工芭或者使用陶瓷座札座制狀悉下的平座工芭，座制成型，即制成
了本友明的均各 自有所不同的相虛 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團案模口迪沿

所規定而形成的色 匹團案特征一致的三堆彩 色 圈案板材拯休 不斷將此吳
拯休按 自功生戶域燒成工芭，即可得到設汁所需之園案有所奕化的卜50 泱
力循杯的不斬戶生的亞光的本友明所制出的制品，燒成后再迸行拋光即可
得到本友明所制出的拋光的制品

前迷的一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
其特征在于 按 決不同鏤空形狀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多少數量，重
夏相座次數的第 步驟中 、 、O、 Q的工芭流程，就能得到一掩患休
依次移功循杯的按不同空孔因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圈案模口形狀規定的各 自

不同圈案形狀特征的相座多少泱的團案原料布局。 也是說，在循杯迪程P ，
每次都通迪工芭流程 的重夏，能得到相虛多少決的一介色 匡的不同形狀
的固案料布局，再通迂工芭流程 的重夏，才可得到相座多 少泱的有第二

前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琢 系統及工芭方法，
其特征在于 每占 坡不同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完成一掩向上或向下的
患休依次移功循杯，即患升降架迷上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上的一掩
患休循杯中最后一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赴于組合支撐架上的其它空孔圈案
平面模板最上部或最下部時，患升降架的功力裝置就稠整成做相反方向的
向下或向上移功，以此方式未迸行每一輪完整患循酥，即如果第一掩患休
循杯的組合支撐架上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按工芭程序下降了 0 次，組合
支撐架上最上居的最后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到迭以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循
酥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申岡起始魚的位置忖，就完

成了第一掩 次的全部向下的患休循杯 第二掩患休循杯就座使匆合支
撐架上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按工芭程序，伙以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
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位置的水平面力申岡起始魚的位置升始向上移功
2 0 次，上升到鈕合支撐架的最底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到迷以空孔圈案



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中間起始魚的位
置忖，就完成了另一掩的 次全部向上的患休循杯。 在患循杯上下方向
交化吋，座吋功力裝置及的出口 位置和迸口 B位置作相座的碉整。

前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法，
其特征在于 改立每套由 決有空孔囤案形狀模口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姐成的 套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井在每套循林 系統旁迪改
置相虛不同色 匹的團案原料的布料 和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的
功能的載休，即可迷到有 神各不完全相同的循杯奕化因案的，而且每
決制品叉有 介不同的色彩 匹枸成的半富的圍案制品的制作 目的。

前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 統及工芭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抽具空的狀怒下，迸行滾座筒的滾座座延工芭 或者力在
抽具空的狀怒下使用陶瓷座札座制的平座工芭 。

前迷的一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
其特征在于 采用 陶瓷座祝的推料架裝置或者履帶式送料裝置使載休申有
預定囤案特征的各色原料迸入加座位置。

上述祝明促是本友明技木方案的概迷，力了能移更清楚了解本友明的
技木手段，井可依照說明半的內容予以 宴施，以下以本友明的較佳宴施例
井配合附團祥細說明如后。

因 是本友明一和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就近
位置各要素的俯視平面示意 團 。

團 2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芒方
法的一坡空孔目案平面模板在布料 位置忖的循杯狀志 中的各要素的垂直

因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的前一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努迂立式循林系統的迸口 B 位置迸入立式
循酥 系統上一次的排列空位申，另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努迂立式循林
系統的出口 位置迸入布料匡位置忖的循杯狀悉的各要素的垂直剖面示意
團。

因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的另一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銓迂立式循杯系統的出口 位置迸入布料
四位置時，前一坡已迸入立式循林 系統排列空位中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



隨。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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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酥 系統及工芭方

法的在布料匹位的另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帖 銓迪立式循林 系統的迸口 B

位置迸入立式循林 系 統中前一狀怒組合支撐架下降所空出柬的排列空位
中，再另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已隨看前一狀怒組合支撐架下降下移了

一介排列位已到迷均 出口 位置吋座的位置，井在山口 位置的功力裝置
、作用下迸入布料 位置吋的循杯狀怒的各要素的垂直剖面示意圈。

因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
法宴施例的采用二套立式循杯 系統制作三介不同的色 匹團案制品吋的各要
素的俯視平面示意團。

圍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酥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第一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的第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平面示意

圈 。 ' "

因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圍案模板立式循琢 系統及工乞方
法奕施例的通迪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一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布入
第一吳色 匡彩 色 固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囤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酥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的 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平面示意
團。

因 0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酥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通迪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的第一決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布入第

二吳 色 匹彩 色 團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

的剖面示意囤。

囤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杯 系統申各 自第一決空孔園案平面模板布
入第一吳色 匹和第二吳 色 匹彩 色 圈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

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空余出柬的第三美 色 匡位置中，直接用裝載了第三
吳 色 匹團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吳色 匹圈案原料忖的剖面示意團 。

團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各 自第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
入第一美 色 匹和第二美 色 匹彩 色 團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載了第三吳 色 匹



因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吳色 匹因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所制成的第一坡制品的平面結枸示意囤。

固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杯 系統申各 自第一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
入第一吳色 匹和第二吳 色 匹彩 色 園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載了第三吳 色 匹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所制成的第一決制品表面朝下的剖面局放大部分
的錯枸示意囤。

圈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
法突施例的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二坡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園案平面

團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通迪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二決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圈案
平面模板布入第一吳 色 匹彩 色 團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
的功能的載休中的剖面示意團 。

圈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倒的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二決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團案平面
模板的平面示意圈 。

囤 1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通迪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二坡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圈案
平面模板布入第二美 色 匹彩 色 園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
的功能的載休中的剖面示意團 。

圈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
方法宴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各 自第二決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
圈案平面模板布入第一美 色 匹和第二吳 色 匹彩 色 圈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

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空余出未的 三美 色 匹中，直接用裝
載了第三美 色 匡囤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美 色 匹園案原料時的剖面示

圈 1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芒

方法宴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各 自第二坡不同囤案形狀的空孔
囚案平面模板布入第一吳 色 匹和第二美 色 匹彩 色團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
載了第三吳 色 匹團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美 色 匹囤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申后所制成的萄第一決不同圈案的第



二泱制品的平面錯枸示意團。

囤 0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系統及工芭
方法宴施倒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酥 系統申各 自第二決不同因案形狀的空孔
團案平面模板布入第一美 色 匹和第二美 色 匹彩 色 因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
載了第三吳色 匹團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美 色 匹團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申后所制成的均第一坡不同園案的第

二決制品表面朝下的剖面局放大部分的結枸示意 團 。

團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各 自二坡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團

案平面模板循杯布料工芭所制成的二坡戶生了奕化的不同因案的制品的平
面結枸示意因的井列比較團 ( 即囤 和因 的比較團 )

附圈申各杆青的說明
a 把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連成一休的匆合支撐

架

b 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一起上下移功
的患升降架

c 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因案平面模板一起上下移功
的患升降架的功力裝置

P 采用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料的布料四位置
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位置

