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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

用陶瓷碗及其制造工艺，所述陶瓷碗包括坯体和

施于坯体上的釉层，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

制成：高岭土35～40份、云母粉37～40份、莫来石

粉20～25份、水铝英石15～20份、硅酸锆15～16

份、硅砂15～16份、硅酸钠12～15份；釉层包括如

下重量份的原料：高岭土18～21份、硅酸钠10～

13份、锆英粉7～10份、氧化铝10～12份、氧化硅

10～13份、氧化铁0.7～0.8份、氧化钛0.1～0.3

份、羧甲基纤维素7～10份。本发明的耐磨损、热

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导热慢、耐磨损、耐蒸

煮，在高温或酸性条件下不会溶出对人体有害的

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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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其特征在

于，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35～40份、云母粉37～40份、莫来石粉20

～25份、水铝英石15～20份、硅酸锆15～16份、硅砂15～16份、硅酸钠12～15份；所述釉层包

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高岭土18～21份、硅酸钠10～13份、锆英粉7～10份、氧化铝10～12

份、氧化硅10～13份、氧化铁0.7～0.8份、氧化钛0.1～0.3份、羧甲基纤维素7～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其特征在于，所述釉层原料

中还包括5～8份的颜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母粉

为白云母粉。

4.一种制造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所述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05～120目筛，其固含量为45～50%，然后

在70～85℃、-2～-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20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55～75℃的

条件下以2～5r/s的速率搅拌3～10分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70%，之后将

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坯，最后在300～5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

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80～100目筛，其固含量为40～55%，然后在

80～85℃、-2～-1.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12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得

到的素烧陶瓷碗进行上釉，最后在1100～12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2～3小时，得到耐磨损、

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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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及其制造工艺

[0001] 本申请为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导热慢、耐磨损的日用陶瓷碗及其制造工艺》的发

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原申请的申请日为2017年08月16日，申请号为201710703815.X。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日用陶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及其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3] 陶瓷碗造型优美、手感光滑细腻、色彩清亮明丽且便于清洗，具有经受一定温差的

急热骤冷变化不易炸裂的性能，它是热的不良导体，传热缓慢，用来盛装沸水或滚烫的食

物，端拿时不太烫手，且经久耐用，耐酸、碱、盐及大气中碳酸气侵蚀，不生锈老化，因此深受

人们欢迎。为了便于使用，陶瓷碗还需要具备传热慢、气孔少、吸水率低、无毒无污染的优

点，才能更好的满足众的日常所需。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以上现有技术，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

碗及其制造工艺，其色泽明亮、手感细腻、导热慢、耐磨损、耐蒸煮，在450～-20℃范围内急

冷急热不开裂，在高温或酸性条件下不会溶出对人体有害的有毒物质，完全满足人们日常

生活所需各项需求。

[0005]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

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其特征在于，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高岭土35～45份、云母粉35～45份、莫来石粉20～25份、水铝英石15～20份、硅酸锆15～18

份、硅砂15～20份、硅酸钠10～18份；所述釉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高岭土15～30份、硅

酸钠8～15份、锆英粉5～12份、氧化铝10～15份、氧化硅10～15份、氧化铁0.5～1份、氧化钛

0.1～0.5份、羧甲基纤维素5～10份。

作为优选，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40份、云母粉40份、莫来石粉

23份、水铝英石17份、硅酸锆16份、硅砂16份、硅酸钠15份；所述釉层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

制成：高岭土21份、硅酸钠11份、锆英粉9份、氧化铝12份、氧化硅13份、氧化铁0.7份、氧化钛

0.2份、羧甲基纤维素8份。

[0006] 本发明采用高岭土、云母粉作为坯体制造的主要原料，高岭土是自然界常见的一

种粘土矿物，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耐火性，云母粉主要由氧化硅与氧化铝构成，具有良好的

