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798689.1

(22)申请日 2015.11.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46135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06

(73)专利权人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 3111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

道临平大道1133号

    专利权人 德清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九江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李华云　夏昌奎　王化能　方伟文　

余剑峰　余惠　徐华宏　

(51)Int.Cl.

C04B 41/89(2006.01)

C04B 41/86(2006.01)

C03C 8/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503359 A,2012.06.20,

CN 104325823 A,2015.02.04,

CN 105036814 A,2015.11.11,

CN 104309223 A,2015.01.28,

CN 103408295 A,2013.11.27,

CN 102795892 A,2012.11.28,

CN 102795895 A,2012.11.28,

CN 104761952 A,2015.07.08,

CN 1900012 A,2007.01.24,

JP 2000273806 A,2000.10.03,

审查员 龚希珂

 

(54)发明名称

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及其生

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

瓷质砖及其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按常规

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

面料；C、瓷质砖坯体制备；D、坯体干燥；E、淋底

料；F、数码喷墨印刷；G、印刷面料；H、施布面料后

干燥；I、烧成；J、磨边。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面浆和助色剂用量大导致的成本

上升，图案纹理缺乏立体纹路表达的问题，同时

解决了现有瓷质渗花砖开槽、倒角等深加工露底

不美观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更环保经济、装

饰效果更丰富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CN 105461358 B

2019.04.19

CN
 1
05
46
13
58
 B



1.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A、按常规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备用；

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面料，采用的瓷质砖底料和面料的干料化学组成一致，与步骤A中

坯体粉料相似，但其中以重量百分比计K2O+Na2O：6%～8%，杂质≤4%；底料的干料采用长石类

瘠性原料和高岭土类塑性原料进行配料，但面料的干料全部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类瘠性

原料进行配料；底料和面料的浆料均控制细度为325目筛余量在0.5%以内，比重为1.60～

1.90，其中底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成满足淋施性能要求的浆料即可，底料的辅

助外加剂中不包含辅助着色剂ZnO、TiO2、不定形SiO2，面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

足浆料性能要求后烘干，制成干粉，面料的辅助外加剂中包含辅助着色剂ZnO、TiO2、不定形

SiO2中的一种或多种，再与印油、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备用；

C、瓷质砖坯体制备：将步骤A中制得的瓷质砖坯体粉料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行多

管布料，然后铺布在压砖机模腔中，在20MPa～50MPa的压力下，将瓷质砖坯体粉料压制成瓷

质砖生坯；

D、坯体干燥：将步骤C制备的瓷质砖生坯在干燥窑中于150℃～300℃下烘干；

E、淋底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底料用淋釉工艺施布在干燥后的瓷质砖生坯表面，单

位面积所施底料的重量为400g/m2～800g/m2；

F、数码喷墨印刷：采用数码喷墨印刷机按设计好的图案喷涂在瓷质砖坯体上，配合坯

体图案纹理，使得砖体表面与坯体具有相近的纹理与质地；

F1、特殊颜色材料装饰：在步骤F数码喷墨印刷过的坯体表面进行特殊颜色材料装饰，

所述的特殊颜色材料为含有具有着色能力的无机色料或金属氧化物的陶瓷材料；

G、印刷面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面料用印刷工艺施布在步骤F1特殊颜色材料装饰

后的坯体表面；

H、施布面料后干燥：将施过面料的瓷质砖生坯再在干燥窑中于150℃～300℃下烘干；

I、烧成：将步骤H干燥好的瓷质砖生坯置于辊道窑中使用常规瓷质砖烧成温度制度、压

力制度和气氛制度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为1150℃～1250℃，烧成周期为40min～90min,制得

瓷质砖半成品；

J、磨边：利用常规的磨边加工设备，对半成品砖进行磨边处理，制得仿石纹立体装饰效

果的瓷质砖成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辅

助外加剂添加量以面料干料计为：ZnO为0.2%～1%，TiO2为0.2%～5%，不定形SiO2为3%～8%。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的特殊颜色材料中引入透明或半透明料。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特殊颜色材料装饰为采用全透网版印刷或采用有图案纹理的网版印刷。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G