B 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迸口位置
、 使空孔因案平面伙出口 位置移山立式循杯 系統的功力裝置

使空孔囤案平面伙迸口 B 位置移迸立式循杯 系統的功力裝置
第一套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其中的 系列杯青的各 自不同

囤案形狀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
比 第二套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其申的 N 系析青的各 自不同團

案形狀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均第一套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一吳 色 匠團案原料的

P，占第二套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二



a 羊泱空孔因案平面模板的支撐架裝置
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占迸口 和出口 B 位置舛座的一

介空孔園案平面模板的排列空位
M。、M，、M，、M，、 。、 ，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各 自不同團案形狀的

空孔園案平面模板
，、 2 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二決不同園案形狀的空孔圈案平面模

0 板
大黑魚部分表示奕施例制品第一美 色 匡的墨綠色 圈案原料
大黑魚部分表示宴施例制品的墨綠 色團案原料的囤案匹

小交叉域部分表示奕施例制品第二吳色 匹的洩綠色 團案原料
小交叉域部分表示奕施例制品的洩綠 色團案原料的團案匡

5 小麻魚部分表示奕施例制品第三美 色 匹的黑色 團案原料
小麻魚部分表示奕施例制品的黑 色 團案原料的團案匡

。 用于承托裝載了園案原料的容器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裝載了大黑魚所示的宴施例制品第一美 色 匹的墨綠色囤案原料的下

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裝載了小交叉域所示的奕施例制品第二美 色 匹的洩綠色 圈案原料的

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3 裝載了小麻魚所示的宴施例喇品第三美 色 匡的黑 色 囤案原料的下框

力空孔的容器框
裝載了色 匹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的移功方向

奕施方式 ;

下面結合附團及較佳宴施例，吋依搪本友明提出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
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法，其具休奕施方式、結枸、特征
及其功效，祥細說明如后 。

清參岡團 所示，是本友明二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
0 林 系統及就近位置各要素的俯祝平面示意園。 其中，杯考 a 表示把各空孔

團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連成一休的組合支撐架 析考 b 表示
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園案平面模板一起上下移功的患升
降架 枯青 。表示使姐合支撐架上下逗功的患升降架的功力裝置 杆青



表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位置 析青 B 表示空孔團案平面模
板循杯互換的迸口位置 杯考 ，表示使空孔囤案平面伙出口 位置移出立
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杯考 ，表示使空孔圈案平面伙迸口 B 位置移迸立
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析考 表示第一套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酥 系統及
其申的 系列析考的不同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析青 ，表示占第一套空孔圈

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吋座的第一吳 色 匡團案原料的布料四位置和其下部的
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的位置 析青 P，表示第二美
色 匹圍案原料的布料匡位置。

清參岡園 所示，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
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的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在布料四位置忖的循杯狀怒申
的各要素的垂直剖面示意囤。 八囤可凡，杯考 ，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已在杯考 P 表示的布料四位置，在此位置通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M，迸行第

一吳色 匹囤案原料即宴施例的墨綠色料的布料 ( 見團 所示 )。 其中，杯于
a 表示把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達成一休的組合支撐
架 析青 b 表示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園案平面模板一起
上下移功的患升降架 杯青 。表示使姐合支撐架上下逗功的患升降架的功
力裝置 析青 表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位置 析音 B 表示
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迸口位置 杯青 ，表示使空孔囤案平面伙出

口 位置移出立式循杯 系統的功力裝置 杯考 ，表示使空孔團案平面叭迸
口 B 位置移迸立式循杯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林寺 。、帖、 ，、 M。、M，表示第

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不同圈案形狀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 杯青 a 。表示各
羊泱空孔固案平面模板的支撐架裝置 杆青 P 表示采用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布料的布料四位置 杯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
載休 枯青 表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七迸口 B 位置舛座的
一介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排列空位。

晴參岡團 所示，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
琢 系統及工芭方法的前一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銓迪立式循林 系統的迸口
B 位置迸入立式循林 系 統上一次的排列空位中，另一坡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婪迪立式循琢 系統的出口 位置迭入布料匹位置時的循杯狀悉的各要素
的垂直剖面示意團。 伙圈可几，前二狀怒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在功力裝
置 ，作用下鋒迂立式循杯 系統的迸口 B 位置迭入立式循林 系統上一次排列
空位 中，另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在功力裝置 ，作用下努迪立式循林
系統的出口 位置迸入杯青 表示的布料匹位置，此狀怒下，原有的 帖的



位置成了新的排列空位 ，在此位置通述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迸行第一美 色

匹團案原料即宴施例的墨綠 色料的布料 ( 凡因 1 所示 )，此時的立式循林
系統中原柬支撐空孔因案平面模板 ，的排列位空了出未。 其中，杯青 a 表
示把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連成一休的組合支撐架
杯考 b 表示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一起上下
移功的患升降架 析青 。表示使組合支撐架上下送功的患升降架的功力裝
置 析寺 表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位置 杆青 B 表示空孔
囤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挾的迭口位置 杆青 、表示使空孔團案平面叭出口
位置移出立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杯青 ，表示使空孔團案平面叭迸口 B

位置移迸立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i 析青呱、 ，、 ，、比、 ，表示第一套
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 在本說明半的宴施
例中的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只采用 了 帖、，二泱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囤案平
面模板未制作三介色 匹彩 色團案的制品 兀 析寺 a 。表示各羊坡空孔團案平面
模板的支撐架裝置 杯青 P 表示采用空孔固案平面模板布料的布料匹位置
杯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清參岡團 所示，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
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的另一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M，鋒迪立式循林 系統的出口
位置迸入布料四位置忖，前一決已迸入立式循酥 系統排列空位申的空孔囤

案平面模板 M、隨組合支撐架一起下降了一介排列位的循林 系統的狀怒的各
要素的垂直剖面示意因。 伙團可凡，前一決 已迸入立式循林 系統排列空位
中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隨組合支撐架一起下降了一介排列位，使均迭口 B

位置吋座的排列空位 又空了出未 而同時另一坡空孔圍案平面模板 ，隨
組合支撐架一起下降一介排列位后移功到了出口 位置迪上。其申，杯青 a

表示把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達成一休的組合支撐
架 杯青 b 表示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一起
上下移功的患升降架 杯青 。表示使匆合支撐架上下逗功的患升降架的功
力裝置 杯考 表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位置 析考 B 表示
空孔園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迭口位置 杯青 ，表示使空孔圈案平面臥出

口 位置移 出立式循杯 系統的功力裝置 杯青 ，表示使空孔園案平面伙迸
口 B位置移迸立式循杯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析青 M。、 、、 ，、 ，、 。帖表示第

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的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杆青 a 。表示各
羊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支撐架裝皇 析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
園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杯青 表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占



迸口 B位置吋座的一介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排列空位。

清參岡囚 所示，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
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的在布料四位的另一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努迂立式循
杯 系統的迸口 位置迸入立式循杯孫統中前一狀志組合支撐架下降所空出