弹性、韧性与附着力，二者结合构成陶瓷碗坯体的主要原料；莫来石粉是铝硅酸盐，具备耐

高温性能，导热系数很小，热膨胀系数小，从而提高陶瓷碗的热稳定性，减小其导热速率；水

铝英石是由氧化硅、氧化铝和水组成的非晶质铝硅酸盐矿物，外观上呈海绵状团聚体，有许

多细孔和巨大表面积，是火山灰土壤的主要黏粒矿物，具有良好的耐火性、耐热性与附着

力，可提高陶瓷碗的热稳定性，还能提高制备陶瓷碗过程中原料的黏性与可塑性；硅酸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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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能稳定，能提升陶瓷碗的耐磨性、韧性、强度；硅砂是一种坚硬、耐磨、化学性能稳定的

硅酸盐矿物，其主要矿物成分是二氧化硅，硅砂有较高的耐火性，能提高陶瓷碗的强度与耐

磨度；硅酸钠表面积大，粘结力高，硬化后形成二氧化硅网状骨架，与原料中其它耐热原料

结合后可整体提高陶瓷碗的耐热性与强度；锆英粉为制成的陶瓷碗增加耐磨性和表面光洁

度，且其化学稳定性能，不受陶瓷烧成条件的影响，且能显著改善陶瓷的坯釉结合性能，提

高陶瓷釉面硬度还能提高其耐高温性；氧化铝、氧化硅提高釉层的耐磨性与抗水性，氧化

铁、氧化钛、羧甲基纤维素加入釉层原料中，可提高配制成的釉水的粘度、强度和保水性。

[0007] 作为优化，所述釉层原料中还包括3～10份的颜料，颜料与其它釉层原料混合后加

水制得不同颜色的釉水，最终制得不同颜色的陶瓷碗，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

[0008] 作为另一优化，所述云母粉为白云母粉，白云母粉可更好的提高陶瓷碗的韧性、耐

腐蚀性与热稳定性。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所述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00～120目筛，其固含量为45～55%，然后

在70～85℃、-2～-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20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35～75℃的

条件下以1～5r/s的速率搅拌3～15分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70%，之后将

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坯，最后在300～5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

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80～100目筛，其固含量为40～55%，然后

在75～85℃、-2～-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20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

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行上釉，最后在1050～12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1～4小时得到耐磨

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10] 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其有益效果如下：

（1）、外观光滑明亮、质地细腻温润、易清洁；

（2）、导热慢，在盛放高温食物时，碗身不会快速发热发烫，避免使用者在端碗的时候烫

到手；

（3）、热稳定性好，在450～-20℃范围内急冷急热不开裂，还可耐蒸煮，可用于微波炉加

热食物；

（4）、耐磨性好、强度高、吸水率小，且耐腐蚀、耐氧化，碗面釉料不易脱落；

（5）、无毒无污染，在高温及酸性条件下不会溶出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长时间使用不会

损坏人体健康，不污染环境，破损后还可回收并用于环保陶瓷的制造。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2]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

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35～45份、云母粉35～45份、莫来石粉20～25

份、水铝英石15～20份、硅酸锆15～18份、硅砂15～20份、硅酸钠10～18份；所述釉层采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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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15～30份、硅酸钠8～15份、锆英粉5～12份、氧化铝10～15份、

氧化硅10～15份、氧化铁0.5～1份、氧化钛0.1～0.5份、羧甲基纤维素5～10份、釉用包裹红

颜料3份。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00目筛，其固含量为45%，然后在75℃、-

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20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35℃的条件下以1r/s的速率搅拌15

分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之后将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

坯，最后在3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80目筛，其固含量为40%，然后在75℃、-

2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20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行

上釉，最后在11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1.5小时得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13]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

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37份、云母粉37份、莫来石粉20份、水铝英石

15份、硅酸锆16份、硅砂16份、硅酸钠13份；所述釉层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18

份、硅酸钠10份、锆英粉7份、氧化铝12份、氧化硅12份、氧化铁0.7份、氧化钛0.1份、羧甲基

纤维素7份、 氧化铁红颜料5份。

[0014]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1）、按照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05目筛，其固含量为45%，然后在70℃、-