中印刷面料工艺采用丝网印刷或辊筒印刷。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G

中采用局部不均匀印刷。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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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边处理后，采用抛光或柔抛工艺处理。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所制备的仿石纹

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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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陶瓷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及

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渗花瓷质砖产品为达到仿天然石材纹理的效果，普遍采用“渗花”抛光技术，

并在渗花工艺方面经历了从丝网印刷包含可溶性盐的渗花液到喷渗透墨水的升级。中国专

利CN102795892B介绍了一种渗花瓷质砖及其生产方法，通过在坯体层表面淋瓷抛面浆，一

方面可将渗花盐的渗透深度从传统渗花砖的2mm~3mm降至0.3mm~0.5mm，拓展了渗花盐的使

用种类，丰富了花色；另一方面降低了抛光工序的磨削厚度，减少了废料产生量。助色剂配

合喷墨渗透墨水的使用显著提升了装饰图案的色彩饱和度和明度，纹理清晰细腻。然而，单

一使用喷墨实现仿天然石纹使得瓷砖的装饰只限于平面二维尺度，对于石纹中的孔洞和起

伏的沟壑却欠缺立体层次的表达。渗透墨水的使用多配合助渗剂以加强渗透能力，使之在

抛光或柔抛后仍能保留图案纹理。此外，面浆均采用多道淋釉工艺施布，面浆用量较大，且

相应引入的较高成本的助色剂也偏多，造成生产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面浆和助色剂用量大导致的成本较高，图案纹理

缺乏立体纹路表达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更环保经济、装饰效果更丰富的瓷质砖的生产方法。

[000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运用该方法生产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砖。

[0005] A、按常规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备用；

[0006] 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面料，采用的瓷质砖底料和面料的干料化学组成一致，与步

骤A中坯体粉料相似，但其中K2O+Na2O：6%~8%，杂质≤4%（均为重量百分比）；底料的干料采用

长石类瘠性原料和高岭土类塑性原料进行配料，但面料的干料全部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

类瘠性原料进行配料；底料和面料的浆料均控制细度为325目筛余量在0.5%以内，比重为

1.60g/cm3~1.90g/cm
3，其中底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成满足淋施性能要求的浆料

即可，面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足浆料性能要求后烘干，制成干粉，再与印油、

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备用；

[0007] C、瓷质砖坯体制备：将步骤A中制得的瓷质砖坯体粉料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

行多管布料，然后铺布在压砖机模腔中，在20MPa~50MPa的压力下，将瓷质砖坯体粉料压制

成瓷质砖生坯；

[0008] D、坯体干燥：将步骤C制备的瓷质砖生坯在干燥窑中于150℃~300℃下烘干；

[0009] E、淋底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底料用淋釉工艺施布在干燥后的瓷质砖生坯表

面，单位面积所施底料的重量为400g/m2~800g/m
2；

[0010] F、数码喷墨印刷：采用数码喷墨印刷机按设计好的图案喷涂在瓷质砖坯体上，配

合坯体图案纹理，使得砖体表面与坯体具有相近的纹理与质地；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05461358 B

4



[0011] G、印刷面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面料用印刷工艺施布在步骤F数码喷墨印刷后

的坯体表面；

[0012] H、施布面料后干燥：将施过面料的瓷质砖生坯再在干燥窑中于150℃~300℃下烘

干；

[0013] I、烧成：将步骤H干燥好的瓷质砖生坯置于辊道窑中使用常规瓷质砖烧成温度制

度、压力制度和气氛制度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为1150℃~1250℃，烧成周期为40min~90min,