柬的排列空位申，再另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已隨看前一狀悉組合支撐
架下降下移了一介排列位已到迭占山口 位置吋座的位置，井在出口 位
置的功力裝置 、作用下迸入布料四位置忖的循酥狀怒的各要素的垂直剖面

示意團 。 伙因可凡，杯青 ，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在功力裝置 ，作用下
鋒迪立式循杯 系統的迸口 B 位置迸入立式循林 系統排列空位 中，析考 ，
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在功力裝置 、作用下銓迷立式循杯 系統的出口

位置迸入杆考 p 表示的布料四位置 ( 在此位置又可以通迪速一決空孔囤案
平面模板迸行色 匹團案原料的布料 ，此忖的立式循林 系統中姐合支撐架上
的原空孔園案平面模板 ，的排列位空了出未。 其中，析青 a 表示把各空孔
團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連成一休的組合支撐架 杯青 b 表示
使姐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的所有空孔園案平面模板一起上下移功的患升
降架 析青 。表示使組合支撐架上下送功的患升降架的功力裝置 杯青
表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琢互換的出口位置 析青 B 表示空孔因案平面模
板循杯互換的迸口位置 析青 ，表示使空孔團案平面伙出口 位置移出立
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析青 ，表示使空孔圈案平面伙迸口 B 位置移迭立
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杯青 。、吼、 ，、 。、 ，表示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

統中的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杆青 a。表示各羊決空孔因案平
面模板的支檸架裝置 杆青 P 表示采用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料的布料四位
置 析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清參岡圈 所示，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
杯 系統及工芭方法宴施例的采用 2 套立式循林 系統制作三介不同的色 匹囤

案制品忖的各要素的俯視平面示意團。 本團表示析青 所示的第一套立式
循杯 系統申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在功力裝置 ，作用下銓迪第一套立式循杯
系統的出口 位置迸入杯青 ，表示的占第一套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
吋虛的第一吳色 區圈案原料 ( 本說明半宴施例中力墨綠色因案原料 ) 的布
料匹位置迸行第一美 色 匹團案原料的團案布料工芭，在完成第一美 色 匡囤

案原料的布料工序后，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因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載
了通迪第一套立式循杯 系統所移迸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所布入的有第一吳
色 匹圈案形狀的團案原料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到杯青 P，表示的均第



二套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二美 色 匹團案原料 本稅明半奕

施例中力洩錄色 囤案原料 ) 的布料四位置迸行第二美 色 匹囤案原料的園案
布料 芭，在完成第二吳色 匹囤案原料的布料工序后，具有承載已形成布
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載了分別通迪第一套和第二套立式循酥 系統
所移迸的空孔固案平面模板所布入的有第一吳和第二吳 色 匹圈案形狀的團

案原料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到枯青 P，表示的第三吳 色 匹圈案原料 ( 本
說明半奕施例中力黑 色 圍案原料 ) 的布料 位置迸行第三美 色 匹囤案原料
的團案布料 芭 。 其申，析青 a 表示把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
撐架裝置連成一休的組合支撐架 析青 b 表示使組合支撐架及使其上承載
的所有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一起上下移功的患升降架 林寺 。表示使姐合支
撐架上下送功的恙升降架的功力裝置 杆青 表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琢
互換的出口位置 枯青 B 表示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迸口位置 析
考 ，表示使空孔因案平面伙出口 位置移 出立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枋
考 ，表示使空孔圈案平面伙迸口 B 位置移迸立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析
青 表示第一套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杆寺 N

表示第二套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申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杯青 P，表
示均第一套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一吳色 匹圍案原料的布料

析寺 p，表示均第二套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二吳色匹因案原
料的布料四位置 枯寺 P，表示第三美 色 匹團案原料的布料四位置。

囤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琢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一坡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平面示意
圈 。 伙圈可凡，宴施例申所采用的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一決尺寸力

X 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析青力 ，，其中空自匹域表示空孔團案
平面模板的第一色 匹 ( 即墨綠色 因案原料色 匹 ) 圍案形狀棲空的空孔，灰
色 匹域表示可以拙住原料通迪的封岡的平面板。

團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通迂第一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的第一坡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入第

的剖面示意圈。 本團是赴于團 所示的循杯狀怒下迸行的工芭迪程，杯青
，有晰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已伙立式循林 系統申移功到了如
團 中所示的析考 P，表示的均第一套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卅座的第

一吳 色 匹 即墨綠 色 團案料匹 ) 因案原料的布料四位置迭行墨綠色 匹圍案



原料的本園所示的布料工芭，八因可凡，杆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
的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在析青 表示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裝載
了圈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杆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柄青 。所示 )，裝載了大黑魚所示的墨綠 色 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

框 ( 杆考 、所示 )，已臥虛域的析考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在
析青 ，布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了杆考 表示的載
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杯考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杯青 。所示 ) ，在此迂程中，裝載在杯青 ，所
示的容器中的大黑魚 1 所示的墨錄色圈案原料通迂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的

0 空孔匹域落在了析青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內井形成了受 ，空孔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一坡制品制作的墨綠
色 囤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箭共 表示裝載了墨綠 色 團案原料的容器的移功
方向。 杯青 大黑魚所示力在載休申已形成的有第一美 色 匹囤案形狀的墨
綠色圍案原料和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中的墨綠色 圍案原料，林寺 ，有斬
升的直域所示力第一色 匹 ( 即墨緣色 團案原料色 匹 ) 囤案形狀鏤空的空孔
因案平面模板。

團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一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平面示意
園 。 伙因可几，宴施例申所采用的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一決尺寸力

20 m X m 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析貴力 N，，其中空自匹域表示空孔囤案
平面模板的第二色 匹 ( 洩綠色 園案原料 色 匹 鏤空囤案形狀的空孔，灰
色 匹域表示可以拙住原料通迂的封用的平面板。

團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通迪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一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布入第

25

的剖面示意因。 本囤是赴于按相同循杯方式使杆青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
空孔圈案平面模板伙立式循杯 系統申移功到了第二布料匹位置，同忖具有
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裁了通迪空孔園案平面模板 、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因案形狀的墨綠色 圈案原料后，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
30 到了如因 所示的杯考 ，表示的占第二套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村座

的第二美 色 匹團案原料 ( 即洩綠色囤案料匹 ) 的布料四位置，迸行洩綠色

團案原料的布料工芭 團 。 伙團可見，析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在已承載了通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圈案形狀的墨綠色 園案原料的杯考 表示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裝
裁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析考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
板 杯青 。所示 )，裝載了小交叉域表示的洩綠色 園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
容器框 ( 析青 ，所示 )，已伙虛域的析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