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20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75℃的条件下以2r/s的速率搅拌10

分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之后将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

坯，最后在3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80～100目筛，其固含量为40%，然后在85

℃、-2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

行上釉，最后在11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2小时得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15]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

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40份、云母粉40份、莫来石粉23份、水铝英石

17份、硅酸锆16份、硅砂16份、硅酸钠15份；所述釉层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21

份、硅酸钠11份、锆英粉9份、氧化铝12份、氧化硅13份、氧化铁0.7份、氧化钛0.2份、羧甲基

纤维素8份、钴蓝颜料8份。

[0016]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1）、按照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20目筛，其固含量为50%，然后在80℃、-

2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55℃的条件下以3r/s的速率搅拌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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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之后将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坯，

最后在300～5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85目筛，其固含量为55%，然后在80℃、-

2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10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行

上釉，最后在115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1～4小时得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17]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1）、按照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00～120目筛，其固含量为45～55%，然后

在70～85℃、-2～-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20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35～75℃的

条件下以1～5r/s的速率搅拌3～15分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70%，之后将

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坯，最后在300～5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

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80～100目筛，其固含量为40～55%，然后

在75～85℃、-2～-0.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20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

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行上釉，最后在1050～12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2小时得到耐磨损、热

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18] 实施例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

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35份、云母粉40份、莫来石粉25份、水铝英石

20份、硅酸锆15份、硅砂15份、硅酸钠12份；所述釉层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20

份、硅酸钠13份、锆英粉10份、氧化铝12份、氧化硅10份、氧化铁0.8份、氧化钛0.3份、羧甲基

纤维素10份、釉用钒锆黄颜料7份。

[0019]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1）、按照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10目筛，其固含量为50%，然后在75℃、-

2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5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60℃的条件下以5r/s的速率搅拌3分

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70%，之后将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坯，

最后在300～50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00目筛，其固含量为55%，然后在85℃、-

1.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12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

行上釉，最后在12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3小时得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20] 实施例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包括坯体和施于坯体上的釉层，

所述坯体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45份、云母粉45份、莫来石粉25份、水铝英石

20份、硅酸锆18份、硅砂20份、硅酸钠18份；所述釉层采用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高岭土28

份、硅酸钠8份、锆英粉12份、氧化铝10份、氧化硅15份、氧化铁1份、氧化钛0.5份、羧甲基纤

维素10份、白色陶瓷颜料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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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1）、按照重量份称取各原料，备用；

（2）、将坯体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120目筛，其固含量为55%，然后在75℃、-

1.5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12分钟得到泥料，接着在65℃的条件下以4r/s的速率搅拌10

