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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

陶瓷板及其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采用

数码布料方式，根据陶瓷板的装饰版面在结晶纹

理处布结晶釉粉并成型以形成坯体；随后在坯体

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并烧成以获得所述三维

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结晶釉粉在烧成后

形成直径2～6mm的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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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

采用数码布料方式，根据陶瓷板的装饰版面在结晶纹理处布结晶粉料并成型以形成坯

体；所述结晶粉料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33.0～38.0%、Al2O3：1.0～2.0%、

TiO2：9.5～11.5%、CaO：9.5～11.5%、K2O：0.1～0.3%、Na2O：3.0～5.0%、ZnO：28.0～33.0%；所

述结晶粉料的原料组成为：以质量百分比计，玻璃粉30～45%、高岭土2～5%、方解石8～16%、

石英粉10～15%、钛白粉10～15%和氧化锌30～40%；

随后在坯体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并烧成以获得所述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

板；最高烧成温度为1120～1180℃，结晶粉料在烧成后形成直径2～6mm的晶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晶花的主要物相组成为硅酸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

百分比计，SiO2：68.0～73.0%、Al2O3：1.0～2.0%、CaO：8.0～9.0%、MgO：3.5～4.5%、Na2O：

13.0～14.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坯体的原料除了结晶粉料以外，

还包括超白粉料；超白粉料的白度为55～75°，所述超白粉料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

比计，SiO2：62.0～67.0%、Al2O3：20.0～23.0%、K2O：2.0～3.0%、Na2O：3.0～4.0%、ZrO2：1.0～

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烧成前在喷墨

打印设计图案后的坯体表面施保护釉；所述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

SiO2：46.0～52.0%、Al2O3：13.0～16.0%、CaO：6.0～9.0%、MgO：3.0～6.0%、K2O：3.0～4.0%、

Na2O：2.5～3.5%、ZnO：3.0～6.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釉的施加方式为喷釉；所述

保护釉的比重为1.20～1.30g/cm3，施釉量为150～200  g/m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烧成为低温快速烧成，烧成周期

为60～120分钟。

8.通过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获得的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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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陶瓷生

产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结晶釉多用于日用瓷装饰，晶花在釉层中自然生成，装饰效果立体，浑然天

成，获得人们的追捧。但是结晶釉的晶花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烧成制度的局限。为了形成

立体自然的装饰效果，还可以在喷墨打印图案后的坯体表面胶水粘结晶花干粒(晶花熔

块)。这虽然可以增加装饰效果，但是这种方法形成的晶花装饰仅存在于釉层，对于部分需

要开槽或倒角的陶瓷砖坯，则无法呈现类似天然石材的立体装饰。

发明内容

[0003]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制备方法。所述制

备方法包括：采用数码布料方式，根据陶瓷板的装饰版面在(所需)结晶纹理处布结晶釉粉

并成型以形成坯体；随后在坯体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并烧成以获得所述三维立体大尺寸

晶花装饰陶瓷板；结晶釉粉在烧成后形成直径2～6mm的晶花。

[0004] 所述制备方法结合数码布料和喷墨打印技术能够很好地实现定位纹理结晶，具有

丰富的立体装饰效果。

[0005] 较佳地，所述结晶粉料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33.0～38.0％、

Al2O3：1.0～2.0％、TiO2：9.5～11 .5％、CaO：9.5～11 .5％、K2O：0.1～0.3％、Na2O：3.0～

5.0％、ZnO：28.0～33.0％。

[0006] 较佳地，所述晶花的主要物相组成为硅酸锌。

[0007] 较佳地，所述结晶粉料的原料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玻璃粉30～45％、高岭

土2～5％、方解石8～16％、石英粉10～15％、钛白粉10～15％和氧化锌30～40％。

[0008] 较佳地，所述玻璃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8 .0～73 .0％、

Al2O3：1.0～2.0％、CaO：8.0～9.0％、MgO：3.5～4.5％、Na2O：13.0～14.0％。

[0009] 较佳地，所述坯体的原料除了结晶粉料以外，还包括超白粉料；超白粉料的白度为

55～75°，所述超白粉料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2.0～67.0％、Al2O3：20.0

～23.0％、K2O：2.0～3.0％、Na2O：3.0～4.0％、ZrO2：1.0～2.0％。

[0010] 较佳地，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烧成前在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后的坯体表面施保护

釉；所述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46 .0～52 .0％、Al2O3：13 .0～