制得瓷质砖半成品；

[0014] J、磨边：利用常规的磨边加工设备，对半成品砖进行磨边处理，制得仿石纹立体装

饰效果的瓷质砖成品。

[0015] 以上步骤中，凡未加特别说明的，都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常规控制手段。

[0016] 为完成第二个发明目的，采用的是按上述步骤生产的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

砖。

[0017] 现有技术的面料配方中含有高岭土类塑性原料，直接制备成印刷面料，易因塑性

原料粘附网版而影响印刷性能，本发明步骤B中面料均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类瘠性原料

进行配料，较好地解决了此类问题。由于面料组成与坯体相似，但作为熔剂性成分的氧化钾

和氧化钠含量高于坯体，使得其火度相对坯体稍低些，烧成过程中产生的玻璃相多于坯体，

因而通透性高于坯体，烧后的面料呈现出半乳浊性。又由于印刷面料层比较薄，烧后面料层

厚度不足0.2mm，抛光磨削过程会减少约0.1mm，因而面料层最终为0.1mm左右，烧后较薄的

面料层所具有的良好的通透性能保证数码喷墨印刷图案的清晰直观。

[0018] 步骤B中面料的辅助外加剂中包含辅助着色剂ZnO、TiO2、不定形SiO2中的一种或多

种，底浆不包含辅助着色剂ZnO、TiO2、不定形SiO2。

[001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步骤B中面料的辅助外加剂添加量以面料干料计为ZnO为

0.2%~1%，TiO2为0.2%~5%，不定形SiO2为3%~8%。

[0020] 步骤F中采用的是普通喷墨墨水，不具有渗透能力，在使用时也不需配合助渗剂，

因为喷墨工序在印刷面料工序之前，即印刷面料层在喷墨层之上，不用顾虑喷墨层在表面

会被抛光磨削除去，所以即丰富了装饰纹理，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步骤F和G之间可进行特殊颜色材料装饰，即将多种颜色

材料与印油、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料，或制备成可淋布的浆料或可喷

洒的浆料，再用印刷或淋布或喷洒工艺施布到步骤F已数码喷墨印刷过的瓷质砖坯体表面，

特殊颜色材料中为含有着色能力的无机色料或金属氧化物的陶瓷材料。特殊颜色材料的使

用主要在部分图案色彩无法完全通过喷墨表现时，起到补充作用。

[002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特殊颜色材料中可引入透明或半透明料，将所需颜色材

料与透明或半透明料混合，再施布到瓷质砖坯体表面。

[0023]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特殊颜色材料装饰为采用全透网版印刷或采用有图案纹

理的网版印刷。

[0024]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步骤G中的印刷面料工艺可采用丝网印刷或辊筒印刷。

[0025]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步骤G中采用局部不均匀印刷。

[0026]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步骤J磨边处理后，可采用抛光或柔抛工艺处理。若对本

发明所制备的瓷质砖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即可获得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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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若采用柔抛处理，即获得一种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亚光砖。

[0027] 与专利文献CN102795892B等报道的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几方面优势：

[0028] 1、节省材料

[0029] 现有技术为达到合适的面层厚度，在实际操作中多采用淋两道相同面浆的工艺，

且在面浆中均引入一定比例的辅助着色剂，以配合后续的喷墨图案，增强墨水的发色效果。

与之不同的是，本发明施布的底料中不添加ZnO、TiO2等辅助着色剂，与现有技术相比，减少

了辅助着色剂的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本发明施布的面料则不采用淋面浆工艺，而是将面

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足浆料性能要求后烘干，制成干粉，并与印油、辅助添加

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采用印刷的方式将面料印刷到已淋过底料的坯体表

面，相比现有技术的淋面浆，面料采用印刷工艺能够大幅降低面料层厚度，节省面浆的用

量。

[0030] 2、降低损耗

[0031] 现有技术的淋面浆工序，面浆常因滞留在回收盘或粘附在输送皮带上而造成浪费

和损耗，其损耗量约为面浆总量的20%左右，而本发明施布面料时采用的是印刷工艺，则可

以大大降低面料的损耗量，其面料利用率高达95%以上。

[0032] 3、纹理丰富

[0033] 现有喷墨渗花瓷质砖一般采用纯色坯体，纹理仅限于坯体表面的喷墨图案，装饰

效果单调，为增加渗透能力，采用的渗透墨水往往配合助渗剂一起使用，而本发明通过将坯

体粉料按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行多管布料形成一定的装饰纹路，并结合数码喷墨技术，在

