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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透光玉石砖，透光玉石砖

包括底料层、复合在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

面料层上的保护层；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

的透光底料制成；面料层为透光花纹层，透光花

纹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

制成；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块制成。本发明通过

改进底料层配方、改进面料层的配方、改进保护

层的配方，使透光玉石砖三层结构均产生通透质

感，具有透光功能；在面料层中采用具有透光功

能的透光底料作为基体，再加如硅酸锆和氧化铝

以增加花纹的纹理对比度，从而提高砖体的纹理

质感；最后由保护层起保护和装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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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料层、复合在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面料

层上的保护层；所述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制成；所述面料层为透光花纹

层，透光花纹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制成；所述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

块制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料层的厚度为4-12mm，所述面

料层为1-4mm，所述保护层为0.5-2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底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

的原料制备而成：80-90％的透光坯料熔块、8-20％的黏土、0.1-3％的粘结剂、0-4％的着色

剂，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所述透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

而成：钾长石35-45份、钠长石26-34份、白云石12-18份、氧化铝2-8份、碳酸钡1-7份、纯碱3-

9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乳浊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

原料制备而成：8-20％的黏土、0.1-3％的粘结剂、0-4％的着色剂、5-10％的硅酸锆、5-10％

氧化铝、余量为透光坯料熔块，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

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35-45份、钠长石26-34份、白云石12-18份、氧化铝2-8份、碳酸钡1-

7份、纯碱3-9份。

6.如权利要求3-5任一项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为羧甲基纤维

素、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所述着色剂为陶瓷色料。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保护熔块为透明保护熔块、

半透明保护熔块、助熔保护熔块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

比计算如下：62-64％的SiO2、6-8％的Al2O3、6-8％的B2O3、5-6％的BaO、6-8％的CaO、3-4％的

MgO、3-5％的K2O、2-4％的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半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

分比计算如下：62-64％的SiO2、7-8％的Al2O3、6-7％的B2O3、4-5％的BaO、8-10％的CaO、4-

5％的MgO、3-4％的K2O、2-3％的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透光玉石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助熔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

分比计算如下：62-64％的SiO2、6-8％的Al2O3、1-3％的B2O3、7-8％的BaO、3-5％的CaO、1-3％

的MgO、3-5％的K2O、2-4％的Na2O、5-6％的Zn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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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光玉石砖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陶瓷釉料配方技术，尤其涉及一种透光玉石砖。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砖作为一种建筑装饰材料具有耐磨防水和表面图案美观等特性，深受人们的

喜爱，广泛应用于家庭装饰、办公场所的装饰和商业场所的装饰。随着人们需求和市场的发

展，人们对陶瓷砖的功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0003] 随着人们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建筑装饰材料种类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档、

新颖，无论是对砖体材质和图案的层次、花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提高陶瓷砖的装饰效果，具有一定透光性的陶瓷砖(以下称透光砖)可以在灯光的作用下产

生通透和变幻的效果已经成为各大陶瓷厂家研发的热点。目前市场上陶瓷砖产品琳琅满

目，透光砖产品也有不少，但大部分产品由于原材料局限，瓷砖的花纹层次感缺乏，图案立

体感效果不强。申请号为201610208026.4的名为“一种透光砖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所述

透光砖由下而上依次包括：内含不透有色粒子的半透光坯体、助发色透明釉、和图案。透光

砖坯体中有不透有色的粒子，配上合适，色彩丰富的图案，可形成具有特殊朦胧效果、立体

感强的陶瓷产品，但由于图案是喷在产品表面，产品的理化性相对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透光玉石砖。本发明通过

改进底料层配方、改进面料层的配方、改进保护层的配方，使透光玉石砖三层结构均产生通

透质感，具有透光功能；在面料层中采用具有透光功能的透光坯料熔块作为基体，再加如硅

酸锆和氧化铝以增加花纹的纹理强度，形成具有对比度的纹理，从而提高砖体的纹理质感；

最后由保护层起保护和装饰作用，同时，由于三层的最终成分及膨胀系数相似，各层之间的

复合无气泡生成，砖体更加细腻。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透光玉石砖，包括底料层、复合在

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面料层上的保护层；所述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

料制成；所述面料层为透光花纹层，透光花纹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

制成；所述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块制成。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底料层的厚度为4-12mm，所述面料层为1-4mm，所述保护层为0.5-

2mm。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透光底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0-90％的透光

坯料熔块、8-20％的黏土、0.1-3％的粘结剂、0-4％的着色剂，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