16.0％、CaO：6.0～9.0％、MgO：3.0～6.0％、K2O：3.0～4.0％、Na2O：2.5～3.5％、ZnO：3.0～

6.0％。

[0011] 较佳地，所述保护釉的施加方式为喷釉；所述保护釉的比重为1.20～1.30g/cm3，

施釉量为150～200g/m2。

[0012] 较佳地，所述烧成为低温快速烧成，最高烧成温度为1180～1120℃，烧成周期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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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分钟。

[0013]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获得的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

饰陶瓷板。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制备流程图；

[0015] 图2是实施例1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砖面效果图；

[0016] 图3是对比例1陶瓷板的砖面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通过下述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非限制本发明。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各百分含量指质量百分含量。

[0018] 以下示例性说明本发明所述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制备方法。

[0019] 布料以形成待成型的陶瓷坯料。采用数码布料方式，根据陶瓷板的装饰版面在结

晶纹理处布结晶釉粉形成陶瓷坯料。

[0020] 所述结晶粉料为高锌高钛低铝体系。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结晶粉料的化学组成

可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33.0～38.0％、Al2O3：1.0～2.0％、TiO2：9.5～11.5％、CaO：

9.5～11.5％、K2O：0.1～0.3％、Na2O：3.0～5.0％、ZnO：28.0～33.0％。该组成的釉料高温粘

度底，利于晶花长大。高含量的氧化钛可以促进釉层中更好地析出硅酸锌晶体，并在低温快

烧条件下形成较大尺寸晶花。另外，本发明的结晶粉料还省略了Li2O、B2O3、P2O5等强助熔剂

的引入，这使得釉面性能更加稳定，便于减少缩釉、针孔等缺陷。

[0021] 在实验中还尝试了高硅高铝低锌体系的结晶粉料，但是此时釉料高温粘度较高，

难以析出大尺寸晶花，而是析出很小的晶花呈现流彩效果。本发明的高锌高钛低铝体系结

晶粉料在烧成后析出朵状大晶花。例如烧成后形成直径2～6mm的晶花。

[0022] 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结晶粉料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33.0～

38.0％、Al2O3：1.0～2.0％、Fe2O3：0.06～0.36％、TiO2：9.5～11.5％、CaO：9.5～11.5％、

MgO：0.5～1 .4％、K2O：0.1～0.3％、Na2O：3.0～5.0％、ZnO：28.0～33 .0％、烧失：4.5～

6.5％。

[0023] 上述结晶粉料的原料组成可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玻璃粉30～45％、高岭土2～

5％、方解石8～16％、石英粉10～15％、钛白粉10～15％和氧化锌30～40％。玻璃粉主要是

为了提供SiO2，还可以将结晶釉粉的高温粘度控制在合适范围，以利于硅酸锌晶体的析出

和长大，又不至于硅酸锌晶体在烧成过程中被再次融解。氧化锌的目的是使釉层中存在过

量的ZnO，促进硅酸锌晶体的析出。引入高含量的钛白粉，主要也是为了促进釉层中硅酸锌

晶体的析出。以上均是为了保证釉料的高温粘度适中，适合晶花的生长，析出朵状大晶花。

本发明晶花的主要物相组成为硅酸锌。

[0024] 玻璃粉的种类不受限制，可采用本领域常用的玻璃粉废弃料。例如，废玻璃粉的化

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8.0～73.0％、Al2O3：1.0～2.0％、CaO：8.0～9.0％、

MgO：3.5～4.5％、Na2O：13.0～14.0％。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废玻璃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

质量百分比计，SiO2：68.0～73.0％、Al2O3：1.0～2.0％、Fe2O3：0.06～0.36％、TiO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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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CaO：8.0～9.0％、MgO：3.5～4.5％、K2O：0.1～0.3％、Na2O：13.0～14.0％、烧失：0.1

～0.5％。

[0025] 所述陶瓷坯料除了结晶粉料以外，还包括超白粉料。陶瓷坯料中结晶粉料的质量

百分比根据实际版面效果可以作出适应性变化，优选为结晶粉料占陶瓷坯料的质量百分比

为3％～30％。结晶釉粉和超白粉料的膨胀系数方面差异较大，因此结晶粉料的使用量过高

容易引起砖坯变形。

[0026] 作为优选，结晶粉料的布料深度不能超过坯体厚度(从表层到底面方向)的三分之

一。表层指的是距离喷墨打印图案较近的位置。此外，结晶粉料的布料不宜贯穿坯体层，这

是因为结晶釉粉相较于超白粉料(基础坯料)的始融温度较低，因此在窑炉高温区结晶釉粉

容易与辊棒发生粘结从而不利于砖坯的烧结和成型。

[0027] 超白粉料的白度较高，杂质含量较低，对砖面砖装饰效果更为有利。使用超白粉料

可以增强陶瓷板的艺术美感，使得版面纹理图案更佳柔和。例如，所述超白粉料的化学组成

可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2.0～67.0％、Al2O3：20.0～23.0％、K2O：2.0～3.0％、Na2O：