向在柄寺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了杯青 表示
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園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析青 ，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析考 。所示 ) ，在此迪程申，裝載在杯
考 ，所示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中的小交叉域 表示的洩綠色圈案原料通
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N，的空孔匹域落在了杯考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
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內墨綠色因案原料匹以外的空自位置中井形成了
受 N、空孔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一坡制品制作的洩綠 色圍案原料
色 區的布料。 箭共 表示裝載了洩綠色 因案原料的容器 ，的移功方向。 杆
考 大黑魚所示力已形成的有第一吳色 匹圈案形狀的墨錄色 圈案原料，杯
考 交叉域所示力在載休中已形成的有第二吳色匠圈案形狀的洩綠色圈

案原料和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中的洩綠色 圈案原料，析考 N、有斬升的直
域所示力第二色 匹 ( 洩綠 色囤案原料色 匹 ) 圍案形狀鏤空的空孔圈案平
面模板。

團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赤系統中各 自第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
入第一美 色 匹和第二美 色 區彩 色 囤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案原
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空余出柬的第三吳色 匹位置中，直接用裝載了第三
美 色 匹團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美 色 匹團案原料時的剖面示意團 。 本
圈是在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載了通迪空孔團

案平面模板 M，和 N，所布入的有 色恆 圈案形狀的墨綠 色和洩綠色 團案原料
后，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到了如團 所示的析考 P，表示的第三吳色 匠
圈案原料 ( 本說明半宴施例的黑 色 圈案料匹 的布料匹位置迸行黑 色 圈

案料的布料工芭團，伙圈可凡，杯貴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
料的功能的栽休 在析青 表示的已承載了通迂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和 N，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囤案形狀的墨綠色和淺綠色 團案原料的載休的一端，有用
于承托裝載了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考 ，所示 的不可移功
的承托平板 ( 杆青 。所示 ，裝載了小麻魚表示的黑色因案原料的下框力空
孔的容器框 ( 杯青 ，所示 )，已伙虛域的析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
示方向移功到了杯青 表示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



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析青 貼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杯青 。所示
上，在此迪程中，裝載在析青 ，所示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申的小麻魚

料的余下空自的匹域中，完成第一決制品制作的黑 色 園案原料色匹的布料。

至此，墨綠色 、洩綠色以及黑 色 圈案原料已形成有第一決制品有三介 色 匹

因案形狀的布料布局。 箭共 表示裝載了因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的移功方向。析青 1 大黑魚所示力已形成的有第一吳 色 匹固案形狀的墨綠
色 圈案原料，杯青 小交叉絨所示力在載休申已形成的有第二吳色 匡囤案
形狀的洩綠色 圈案原料，杆青 麻魚所示力在載休申已形成的有第三吳
色 匹圈案形狀的黑 色 團案原料和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中的黑 色 團案原
料。

圈 1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各 自第一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布
入第一美 色 匹和第二美 色 匹彩 色 團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載了第三美 色 匡
囤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美 色 匹因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所制成的第一坡制品的平面結枸示意團 。 八圈可
見，析青 1 大黑魚部分表示宴施例第一決制品的墨錄色團案原料的圈案
匹 析考 2 小交叉域部分表示奕施例第一坡制品的淺錄色 團案原料的圈

案匹 林寺 1 小麻魚部分表示奕施例第一決制品的黑色囤案原料的因案
匹。

圈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

方法宴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各 自第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
入第一吳 色 匹和第二美 色 匹彩 色囤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載了第三美 色 匹

囤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吳色 區圈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所制成的第一決制品表面朝下的剖面局放大部分
的錯枸示意 圈。 伙圈可凡，析青 1 大黑魚部分表示奕施例第一坡制品的
墨綠 色 團案原料的圈案酌 杯舌 交叉域部分表示奕施例第一決制品
的洩綠色圈案原料的囤案匹 析考 小麻魚部分表示宴施例第一坡制品

固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第一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的第二決不同園案形狀的空孔園案平面

模板的平面示意團 。 伙團可凡，宴施例中所采用的第一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

的第二坡尺寸力 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析考力 ，，其申空自匹



域表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第一色 匹 即墨綠色 團案原料 色 匹 ) 因案形狀
棲空的空孔，灰色 匹域表示可以挫住原料通迪的封閉的平面板。

圍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倒的通迂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第二決不同囤案形狀的空孔囤案
平面模板布入第一吳色 匹彩 色 團案原料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
的功能的載休中的剖面示意囤。 本因是赴于囤 和因 所示的循杯狀怒下
迸行的工芭迪程，析青 ，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已八立式
循杯 系統中移功到了如囤 中所示的杯貴 P，表示的均第一套空孔囤案模板
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一吳色 匹 ( p墨綠 色 團案料匹 ) 團案原料的布料匠

位置迸行墨綠色 匹團案原料的本團所示的布料工芭，伙團可几，杯考 表
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在析考 表示的載休的
一端，有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音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析青 。所示 )，裝載了大黑魚所示的墨綠色 團案原
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青 ，所示 ，已叭虛域的析青 ，所示的起始位
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在杯考 M，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上移
功到了杯青 表示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
的容器框 ( 析考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杯青 。所示 ) 上，在此
迪程中，裝載在杆青 、所示的容器中的大黑魚 所示的墨綠 色囤案原料通
迪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的空孔匠域落在了杆青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
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內井形成了均 M，空孔形狀不同的受 M，空孔形狀所
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二泱制品制作的墨綠 色 囤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箭
共 表示裝載了墨綠 色 圈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的移功方向。枋青 1

大黑魚所示力在載休申已形成的有第一吳色 匹因案形狀的墨綠色 團案原料
和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中的墨綠色 團案原料，析青 帆有晰丹的直域所示
力第一色 匠 墨綠色因案原料色 匹 園案形狀鏤空的均 M，空孔形狀不同

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囤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第二套立式循杯 系統申的第二坡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團案平面

模板的平面示意囤。 伙團可凡，宴施例中所采用的第二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

的第二坡尺寸力 m 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杯青力 N，，其中空自匹

域表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第二色 匹 ( 洩綠色 圈案原料色 匹 ) 鏤空囤案
形狀的空孔，灰色 匹域表示可以挫住原料通迂的封岡的平面板。

圈 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



法奕施例的通迪第二套立式循酥 系統中的第二坡不同園案形狀的空孔囤案
平面模板布入第二吳 色 匹彩 色 團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園案原料
的功能的載休中的剖面示意團 。 本圈是赴于按相同循杯方式使析青 ，有斬
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以立式循琢 系統中移功到了第二布料匹

位置，同吋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載了通迪空孔
圈案平面模板 地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團案形狀的墨鍊色 因案原料后，向看制品
座制的方向移功到了如囤 所示的杯青 p，表示的均第二套空孔固案模板立
式循杯 系統吋座的第二吳 色 匹團案原料 ( 即淺綠 色 團案料匹 的布料匹位
置，迸行洩綠色圈案原料的布料工芭團。 伙團可凡，析青 表示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在已承載了通迪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M，所布入的有 色 匹囤案形狀的墨綠色圈案原料的析考 表示的載休的一端，
有用于承托裝載了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青 ，所示 的不可
移功的承托平板 析青 。所示 ，裝載了小交叉域表示的洩綠色 圈案原料的
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析音 ，所示 ，已叭虛域的析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
箭共 所示方向在杆考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
了杯青 表示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
器框 ( 析考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杯考 。所示 ) 上，在此迂程
申，裝載在林寺 恥 所示的容器中的小交叉域 表示的洩綠色 圈案原料通迪
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N，的空孔匡域落在了杆青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
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內墨綠 色 團案原料匹以外的空自位置中井形成了均
N，空孔形狀不同的受 N，空孔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二決制品制作
的洩綠色 團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箭共 表示裝載了洩錄色 團案原料的下框
力空孔的容器框 ，的移功方向。 析考 大黑魚所示力已形成的有第一吳色