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使得表面装饰与坯体纹理有机结合，比传统喷墨渗花瓷质砖的装饰

效果更丰富。

[0034] 现有喷墨渗花瓷质砖采用淋两道面浆工艺，面浆将坯体表面全部覆盖，只能单纯

地作为后续喷墨图案的承载体，面浆层局限于二维平面结构，难以实现凹凸立体的装饰效

果。而本发明采用印刷面料工艺能够根据需要实现不同的线条纹理，真正实现点-线-面多

种纹理甚至凹凸纹理的有机结合。

[0035] 此外，本发明印刷面料工艺可以采用局部不均匀印刷。由于普通印刷釉火度较低、

印刷的线条易熔融，有自流平效应，细线条纹理易因釉料熔融而填平，使得印刷线条局限于

粗线条纹理，装饰纹理不够细腻。与普通印刷釉相比，本发明面料的火度高、玻璃相少，不具

有普通釉料的高温流动性，因而可印刷细条纹，细条纹由于火度高不会在烧成中软化坍塌，

并保持到烧成处理之后，故装饰纹理更加细腻，能够在烧成处理后形成立体三维层次的沟

壑和少量不均匀分布的孔洞，从而更为逼真地再现天然石材的裂纹和气孔等。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获得的有益效果是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面浆和助色剂用

量大导致的成本较高，图案纹理缺乏立体纹路表达的问题，同时解决了现有瓷质渗花砖开

槽、倒角等深加工露底不美观的技术问题。印刷面料方式不仅显著节约了面料用量耗损，降

低了生产成本，同时面料高火度性质使得烧后仍能保持原有线条纹理，实现三维立体层次

的装饰效果，与坯体通体布料纹理相配合，实现了天然石材纹理的逼真再现。

[0037] 实施例1

[0038] A、按常规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备用；

[0039] 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面料，采用的瓷质砖底料和面料的干料化学组成一致，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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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A中坯体粉料相似，但其中K2O+Na2O：6%，杂质2%（均为重量百分比）；底料的干料采用长石

类瘠性原料和高岭土类塑性原料进行配料，但面料的干料全部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类瘠

性原料进行配料，面料中ZnO为1%，TiO2为5%，不定形SiO2为8%。；底料和面料的浆料均控制细

度为325目筛余量在0.5%以内，比重为1.90g/cm3，其中底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

成满足淋施性能要求的浆料即可，面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足浆料性能要求后

烘干，制成干粉，再与印油、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备用；

[0040] C、瓷质砖坯体制备：将步骤A中制得的瓷质砖坯体粉料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

行多管布料，然后铺布在压砖机模腔中，在50MPa的压力下，将瓷质砖坯体粉料压制成瓷质

砖生坯；

[0041] D、坯体干燥：将步骤C制备的瓷质砖生坯在干燥窑中于180℃下烘干；

[0042] E、淋底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底料用淋釉工艺施布在干燥后的瓷质砖生坯表

面，单位面积所施底料的重量为500g/m2；

[0043] F、数码喷墨印刷：采用数码喷墨印刷机按设计好的图案喷涂在瓷质砖坯体上，配

合坯体图案纹理，使得砖体表面与坯体具有相近的纹理与质地；

[0044] G、印刷面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面料用辊筒印刷工艺施布在步骤F数码喷墨印