分钟，搅拌过程中调节泥料的固含量为65%，之后将泥料定型得到粗坯，自然阴干后进行利

坯，最后在450℃的条件下进行素烧得到素烧陶瓷碗；

（3）、将釉层原料混合后加水研磨至可全部过95目筛，其固含量为45%，然后在85℃、-

1.3MPa的条件下进行真空除泡15分钟得到釉水，采用釉水对步骤（2）得到的素烧陶瓷碗进

行上釉，最后在1200℃的条件下进行釉烧3小时得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

[0022] 上述实施例1至5中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所采用的原料及其重量

份如下表所示：

表1 实施例1至5中制造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所采用的原料配比

坯体原料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高岭土 35份 37份 40份 35份 45份

云母粉 35份 37份 40份 40份 45份

莫来石粉 20份 20份 23份 25份 25份

水铝英石 15份 15份 17份 20份 20份

硅酸锆 15份 16份 16份 15份 18份

硅砂 15份 16份 16份 15份 20份

硅酸钠 10份 13份 15份 12份 18份

釉层原料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高岭土 15份 18份 21份 20份 28份

硅酸钠 8份 10份 11份 13份 8份

锆英粉 5份 7份 9份 10份 12份

氧化铝 10份 12份 12份 12份 10份

氧化硅 10份 12份 13份 10份 15份

氧化铁 0.5份 0.7份 0.7份 0.8份 1份

氧化钛 0.1份 0.1份 0.2份 0.3份 0.5份

羧甲基纤维素 5份 7份 8份 10份 10份

颜料 3份 5份 8份 7份 6份

将上述实施例1至5所述耐磨损、热稳定性强的日用陶瓷碗的碎片分别进行耐磨性、热

稳定性、吸水率的测试，其测试过程如下：

耐磨性测试：采用耐磨性测试机对陶瓷碗的碎片进行耐磨性测试，取5片陶瓷碗碎片，

在碎片上放置一定颗粒级配的研磨钢球、80号白刚玉和定量的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按照规

定的旋转速率进行旋转研磨，对已磨损的陶瓷碎片与未磨损的陶瓷碎片进行观察对比，通

过陶瓷碗碎片上开始出现磨损的研磨转数来评价其耐磨性，将5片陶瓷碗碎片的耐磨性测

试结果求平均值即得陶瓷碗的耐磨性测试结果。

[0023] 导热系数测试：取5片陶瓷碗的碎片，采用平板法分别测其导热系数，求平均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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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陶瓷碗的导热系数测试结果，其导热系数越低，导热越慢。

[0024] 热稳定性测试：取5片陶瓷碗的碎片，置于280℃条件下保温30分钟，保温结束后取

出陶瓷碗碎片并进行核算，在15s内急速投入温度为20℃的水中，浸泡10  min，其中，水的重

量与陶瓷碗碎片重量之比为8：1，水面高出陶瓷碗碎片25mm，取出陶瓷碗碎片并用布揩干，

涂上红色墨水，检查有无裂纹，24  h后再复查一次，检查有无裂纹，以此来判断陶瓷碗的热

稳定性。

[0025] 吸水率测试：取5片陶瓷碗碎片，洗净后烘干，分别称其重量，之后将陶瓷碗碎片分

隔后置于蒸馏水中，煮沸3小时，期间水面保持高于陶瓷碗碎片10mm以上，之后将陶瓷碗碎

片捞出，用已吸水饱和的布揩去陶瓷碗碎片表面附着的水，迅速分别称量其重量，之后通过

通过公式计算出各陶瓷碗碎片的吸水率，计算5片陶瓷碗碎片的平均吸水率即得陶瓷碗的

吸水率，其吸水率越低，陶瓷碗的抗水性越好。

[0026] 以上对实施例1至5所述陶瓷碗与作为对照例的普通陶瓷碗的碎片分别进行耐磨

性、导热系数、热稳定性、吸水率的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实施例1至5所述陶瓷碗与对照例的普通陶瓷碗测试数据
测试/结果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对照例

耐磨性测试/出现磨损

的研磨转数

9040～9250 9120～9270 10800～

11050

10050～

10120

9900～10050 6800～9250

导热系数 29w/m·k 28w/m·k 23w/m·k 26w/m·k 27w/m·k ≥30w/m·k

热稳定性测试 两次检查皆

无裂纹

两次检查皆

无裂纹

两次检查皆

无裂纹

两次检查皆

无裂纹

两次检查皆

无裂纹

1～3块碎片出

现裂纹

吸水率测试 0.4% 0.3% 0.1% 0.25% 0.3% 0.8～3%

其中，陶瓷耐磨级标准为1至5级，5级最好1级最差，其判断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3 陶瓷耐磨等级判断标准

出现磨损的研磨转数 级别

100 0

150 1

600 2

755，1500 3

2100，6000，12000 4

＞12000 5

以上实施例1至5制得的陶瓷碗，其外表光泽明亮，手感细腻，通以上测试结果可知，所

有实施例制得的陶瓷碗的耐磨性都达到4级，且具备热稳定性强、吸水率低的特点，其中以

采用实施例3所述原料与工艺制得的陶瓷碗的各项性能最佳，为最优实施方案。

[002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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