匹圈案形狀的墨綠色團案原料，杯青 小交叉域所示力在載休中已形成的
有第二美 色 匹團案形狀的淺綠色 團案原料和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申的洩

綠色 圈案原料，析青 凡有斬升的直域所示力第二色 匹 ( 即洩綠 色團案原料
色 匹 ) 團案形狀鏤空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圈 1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倒的在采用 2 套立式循酥 系統申各自第二決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
圈案平面模板布入第一吳 色 匹和第 美 色 匹彩 色 囤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

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空余出柬的第三美 色 匹中，直接用裝
載了第三吳 色 匹團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美 色 匹團案原料忖的剖面示



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和 比所布入的有 色 匹團案形狀的墨錄色和洩綠色囤案

原料后，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到了如圈 所示的杯青 P，表示的第三吳
色 匹團案原料 ( 即本說明半宴施例的黑 色 囤案料匹 ) 的布料四位置迸行黑

色 團案料的布料工芭坷，伙團可凡，析青 表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在杯青 表示的已承載了通迪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和
N，所布入的有色 匹圈案形狀的墨綠色和洩綠色團案原料的載休的一端，有用
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析青 ，所示 的不可移功
的承托平板 ( 析音 。所示 )，裝載了小麻魚表示的黑色 圈案原料的下框力空
孔的容器框 ( 析考 ，所示 )，已臥虛域的杆考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
示方向移功到了杯考 表示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圈案原料的下
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杯考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杯青 。所示
上，在此迂程中，裝載在杯青 ，所示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申的小麻魚

表示的黑 色 因案原料平刮填充落入載休中沒有布入墨錄色和洩綠 色 圈案原
料的余下空自的匹域中，完成第二坡制品制作的黑色圈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至此，墨綠色、洩綠 色以及黑色 園案原料 已形成有均第一坡制品有不同圈

案的第二坡制品色 匹囤案形狀的布料布局。 箭共 表示裝載了團案原料的
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的移功方向。 析青 1 大黑魚所示力已形成的有第一
美 色 匹團案形狀的墨綠 色 圈案原料，枋青 交叉域所示力在載休申已形

成的有第二吳色 匹囤案形狀的洩綠色團案原料，析青 麻魚所示力在載
休中已形成的有第三美 色 匹團案形狀的黑 色 因案原料和下框力空孔的容器

框 ，中的黑 色圈案原料。

團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

方法宴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杯孫統申各 自第二坡不同圈案形狀的空孔
團案平面模板布入第一吳 色 區和第壬吳 色 匹彩 色圈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
載了第三吳 色 匹囤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吳 色 匹圈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巴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中后所制成的七第一決不同園案的第

二坡制品的平面結枸示意團 。 臥團可凡，枯青 1 大黑魚部分表示宴施例
第二坡制品的墨綠 色 團案原料的團案匹 杯青 小交叉域部分表示宴施
例第二泱制品的洩綠色囤案原料的團案匹 杯考 t 麻魚部分表示奕施
例第二坡制品的黑 色 團案原料的團案匹。

囤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罔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

方法奕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杯 系統申各自第二決不同團案形狀的空孔
圈案平面模板布入第一吳色 匹和第二吳 色 匹彩 色 因案原料及最后直接用裝



載了第三吳色 匹囤案原料的容器平刮布入第三吳 色 匹團案原料到具有承載

已形成布局的固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申后所制成的均第一決不同團案的第

二泱制品表面朝下的剖面局放大部分的結枸示意 囤 。 臥團可凡，杯青 1 1

大黑魚部分表示宴施例第二泱制品的墨綠 色 因案原料的因案 匹 析青
小交叉域部分表示奕施例第二泱制品的洩綠色團案原料的團案匹 杯青 1

小麻魚部分表示奕施例第二泱制品的黑 色 園案原料的團案匹。

因 是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

方法宴施例的在采用 套立式循杯 系統中各 自二決不同囤案形狀的空孔囤

案平面模板循杯布料工芭所制成的二坡戶生了交化的不同圈案的制品的平
面錯枸示意因的井列比較圈 g 囤 1 和囤 1 的比較園 。臥園可凡，其二
泱制品的色 匹圈案是不相同的。

宴施例
現將本友明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耳芭方

法的以制作仿大花綠大理石力宴施例戶品的制作方法及其制作迪程具休說
明如下

)、准各好墨綠 色、淺綠 色和黑 色三神色彩的瓷席原料，井分別裝入
三介容器中。

2 )、准各好二套分別由 2 坡不同空孔團案形狀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組
成的如因 2 所示的空孔囚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相夫的改各要素井采取如
圈 所示的位置安裝好，其中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申的 2 決不同空孔圈案
形狀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以杯青 ，和 ，表示，第二套立式循林 系統中的
決不同空孔團案形狀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以析青 N、和 N，表示。 其中各改各
要素包括杯考 a 表示的羊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支撐架裝置 杯青 a 表示
的把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及其各 自的支撐架裝置連成一休的支撐架 析青 b

表示的使支撐架上下返功的患升降架 析青 。表示的使支撐架上下逗功的
患升降架的功力裝置 杯青 表示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山口位
置 杯青 B 表示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迸口位置 椅青 ，表示的
使空孔圈案平面伙出口 位置移出立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析青 ，表示
的使空孔團案平面伙迸口 B 位置移迸立式循林 系統的功力裝置 析青 P、表
示的占第一套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墨綠色 匹團案原料的布料
四位置 析青 p，表示的洩 色匹囤案原料的布料匹位置 析考 P，表示的黑色

匹因案原料的布料 位置 以及析寺 表示的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
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 后功立式循林 系統迸入到如團 所示的循杯狀恣，使以杯青 地所
示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赴在布料四位置，再如園 所示，在此位置通迂空
孔圍案平面模板 M、迸行制作第一坡制品時的墨綠 色料的布料。 在以析考
表示的具有承載 已形成了的因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裝
載了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杆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
板 ( 析青 。所示 ，裝載了大黑魚所示的墨綠色園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
器框 ( 杆考 ，所示 )，伙虛域的杯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在
杯青 、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了析青 表示的載
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林寺 ，所示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析青 。所示 J ，在此迪程中，裝載在析考 、所

示的容器中的大黑魚 1 所示的墨綠色圈案原料通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的
空孔匹域落在了杆青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內井形成了受 ，空孔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一坡制品制作的墨綠
色瓷廣團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幻、在因 的循杯狀怒下完成了第一決制品制作的墨綠色瓷辰原料色