刷后的坯体表面；

[0045] H、施布面料后干燥：将施过面料的瓷质砖生坯再在干燥窑中于200℃下烘干；

[0046] I、烧成：将步骤H干燥好的瓷质砖生坯置于辊道窑中使用常规瓷质砖烧成温度制

度、压力制度和气氛制度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为1180℃，烧成周期为80min,制得瓷质砖半成

品；

[0047] J、磨边：利用常规的磨边加工设备，对半成品砖进行磨边处理，制得仿石纹立体装

饰效果的瓷质砖成品。

[0048] 实施例2

[0049] A、按常规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备用；

[0050] 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面料，采用的瓷质砖底料和面料的干料化学组成一致，与步

骤A中坯体粉料相似，但其中K2O+Na2O：8%，杂质4%（均为重量百分比）；底料的干料采用长石

类瘠性原料和高岭土类塑性原料进行配料，但面料的干料全部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类瘠

性原料进行配料，面料中ZnO为0.2%，TiO2为0.2%，不定形SiO2为3%。；底料和面料的浆料均控

制细度为325目筛余量在0.5%以内，比重为1.70g/cm3，其中底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

球磨成满足淋施性能要求的浆料即可，面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足浆料性能要

求后烘干，制成干粉，再与印油、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备用；

[0051] C、瓷质砖坯体制备：将步骤A中制得的瓷质砖坯体粉料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

行多管布料，然后铺布在压砖机模腔中，在20MPa的压力下，将瓷质砖坯体粉料压制成瓷质

砖生坯；

[0052] D、坯体干燥：将步骤C制备的瓷质砖生坯在干燥窑中于280℃下烘干；

[0053] E、淋底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底料用淋釉工艺施布在干燥后的瓷质砖生坯表

面，单位面积所施底料的重量为800g/m2；

[0054] F、数码喷墨印刷：采用数码喷墨印刷机按设计好的图案喷涂在瓷质砖坯体上，配

合坯体图案纹理，使得砖体表面与坯体具有相近的纹理与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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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G、特殊颜色材料装饰：特殊颜色材料包含无机色料，制备时将其与印油、辅助添加

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料，再用有图案纹理的网版印刷施布到瓷质砖坯体表面；

[0056] H、印刷面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面料用丝网印刷工艺施布在步骤F数码喷墨印

刷后的坯体表面；

[0057] I、施布面料后干燥：将施过面料的瓷质砖生坯再在干燥窑中于260℃下烘干；

[0058] J、烧成：将步骤I干燥好的瓷质砖生坯置于辊道窑中使用常规瓷质砖烧成温度制

度、压力制度和气氛制度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为1250℃，烧成周期为40min,制得瓷质砖半成

品；

[0059] K、磨边和抛光：利用常规的磨边加工设备，对半成品砖进行磨边处理，再进行抛光

制得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抛光砖成品。

[0060] 实施例3

[0061] A、按常规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备用；

[0062] 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面料，采用的瓷质砖底料和面料的干料化学组成一致，与步

骤A中坯体粉料相似，但其中K2O+Na2O：7%，杂质3%（均为重量百分比）；底料的干料采用长石

类瘠性原料和高岭土类塑性原料进行配料，但面料的干料全部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类瘠

性原料进行配料，面料中ZnO为0.6%，TiO2为0.8%，不定形SiO2为6%。；底料和面料的浆料均控

制细度为325目筛余量在0.5%以内，比重为1.80g/cm3，其中底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

球磨成满足淋施性能要求的浆料即可，面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足浆料性能要

求后烘干，制成干粉，再与印油、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备用；

[0063] C、瓷质砖坯体制备：将步骤A中制得的瓷质砖坯体粉料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

行多管布料，然后铺布在压砖机模腔中，在35MPa的压力下，将瓷质砖坯体粉料压制成瓷质

砖生坯；

[0064] D、坯体干燥：将步骤C制备的瓷质砖生坯在干燥窑中于220℃下烘干；

[0065] E、淋底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底料用淋釉工艺施布在干燥后的瓷质砖生坯表