为100％；所述透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35-45份、钠长石

26-34份、白云石12-18份、氧化铝2-8份、碳酸钡1-7份、纯碱3-9份。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乳浊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20％的黏土、

0.1-3％的粘结剂、0-4％的着色剂、5-10％的硅酸锆、5-10％氧化铝、余量为透光坯料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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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透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35-45

份、钠长石26-34份、白云石12-18份、氧化铝2-8份、碳酸钡1-7份、纯碱3-9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粘结剂为羧甲基纤维素、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所述着色剂为陶瓷色

料。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透光保护熔块为透明保护熔块、半透明保护熔块、助熔保护熔块中

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下：62-64％的SiO2、6-

8％的Al2O3、6-8％的B2O3、5-6％的BaO、6-8％的CaO、3-4％的MgO、3-5％的K2O、2-4％的Na2O，

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半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下：62-64％的SiO2、

7-8％的Al2O3、6-7％的B2O3、4-5％的BaO、8-10％的CaO、4-5％的MgO、3-4％的K2O、2-3％的

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助熔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下：62-64％的SiO2、6-

8％的Al2O3、1-3％的B2O3、7-8％的BaO、3-5％的CaO、1-3％的MgO、3-5％的K2O、2-4％的Na2O、

5-6％的Zn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15]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本发明通过改进底料层配方、改进面料层的配方、改进保护层的配方，使透光玉石

砖三层结构均产生通透质感，具有透光功能；在面料层中采用具有透光功能的透光底料作

为基体，再加如硅酸锆和氧化铝以增加花纹的对比度，从而提高砖体的纹理质感；最后由保

护层起保护和装饰作用，同时，由于三层的最终成分相似，各层之间的复合无气泡生成，砖

体更加细腻。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2的透光玉石砖的示意图；

[0018] 图2为实施例2的透光玉石砖的透光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在本发明中，若非特指，所有的份、百分比均为重量单位，所采用的设备和原料等

均可从市场购得或是本领域常用的。下述实施例中的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

规方法。

[0020] 一种透光玉石砖，包括底料层、复合在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面料层上的保护

层；所述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制成；所述面料层为透光花纹层，透光花纹

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制成；所述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块制成。

[0021]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底料层的厚度为4-12mm，所述面料层为1-4mm，所述保

护层为0.5-2mm。

[0022]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透光底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0-

90％的透光坯料熔块、8-20％的黏土、0.1-3％的粘结剂、0-4％的着色剂，上述组分的质量

百分比之和为100％；所述透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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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钠长石26-34份、白云石12-18份、氧化铝2-8份、碳酸钡1-7份、纯碱3-9份。

[0023]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乳浊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

20％的黏土、0.1-3％的粘结剂、0-4％的着色剂、5-10％的硅酸锆、5-10％氧化铝、余量为透

光坯料熔块，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24]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透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

长石35-45份、钠长石26-34份、白云石12-18份、氧化铝2-8份、碳酸钡1-7份、纯碱3-9份。

[0025]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粘结剂为羧甲基纤维素、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所述着色

剂为陶瓷色料。

[0026]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透光保护熔块为透明保护熔块、半透明保护熔块、助熔

保护熔块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27]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下：62-64％

的SiO2、6-8％的Al2O3、6-8％的B2O3、5-6％的BaO、6-8％的CaO、3-4％的MgO、3-5％的K2O、2-

4％的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28]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半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下：62-

64％的SiO2、7-8％的Al2O3、6-7％的B2O3、4-5％的BaO、8-10％的CaO、4-5％的MgO、3-4％的

K2O、2-3％的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29] 作为进一步优选方案，所述助熔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下：62-64％

的SiO2、6-8％的Al2O3、1-3％的B2O3、7-8％的BaO、3-5％的CaO、1-3％的MgO、3-5％的K2O、2-

4％的Na2O、5-6％的Zn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30] 本发明透光玉石砖实现透光效果和高硬度效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本申请通过