匹的布料后，均迸口 B 位置吋座的功力裝置，把在已承載了墨綠色因案原
料的載休上部的布料匹位置的空孔園案平面模板 M，，鋒迂迭口 B 位置移功
到空孔圍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均迸口 B 位置吋虛的排列空位 同時或者
然后，占出口 位置吋座的功力裝置使空孔圍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另一
坡不同的空孔團案模板 ，銓迂出口 位置迸入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上部的布料四位置。 迸入如團 和圈 所示狀怒 。

幻、再如團 10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
載了通迪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囤案形狀的墨緣色瓷辰原料
后，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到了如圈 6 所示的杯青 P，表示的占第二套空
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吋座的第二美 色 匹團案原料 ( 即洩綠色團案料
的布料匹位置，赴于按相同循杯方式使杯青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圍

案平面模板以立式循杯 系統中移功到了第二布料 位置，迸行洩綠色 團案
原料的布料工芭。 在已承載了通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所布入的有色 匹因

案形狀的墨錄色圈案原料的析青 表示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裝載了
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析
考 。所示 ，裝載了小交叉域表示的洩綠色圈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析考 ，所示 ，伙虛域的杯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在杯青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了杯考 表示的載休的



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于 ，所示 ) 的
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析青 。所示 上，在此迪程申，裝載在析青 ，所示
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中的小交叉域 2 表示的洩錄色因案原料通迪空孔圈

案平面模板 N，的空孔匹域落在了林寺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
料的功能的載休內墨綠色 團案原料 以外的空自位置申井形成了受 ，空孔
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一決制品制作的洩綠 色 囤案瓷席原料色 匹

的布料。

、如團 所示，承載了上一步驟的由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M，和 N，所
規定形成的墨綠 色和洩綠色 團案瓷辰原料的載休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
到如圈 所示的析青 P，表示的布料四位置迸行黑 色 團案瓷辰料的布料工芭，
叭圍可几，在杯青 表示的已承載了通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M、和 N、所布入
的有 色 匹囤案形狀的墨綠色和洩綠色瓷履原料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
裝載了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杆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
平板 ( 杯青 叭所示 )，裝載了小麻魚表示的黑 色因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
器框 析考 ，所示 )，伙虛域的杆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移
功到了杯青 表示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
的容器框 析考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杯考 所示 ) 上，在此
迂程中，裝載在析考 ，所示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申的小麻魚 表示的黑
色因案原料平刮填充落入載休中沒有布入墨綠色和洩綠色 團案原料的余下
空自的匠域申，完成第一決制品制作的黑 色 團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至此，
墨綠色、洩綠色以及黑 色團案原料已形成有第一決制品有三介色 匹囤案形

狀的布料布局。

、將由墨綠色、淺綠色以及黑 色瓷辰原料形成的有第一決制品色 匹

團案形狀布局的瓷辰料送入座制位置，座制成型，即制成了本友明的均 ，和
N，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圈案模口述沿所規定形成的色 匹團案特征一致
的第一決三堆彩 色仿大花綠大理石板材拯休 將此拯休燒成即可得到亞光
的制品，燒成后再迸行拋光即可得到拋光的第一決囤案形狀的仿大花綠大
理石制品 ( 如圈 比 所示 兀

幻、在上述第 ) 步驟后，第一套立式循林 系統的第二泱空孔園案平面

模板 ，已如圈 、圈 所示，互換到迭了墨綠色 匹的布料匠位置，就迸行如
囤 卜所示的布料工芭，即在杯考 表示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裝載了
固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杯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杯
青 。所示 )，裝載了大黑魚所示的墨綠色 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杯青 ，所示 )，伙虛域的杯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在枋考
，有晰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了析考 表示的載休的
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圈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析于 ，所示 ) 的
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林寺 所示 上，在此迪程中，裝載在析青 ，所示
的容器中的大黑魚 所示的墨綠色 圈案原料通迪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的空
孔匹域落在了析考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內

井形成了占 ，空孔形狀不同的受 ，空孔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二
泱制品制作的墨錄色 團案原料色 匠的布料。

)、再如囤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承
載了通迪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因案形狀的墨綠色瓷席原料
后，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功到了如團 所示的杯青 P，表示的均第二套空
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吋座的第二吳色 匹圈案原料 ( 即洩綠色圈案料 )

的布料四位置，赴于按相同循杯方式使林肯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圈

案平面模板伙立式循杯 系統中移功到了第二布料匹位置，迸行洩綠色 囤案
原料的布料工芭 。 在已承載了通迪空孔圈案平面模板 M，所布入的有 色 匹因

案形狀的墨綠 色 團案原料的析青 表示的載休的一端，有用于承托裝載了
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杆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杯
青 。所示 兀 裝載了小交叉域表示的洩綠 色 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杆考 ，所示 ，伙虛域的析青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方向在杯青

N，有斬升的直域所示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上移功到了析青 表示的載休的
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析青 ，所示 的
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杯青 。所示 上，在此迪程申，裝載在杆考 ，所示
的容器中的小交叉域 表示的洩綠色團案原料通迂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的
空孔匡域落在了杯青 所示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囤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內墨綠色圈案原料匹以外的空自位置申井形成了占 N，空孔形狀不同的受 ，
空孔形狀所規定的堆集狀，完成了第二泱制品制作的洩綠色 囤案原料色 匹

的布料。

)、如團 所示，承載了上一步驟的由空孔因案平面模板 M，和 ，
所規定形成的墨綠色和洩綠色 囤案瓷原原料的載休向看制品座制的方向移
功到如團 所示的杯青 P，表示的布料匹位置迸行黑 色囤案瓷廣料的布料工
芭，伙囤可凡，在枋青 表示的已承載了通迪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和 N，
所布入的有 色 匹團案形狀的墨綠 色和淺綠 色瓷原原料的載休的一端，有用

于承托裝載了囤案原料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 ( 杆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



的承托平板 ( 析青 。所示 )，裝載了小麻魚表示的黑 色 團案原料的下框力空

孔的容器框 杯青 ，所示 ，伙虛域的析寺 ，所示的起始位置按箭共 所示
方向移功到了杆青 表示的載休的另一端用于承托裝載了團案原料的下框
力空孔的容器框 枋青 ，所示 ) 的不可移功的承托平板 ( 析考 。所示 ) 上，

。 在此迪程中，裝載在杆考 ，所示的下框力空孔的容器框中的小麻魚 表示
的黑色 團案原料平刮填充落入載休申沒有布入墨綠 色和洩綠 色因案原料的
余下空自的匹域中，完成第二決制品制作的黑色 園案原料色 匹的布料。 至
此，墨錄色、洩綠 色以及黑 色 囤案原料已形成有朽第一坡制品有不同因案
的第二決制品色 匹囤案形狀的布料布局。