3.0～4.0％、ZrO2：1.0～2.0％。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超白粉料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

分比计，SiO2：62.0～67.0％、Al2O3：20.0～23.0％、Fe2O3：0.1～0.5％、TiO2：0.1～0.5％、

CaO：0.1～0.5％、MgO：0.8～1.3％、K2O：2.0～3.0％、Na2O：3.0～4.0％、ZrO2：1.0～2.0％、

烧失：5.0～6.0％。

[0028] 将坯体粉料压制成型得到坯体。坯体尺寸采用本领域常用的陶瓷板坯尺寸，故在

此不特别限制。本发明通过数码布料将结晶粉料作为陶瓷坯料的部分组成以实现定位布料

并形成适应的纹理版面。如此在坯体获得朵状晶花装饰，而非仅在砖坯表面获得相应装饰。

釉面光泽度会根据不同位置晶花的数量而变化。作为示例，所述陶瓷坯料的化学组成可包

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2.0～67.0％、Al2O3：20.0～23.0％、Fe2O3：0.1～0.5％、TiO2：

0.1～0.5％、CaO：0.1～0.5％、MgO：0.8～1.3％、K2O：2.0～3.0％、Na2O：3.0～4.0％、ZrO2：

1.0～2.0％、烧失：5.0～6.0％。

[0029] 将坯体干燥。可采用干燥窑干燥。干燥时间可为1～1.5h，干燥后坯体的水分控制

在0.3～0.5wt％以内。

[0030] 在干燥后的坯体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喷墨打印图案的颜色和图案依据设计效

果作适应性变化。本发明无需在坯体表面施底釉。底釉的目的是遮盖坯体瑕疵和提升发色。

但是如果在坯体上施底釉会导致无法析出晶花。

[0031] 在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后的坯体上施保护釉。施保护釉的目的是提升砖面防污性能

以及保护图案不容易磨损。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可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SiO2：46.0～52.0％、Al2O3：13.0～16.0％、CaO：6.0～9.0％、MgO：3.0～6.0％、K2O：3.0～

4.0％、Na2O：2.5～3.5％、ZnO：3.0～6.0％。通过将保护釉的化学组成控制在上述范围内，

既不影响砖面晶花的析出和长大，也能使砖面的防污和磨损情况得到改善。

[0032] 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46 .0～

52.0％、Al2O3：13.0～16.0％、Fe2O3：0.1～0.5％、TiO2：0.1～0.5％、CaO：6.0～9.0％、MgO：

3.0～6.0％、K2O：3.0～4.0％、Na2O：2.5～3.5％、ZnO：3.0～6.0％。烧失：7.0～10.0％。

[0033] 上述保护釉的施加方式可为喷釉。所述保护釉的比重为1.20～1.30g/cm3，施釉量

150～200g/m2。通过将保护釉的施釉参数控制在上述范围内，如此可以既不影响砖面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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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析出和长大，也能使砖面的防污和磨损情况得到改善。

[0034] 将施保护釉后的坯体干燥。可以使用电干燥或者热风干燥箱干燥。干燥温度100～

150℃，干燥后的坯体水分控制在0.9wt％以内。

[0035] 将干燥后的坯体烧成。作为优选，所述烧成方式为低温快烧。低温快烧更加节能环

保，适用范围较广。最高烧成温度可为1180～1120℃，烧成周期可为60～120分钟。

[0036] 本发明通过调整结晶釉粉的配方，结合数码布料技术，在低温快烧条件下使砖面

在固定(特定)位置能够长出较多的直径为2～6mm左右的晶花。当然还可以结合喷墨装饰技

术，实现不同颜色的晶花效果，增强釉面装饰。

[0037] 下面进一步例举实施例以详细说明本发明。同样应理解，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发