改进坯体配方(即底料层)，具体提高透光坯料熔块中Ca、Mg的含量，减少K、Na的含量，使透

光坯料熔块产生通透质感，具有透光功能，但如果单独透光坯料熔块制作坯体，则易分散无

法成型；本申请通过添加黏土和粘结剂，黏土是一种重要的无机矿物原料，由多种水铝硅酸

盐和一定量的氧化铝、碱金属氧化物和碱土金属氧化物组成，并含有石英、长石、云母及硫

酸盐、硫化物、碳酸盐等杂质。而粘结剂为有机粘结剂。本申请通过无机黏土和有机粘结剂

作为透光坯料熔块之间的粘合剂，提高熔块之间的粘合能力，从而提高烧成后坯体的硬度。

研究发现，由于黏土上的矿物颗粒上带有负电性，因此有很好的物理吸附性和表面化学活

性，具有与其他阳离子交换置换的能力，与有机粘结剂形成更好的交联作用。可见，无机黏

土和有机粘结剂的合理配比，能够达到不影响透光度的情况下，极大增加了坯体硬度和耐

磨度，使烧成后坯体硬度可达到莫氏硬度5.5级，与现有不透光的坯体硬度相近，也远远超

过单一透光坯料的莫氏硬度4级，从而提高了透光砖坯体的适用范围，应用场合更加广阔。

[0031] 另一方面，本申请通过改进面料层中乳浊料的配方，采用具有透光功能的透光底

料作为面料层的基体，再加如硅酸锆和氧化铝以增加花纹的对比度。由于硅酸锆和氧化铝

具有透光性较差，可以作为线条料，因此可以在面料层上形成具有对比度的纹理，从而提高

砖体的纹理质感。

[0032] 面料层的颜色、纹理调制方式如下：主料(透光底料)的主要颜色为白色、浅红、浅

黄色中的一种或多种形成样板的基础色调或混合基础色调，把主料通过搅拌混合，使主料

的色泽纹理丰富度提升。线条料(硅酸锆和氧化铝)：白色线条料(高温料，产生不透明效果)

及黄色线条料(与面料层材料一致，只是根据需要调整颜色)。通过布料技术将底料层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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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层按照规则或不规则的花纹图案的设计进行布料，然后通过抛坯，使线条和主料的基础

纹理呈现出来，大大提高色彩的质感和纹理的细腻度。然后根据产品需求，再进行多次布

料。由于布料的多重使用，且产品具有通透性，使瓷砖产品的花纹细腻度大大提升，且通过

花纹的叠放，模拟天然石材形成时候的复杂状况，从而产生接近天然石材的纹路。多次布料

技术的应用，可以根据产品纹路的需求，进行全覆盖布料或局部布料。可根据产品需求形成

条状纹路或石眼纹路等多种纹路。

[0033] 此外，保护层可起保护和装饰的作用，根据具体的产品需求，透光保护熔块可以调

整通透程度，分别为透明、半透明、乳白状。以前的保护层由于配方问题，在烧制过程中容易

与底料反应，产生气泡。现时由于三层的配方材料接近，不容易与底料反应，无气泡生成。

[0034] 该玉石透光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制备底料层的步骤：称取透光底料，布透光底料；

[0036] 布面料层的步骤：根据预设图案的纹理，在底料层表面布1-3次由透光底料和乳浊

料以任意比例配制好的面料；比如花纹图案越复杂，需要布多次上述面料，使图案花纹具有

立体感。透光底料和乳浊料的用量比例可以根据花纹图案的需要进行适配性调整。

[0037] 压制成型的步骤：将粉料置于压机内进行压制；

[0038] 垫板承载的步骤：将压制成型的玉石透光砖砖坯推至垫板上；由于各个透光底料、

乳浊料由于配方的原因，导致玉石透光砖生坯强度低，所以需要用垫板承载，才能输送至干

燥设备中进行干燥处理和窑炉内进行烧制；现有技术的不透光的坯体完全不需要垫板；

[0039] 布保护釉的步骤：在面料层的表面布一层透光保护熔块；

[0040] 干燥的步骤：砖坯输送至干燥设备中进行常规干燥处理；

[0041] 烧制成型的步骤：将砖坯输送至窑炉内，在1100-1160℃下进行烧制成型，然后进

行冷却、磨边抛光、包装，即得透光玉石砖。

[0042]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

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

例。

[0043] 实施例1一种透光玉石砖

[0044] 透光玉石砖包括底料层、复合在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面料层上的保护层；所

述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制成；所述面料层为透光花纹层，透光花纹层由

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制成；所述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块制成。所述底料

层的厚度为4mm，所述面料层为1mm，所述保护层为0.5mm。

[0045] 所述透光底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0％的透光坯料熔块、

18％的黏土、1.5％的粘结剂、0.5％的着色剂，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所述透