1 )、將由墨綠 色、洩綠 色以及黑 色瓷原原料形成的有第二泱制品色 匹

圈案形狀布局的瓷廣料送入座制位置，座制成型，即制成了本友明的均 ，和
，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團案模口迪沿所規定形成的色 匹因案特征一致
的第二泱三堆彩 色仿大花綠大理石板材拯休 將此拯休燒成即可得到亞光
的制品，燒成后再迸行拋光即可得到拋光的第二決圍案形狀的仿大花綠大

5 理石制品 ( 如囤 9 所示 )。

在此要說明的是，本奕施例是介紹的本友明系統赴于循杯狀悉下的二
科不同的圍案奕化的宴施例 。 而要祝明 或 神以上的團案奕化的情
況，有必要耕迷于下后，伙囤 寸凡，在組合支撐架上的一決不同的空孔
團案平面模板 ，已銓在鈕合支撐架之最下居，迭即是說，在本奕施例描

0 迷之前，編青 。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完成布料后，銓迪迸口 B 位置，已迸
入了匆合支撐架原本座有的空位，而 ，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努由出口
位置，到迷了布料位的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功能的載休之上，
井且，鈕合支撐架在患升降架中，向下移功了一介序位，以上工芒程序之
后，才 出現了如團 所表示的 、， 。、0 的位置及吋座的出口 位置、迸口 B

位置占匆合支撐架的位置間的雯化。

同一介道理，如果要把本奕施例申只限于制作 2 坡不同交化圈案，交
成制作 坡以上不同囤案時，就要如同團 、囚 、團 一祥逐步不晰交化，
尤其按囤 所示，在本宴施例之 1 1 步驟后，必須再使患升降架上的組
合支撐架下降一介序位，即 。和 比 已下降一介序位，原 位 下降，此忖

0 ，通迂迸口 B 位置迸入組合支撐架 使 ，通迪出口 位置到迷布料四位置
如囤 幻，即可升始重夏一．二決戶生有完整色 匹彩 色團案每次所需的相

座工芭流程未迸行第三決及以后的水同因案的制作，就能得到如 ，、M。、 ，
等等空孔團案平面模板規定的其它不同因案的制品。 有夫工芭循林可以再



參照說明半和杖利要求半 內容柬奕施。

， 由于如果要奕施更多 的圈案交 f匕，在文字表述上舍太迪冗長，而宴阮

上不管多 少雯化，都是基于本宴施倒之基拙上的基本工芭流程的重夏，所
以可以在表迷上，伉逸本奕施例。

以上所迷，促是力了說明本友明的較佳仇迭宴施例而已，然而其井非

是村本友明尤其本友明的枚利要求的內容的限制，任何熟悉本項技木的人
員 可能利用上迷提示的技木內容和友明杖利要求中的結枸要素和工芭方法
的要求加以扶行或交更或修飾力等同交化的等效奕施例，凡是未脫 禹本友
明技木方案的內容，依搪本友明的技木宴廣吋以上宴施例所作的任何筒羊
修改，等同交化均修飾，均仍屬本友明技木方案的范圃內。

工並座用性
本友明在制作孚化團案的因案裝飾板材的工芭迪程叱 具有更好的工

並化可操作性，能有效地、准碉地、快速井且布省切地、布約投入費用地
生戶出半富的奕化團案的彩 色制品: 送是吋本人的原有工芭友明的迸一步
提升和友展。 此工芭可以有利于陶瓷、玻璃、微晶玻璃、含樹脂的人造石
的拯休色三堆團案雯化工芭及陶瓷表屆粉休園案交化工芭和含村脂鋪地裝
飾材料三堆團案奕化工芭的奕化囤案的制作，能有效地工並化生戶，使得
制造成本相吋咸少 ，效率大大提副 符合鋒洋效益，而相舀具有戶並的戶
乏牙 用什值。



枝利要求丰

1、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其特別這用于陶
瓷、玻璃、微晶玻璃、含村脂的人造石的拯休 色三堆團案奕化工芭及陶瓷
表居粉休團案工芭和含樹脂鋪地裝飾材料三堆團案奕化工芭的制作，其由
2 坡用于適迂圍案原料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組成，其特征在于

其一，每泱模板最少有 00 0 介用于通迪團案原料的空孔因案平面

模板的模口迪沿形狀，規定了村座的 0 介制品裝飾 圈案的述沿的形

狀
其二，其 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每泱模板各 自之同最少有

其三，其 坡空孔因案平面模板是平放在各 自的支撐架上井且是按
垂直方向有序地排列在組合支撐架上的，井且逐改有一介患升降架和患升
降功力裝置能使組合支撐架上下移功

其四，其患升降架述上，改有
采用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抖的布料 位置

、布料匹位置下的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
Q、 空孔囤案平面模板循琢互換的出口 位置和迭口 B位置
Q、驅功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循酥通迪出口 位置的功力裝置和驅功空

孔團案平面模板循杯通迪迸口 B位置的功力裝置
、在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中均迸口 B 位置吋座的一介空

孔團案平面模板在匆合支撐架中的排列空位。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患升降架迪上役有的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因案原
料的功能的載休是平板狀、或盒狀、或岡格狀、或履帶狀的。

、根搪校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患升降架逆上改有的采用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布料的
布料 位置之下，沒有用以承托裝載 神不同色 匹囤案原料的井可兼有
多 坡不 同的空孔 圈案平面模板各自的空孔團案形狀特征的井能吋最少

坡不同的團案匹彩 色原料起精細分隔規范作用的格柵模口壁組成
的組合團案格柵模具。

屯 根搪枚利要求 所述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患升降架述上改有的采用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料的



布料匹位置之下，故有用以承托裝載 神不同 色 匹團案原料的井可兼有
多 坡不 同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各 自的空孔因案形狀特征的井能村最少

0 坡不同的囤案匹彩 色原料起精細分隔規范作用的格柵模口壁姐成
的姐合囤案格柵模具，井且在組合囤案格柵模具下部有一介具有平行移功
功能的抽板裝置。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所迷的用于通迂團案原料的空孔圍案平面模板是采
用金厲、或村脂或篩 岡材料而制成的，其厚度力 ．mm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圍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特征在于 其含有 2 決用于通迂圈案原料的空孔囤案平面模
板，以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循琢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
中岡起始魚位置，在其逆上的患升降架的平面位置的上部或下部，存在一
介比上述中岡起始魚位置高 柬的可供患升降架和組合支撐架上升的空
間，迂存在一介比上迷中間起始魚位置低 2 米的井挖了地坑的可供患升
降架和組合支撐架下降的空間。

、根搪枚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其工芭方法的特征在于

1 、准各好如校利要求 所迷的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一套和相

2 )、在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 統中，在采用不同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制作突化彩 色團案的循杯狀怒時，首先是使均迸口 B 位置吋座的功力裝置，

一決空孔圈案平面模板，鋒迂迸口 B 位置移功到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

統中占迸口 B 位置吋座的排列空位 同忖或者然后，使均 出口 位置吋座
的功力裝置把空孔因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申另一決不同的空孔團案模板鋒