明的上述内容作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下述示例具体的

工艺参数等也仅是合适范围中的一个示例，即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文的说明做合适

的范围内选择，而并非要限定于下文示例的具体数值。

[0038] 实施例1

[0039] 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数码布料以形成待成型的陶瓷坯料。具体过程为：采用数码布料方式(通过数

码布料机)根据陶瓷板的装饰版面在所需纹理处布结晶釉粉形成陶瓷坯体坯料；将陶瓷坯

料干压成型形成坯体；所述结晶釉粉的原料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废玻璃粉31.3％、

高岭土2.7％、方解石12.5％、石英粉11.5％、钛白粉10.7％、氧化锌31.3％；所述结晶粉料

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33.0～38.0％、Al2O3：1.0～2.0％、TiO2：9.5～

11.5％、CaO：9.5～11.5％、K2O：0.1～0.3％、Na2O：3.0～5.0％、ZnO：28.0～33.0％；

[0041] (2)将陶瓷坯料干压成型以形成坯体；

[0042] (3)将坯体干燥，干燥时间为1～1.5h，干燥坯的水分为0.3～0.5wt％以内；

[0043] (4)在干燥后的坯体的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44] (5)在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后的坯体表面施保护釉，保护釉的比重为1.25g/cm3，施

釉量为170g/m2；

[0045] (6)将施保护釉后的坯体干燥；干燥温度100～150℃，干燥后的坯体水分控制在

0.9wt％以内；

[0046] (7)烧成，最高烧成温度1220℃，烧成周期60～120分钟。

[0047] (8)磨边分级；

[0048] (9)打包入库。

[0049] 图2是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砖面效果图。可以看出砖面局部长满直

径2～6mm的大晶花。

[0050] 实施例2

[0051]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所述结晶釉粉的原料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废玻璃粉33.3％、高岭土2.7％、方解石11.5％、石英粉11.5％、钛白粉10.7％、氧化锌

30.3％。

[0052] 实施例3

[0053]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所述结晶釉粉的原料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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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废玻璃粉34.3％、高岭土2.7％、方解石8.5％、石英粉11.5％、钛白粉11.7％、氧化锌

31.3％。

[0054] 对比例1

[0055]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所述结晶釉粉的原料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玻璃粉45.0％、高岭土2.6％、方解石12.3％、钛白粉10.0％、氧化锌30.1％。

[0056] 如图3所示，同样的烧成条件下，本发明的陶瓷板局部形成低温透明釉层，砖面没

有观察任何晶花，局部光泽度104.5°。这是因为该对比例的结晶釉料烧成温度降低，高温粘

度过低，釉面析出的晶花被再次融解。

[0057] 对比例2

[0058] 三维立体大尺寸晶花装饰陶瓷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1)将陶瓷坯料干压成型以形成超白坯体；

[0060] (2)将坯体干燥，干燥时间为1～1.5h，干燥坯的水分为0.3～0.5wt％以内；

[0061] (3)在干燥后的坯体的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62] (4)将结晶釉粉在1500℃熔融后的液体经过水冷形成熔块；将熔块破碎成粒径在

40～80目的结晶干粒；在超白坯体上根据版面效果喷数码胶水(起固定作用)后，通过干粒

机布撒结晶干粒；每平方米布结晶干粒约100～500g/m2；

[0063] (5)在固定结晶干粒后的坯体表面施保护釉，保护釉的比重为1.25g/cm3，施釉量

为170g/m2；

[0064] (6)将施保护釉后的坯体干燥；干燥温度100～150℃，干燥后的坯体水分控制在

0.9wt％以内；

[0065] (7)烧成，最高烧成温度1220℃，烧成周期60～120分钟。

[0066] (8)磨边分级；

[0067] (9)打包入库。

[0068] 该对比例在同样的烧成条件下于陶瓷板局部形成了大晶花，但晶花只存在于砖

面，没有融入到砖坯，因此晶花装饰效果不够立体，装饰效果较差。

[0069] 对比例3

[0070]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所述结晶釉粉的原料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玻璃粉28 .1％、高岭土2 .6％、方解石10 .3％、钛白粉11 .0％、氧化锌31 .5％、石英

11.5％、烧滑石5.0％。

[0071] 该对比例的砖面大部分存在较多非常细小(直径0.1‑0.5mm)的针状晶花，局部存

在一些稍大一些的晶花连绵交错，形成类似锻光釉的质感细腻砖面。这是因为引入了烧滑

石使得釉料的高温粘度降低，釉面析出了大量细小晶花，但这些晶花彼此联系，晶核太过于

密集，导致晶花不具备长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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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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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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