面，单位面积所施底料的重量为600g/m2；

[0066] F、数码喷墨印刷：采用数码喷墨印刷机按设计好的图案喷涂在瓷质砖坯体上，配

合坯体图案纹理，使得砖体表面与坯体具有相近的纹理与质地；

[0067] G、特殊颜色材料装饰：特殊颜色材料包含有着色能力的金属氧化物和透明料，制

备时将其球磨制备成满足淋釉性能的浆料，再用淋釉工艺施布到瓷质砖坯体表面；

[0068] H、印刷面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面料用丝网印刷工艺施布在步骤F数码喷墨印

刷后的坯体表面；

[0069] I、施布面料后干燥：将施过面料的瓷质砖生坯再在干燥窑中于180℃下烘干；

[0070] J、烧成：将步骤I干燥好的瓷质砖生坯置于辊道窑中使用常规瓷质砖烧成温度制

度、压力制度和气氛制度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为1200℃，烧成周期为60min,制得瓷质砖半成

品；

[0071] K、磨边和柔抛：利用常规的磨边加工设备，对半成品砖进行磨边处理，再进行柔抛

制得仿石纹立体装饰效果的瓷质亚光砖成品。

[0072] 实施例4

[0073] A、按常规方法制备瓷质砖坯体粉料，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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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B、制备瓷质砖底料和面料，采用的瓷质砖底料和面料的干料化学组成一致，与步

骤A中坯体粉料相似，但其中K2O+Na2O：6.6%，杂质1%（均为重量百分比）；底料的干料采用长

石类瘠性原料和高岭土类塑性原料进行配料，但面料的干料全部采用氧化铝、石英、长石类

瘠性原料进行配料，面料中ZnO为0.8%，TiO2为3%，不定形SiO2为7%。；底料和面料的浆料均控

制细度为325目筛余量在0.5%以内，比重为1.85g/cm3，其中底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

球磨成满足淋施性能要求的浆料即可，面料的干料和辅助外加剂湿法球磨满足浆料性能要

求后烘干，制成干粉，再与印油、辅助添加剂混合制备满足印刷性能的印刷面料，备用；

[0075] C、瓷质砖坯体制备：将步骤A中制得的瓷质砖坯体粉料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纹理，进

行多管布料，然后铺布在压砖机模腔中，在40MPa的压力下，将瓷质砖坯体粉料压制成瓷质

砖生坯；

[0076] D、坯体干燥：将步骤C制备的瓷质砖生坯在干燥窑中于260℃下烘干；

[0077] E、淋底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底料用淋釉工艺施布在干燥后的瓷质砖生坯表

面，单位面积所施底料的重量为500g/m2；

[0078] F、数码喷墨印刷：采用数码喷墨印刷机按设计好的图案喷涂在瓷质砖坯体上，配

合坯体图案纹理，使得砖体表面与坯体具有相近的纹理与质地；

[0079] G、特殊颜色材料装饰：特殊颜色材料包含有着色能力的金属氧化物和透明料，制

备时将其球磨制备成满足喷釉性能的浆料，再用喷釉工艺施布到瓷质砖坯体表面；

[0080] H、印刷面料：将步骤B制备的瓷质砖面料用丝网印刷工艺，且采用局部不均匀印刷

工艺施布在步骤F数码喷墨印刷后的坯体表面；

[0081] I、施布面料后干燥：将施过面料的瓷质砖生坯再在干燥窑中于230℃下烘干；

[0082] J、烧成：将步骤I干燥好的瓷质砖生坯置于辊道窑中使用常规瓷质砖烧成温度制

度、压力制度和气氛制度一次烧成，烧成温度为1220℃，烧成周期为55min,制得瓷质砖半成

品；

[0083] K、磨边：利用常规的磨边加工设备，对半成品砖进行磨边处理，制得仿石纹立体装

饰效果的瓷质砖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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