迂出口 位置移功到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團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上部的
布料四位置。

)、將容器中裝有吋座空孔囚案模板立式循酥 系統中空孔圈案平面模
板空孔囤案 色 匹的圈案原料通迪迸入布料匹位置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空
孔因案模口布入到下部的具有承載團案原料功能的載休上，井形成了由迭
一坡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囤案模口述沿形狀所規定的第一色 匹圈案料
的布局。

、承載了通迪上一步驟中布料匹位置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布入的色



匹團案原料的載休向制品座制位置方向移功，或者移功到下一布料位置忖，
由另一容器中的另一囤案 色 匹的原料在其空自匹域填充井刮平，或者移功
到另一介空孔團案平面模板下布入另一色的圍案原料，以上方式都能形成
有二介色 匹的完整團案特征的囤案原料的第一秤囤案布局。

幻、通迪患升降功力裝置，把患升降架上的載有 決不同空孔圈案
平面模板的組合支撐架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排列序
位，由于組合支撐架的移位，使原努迂迸口 B 位置已迸入到均迸口 B 位置
吋座的排列空位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隨之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團案平
面模板的排列序位，而原 出口 位置吋虛的空孔園案平面模板因已移山后
成力了空位，但因組合支撐架的一介序位的移位，使其空位就移到了迸口 B

位置的卅座位置，即迸口 B 位置吋座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排列空位就隨之
空了山東，速就力特入新的一決不同的空孔圍案平面模板的工芭程序提供
了循林奈件，其工芭程序如下

、使均迸口 B 位置村虛的功力裝置，把在具有承載已形成布局的園

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上部的布料四位置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銓迪迸口 B

位置移功到空孔圈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中均迸口 B 位置吋座的已空出柬的
本卜列空位 同忖或者然后，使占出口 位置吋座的功力裝置把空孔團案模
板立式循杯 系統申不同的一決空孔團案模板婪迂出口 位置移功到具有承

板的空孔圈案模口布入到下部的具有承載園案原料功能的載休上，井形成
了由速一坡不同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圈案模口述沿形狀所規定的第

一色 匹料不同的團案的布局。

、承載了通迪上一步驟申布料匹位置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布入的色

匹囤案原料的載休向制品座制位置方向移功，或者移功到下一布料位置忖，
由另一容器中的另一因案 色 匹的原料在其空自匹域填充井刮平，或者移功
到另一介不同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下布入另一色的圈案原料，以上方式都
能形成有二介色 匹的完整囤案特征的圈案原料的均第一神因案不同的第二
神囤案布局。

Q 、通迪患升降功力裝置，把患升降架上的載有 決不同空孔團案

平面模板的組合支撐架叉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排列序
位，由于組合支撐架的移位，使原鋒迂迸口 B 位置已迸入到均迸口 B 位置



卅座的排列空位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隨之向上或向下移功一介空孔團案平
面模板的排列序位，而原出口 位置村座的空孔因案平面模板因已移 出后
成力了空位，但因組合支撐架的一介序位的移位，使其空位就移到了迸口 B

位置的吋座位置，即迸口 B 位置吋座的空孔囤案平面模板排列空位就又隨
之空了出柬，迸一特入新的一決不同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的工芭程序的循
杯。

)、在工芭流程申，分別把二次或二次以上布料形成的承載于囤案原
料載休中的有各 自不同的團案形狀特征的二神或二秤以上的色彩 匹組成的
完整囤案的彩 色原料，按陶瓷、或玻璃、或微晶玻璃、或含樹脂的人造石
或含榭脂鋪地裝飾材料的公知的生尹域工芭流程，送入加座位置，采用滾
座座延工芭或者使用 陶瓷座札座制狀怒下的平座工芭，座制成型，即制成
了本友明的占各 自有所不同的相座空孔囤案平面模板的空孔囤案模口述沿

所規定而形成的色 匹圈案特征一致的三維彩 色 團案板材拯休 不斬將此吳
拯休按 自功生戶絨燒成工芭，即可得到改汁所需之團案有所奕化的 2 50 泱
力循杯的不斬戶生的並光的本友明所制出的制品，燒成后再迸行拋光即可
得到本友明所制出的拋光的制品 '

叭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杯
系統及工芭方法，其特征在于 按 決不同鏤空形狀的空孔圈案平面模
板的多少數量，重夏相座次數的杖利要求 第 ) 步驟申 、 、 、

的工芭流程，就能得到一掩患休依次移功循杯的按不同空孔團案平面模板
的空孔困案模口形狀規定的各 自不同園案形狀特征的相座多 少泱的圈案原
料布局。 也是說，在循杯迂程中，莓次都通迂工芭流程 的重夏，能得到
相座多少決的一介色 匹的不同形狀的圈案料布局，再通迪工乞流程 的重
夏，才可得到相座多少泱的有第二令色 匹團案料布局的完整圈案、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其特征在于 每圭 決不同的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完成
一掩向上或向下的患休依次移功循琢，即患升降架述上的出口 位置或迸
口 B 位置上的一掩患休循杯中最后一抉空孔園案平面模板赴于匆合支撐架

上的其它空孔團案平面模板最上部或最下部忖，患升降架的功力裝置就碉
整成做相反方向的向下或向上移功i 以此方式柬迭行每一掩完整患循杯，
即如果第一掩患休循杯的組合支撐架上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根按工芭程序下
降了 次，純合支撐架上最上居的最后一坡空孔團案平面模板到迷以空

孔囤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迭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中間起始



魚的位置忖，就完成了第一掩 次的全部向下的患休循杯 第二輪患休
循杯就座使鈕合支撐架上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按工芭程序，以以空孔囤案
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迸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申問起始魚的位
置升始向上移功 0 次，上升到組合支撐架的最底一決空孔囤案平面模板
到迭以空孔圈案平面模板循杯互換的出口 位置或迭口 B 位置的水平面力
中岡起始魚的位置時，就完成了另一輪的 次全部向上的患休循杯。在
患循杯上下方向交化吋，座吋功力裝置及的山口 位置和迭口 B 位置作相
座的碉整。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團案模板立式循
林 系統及工芭方法，其特征在于 改立每套由 決有空孔團案形狀模口

的空孔圈案平面模板組成的 套空孔團案平面模板立式循林 系統，井在
每套循林 系統旁迷設置相座不同 色 匹的團案原料的布料匹和具有承載已形

成布局的圈案原料的功能的載休，即可迷到有 神各不完全相同的循杯
雯化圈案的，而且每坡制品叉有 介不同的色彩 匹枸成的羊富的囤案制
品的制作 目的。

1 、才財厝杖利要求 所述的二科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囤案模板立式循
琢 系統及工芭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抽具空的狀怒下，迸行滾座筒的滾座
座延工芭 或者力在抽具空的狀志下使用陶瓷座札座制的平座工芭 。

2、根搪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制作裝飾板材的空孔園案模板立式循
杯 系統及工芭方法，其特征在于 采用 陶瓷座桃的推料架裝置或者履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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