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35份、钠长石26份、白云石12份、氧

化铝2份、碳酸钡1份、纯碱3份。

[0046] 所述乳浊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的黏土、0.1％的粘结剂、

5％的硅酸锆、5％氧化铝、余量为透光坯料熔块，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透光

坯料熔块为透光底料中的透光坯料熔块。

[0047] 所述透光保护熔块为透明保护熔块，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

下：62-64％的SiO2、6-8％的Al2O3、6-8％的B2O3、5-6％的BaO、6-8％的CaO、3-4％的Mg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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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K2O、2-4％的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48] 实施例2一种透光玉石砖，如图1所示

[0049] 透光玉石砖包括底料层、复合在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面料层上的保护层；所

述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制成；所述面料层为透光花纹层，透光花纹层由

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制成；所述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块制成。所述底料

层的厚度为10mm，所述面料层为2mm，所述保护层为1mm。

[0050] 所述透光底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85％的透光坯料熔块、

14％的黏土、0.5％的粘结剂、0.5％的着色剂，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所述透

光坯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40份、钠长石28份、白云石16份、氧

化铝6份、碳酸钡4份、纯碱5份。

[0051] 所述乳浊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12％的黏土、0.5％的粘结

剂、1％的着色剂、8％的硅酸锆、8％氧化铝、余量为透光坯料熔块，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

之和为100％。透光坯料熔块为透光底料中的透光坯料熔块。

[0052] 所述透光保护熔块为半透明保护熔块，半透明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

如下：62-64％的SiO2、7-8％的Al2O3、6-7％的B2O3、4-5％的BaO、8-10％的CaO、4-5％的MgO、

3-4％的K2O、2-3％的Na2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53] 实施例3一种透光玉石砖

[0054] 透光玉石砖包括底料层、复合在底料层上的面料层、复合在面料层上的保护层；所

述底料层由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制成；所述面料层为透光花纹层，透光花纹层由

颜色及透光度不同的透光底料和乳浊料制成；所述保护层由透光保护熔块制成。所述底料

层的厚度为12mm，所述面料层为4mm，所述保护层为2mm。

[0055] 所述透光底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90％的透光坯料熔块、8％

的黏土、0.9％的粘结剂、1.2％的着色剂，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所述透光坯

料熔块由如下重量份数计的原料制备而成：钾长石45份、钠长石34份、白云石18份、氧化铝8

份、碳酸钡7份、纯碱9份。

[0056] 所述乳浊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计算的原料制备而成：20％的黏土、3％的粘结剂、

4％的着色剂，10％的硅酸锆、10％氧化铝、余量为透光坯料熔块，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

和为100％。透光坯料熔块为透光底料中的透光坯料熔块。

[0057] 所述透光保护熔块为助熔保护熔块，助熔保护熔块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算如

下：62-64％的SiO2、6-8％的Al2O3、1-3％的B2O3、7-8％的BaO、3-5％的CaO、1-3％的MgO、3-

5％的K2O、2-4％的Na2O、5-6％的ZnO，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58] 实施例1-3的透光玉石砖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9] 制备底料层的步骤：称取透光底料，布透光底料；

[0060] 布面料层的步骤：根据预设图案的纹理，在底料层表面布1-3次由透光底料和乳浊

料以任意比例配制好的面料；比如花纹图案越复杂，需要布多次上述面料，使图案花纹具有

立体感。透光底料和乳浊料的用量比例可以根据花纹图案的需要进行适配性调整。

[0061] 压制成型的步骤：将粉料置于压机内进行压制；

[0062] 垫板承载的步骤：将压制成型的玉石透光砖砖坯推至垫板上；由于各个透光底料、

乳浊料由于配方的原因，导致玉石透光砖生坯强度低，所以需要用垫板承载，才能输送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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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设备中进行干燥处理和窑炉内进行烧制；现有技术的不透光的坯体完全不需要垫板；

[0063] 布保护层的步骤：在面料层的表面布一层透光保护熔块；

[0064] 干燥的步骤：砖坯输送至干燥设备中进行常规干燥处理；

[0065] 烧制成型的步骤：将砖坯输送至窑炉内，在1160℃下进行烧制成型，然后进行冷

却、磨边抛光、包装，即得透光玉石砖。

[0066] 下面，取实施例2制得的透光玉石砖的透光效果进行检测。

[0067] 透光效果：其中，透光效果的测试方法如下：离瓷砖的背面10cm处，打开光源，光源

的直径为0.5cm,瓷砖在光源照射下，观察瓷砖的透光效果。

[0068]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透光玉石砖的示意图。

[0069]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透光玉石砖经过光照处理后的示意图，从图所示，

该透光玉石砖透光效果好，花纹的色彩质感及花纹细腻度大大提升，层次感明显。

[0070]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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