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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白色釉、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

线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该白色釉，按重量百分

比包括以下原料：乳浊剂60～75％、乳浊熔块15

～28％、粘土4～15％；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线

陶瓷砖，由坯体装饰层、白色釉层、综合装饰层、

透明釉或保护釉层组成。制备方法，包括：用海绵

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经过干燥工序后，

采用胶辊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白色釉经过

1100℃～1200℃烧成后成为通体无界线陶瓷砖

的白色釉层；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

45wt％印油，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将釉

浆粘度调整到恩式粘度18～23秒，釉浆比重为

1.5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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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序：

⑴坯体成型后，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

⑵打磨过的坯体经过干燥工序后，采用胶辊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所述白色釉，按

重量百分比包括以下原料：乳浊剂60～75%  ，  乳浊熔块15～28%，  粘土4～15%；所述乳浊剂

采用氧化锡、氧化锆、氧化钛、氧化铈、超细硅酸锆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乳浊熔块采用

锆白乳浊熔块、锆钛系乳浊熔块、磷锆复合乳浊熔块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白色釉经过1100

℃～1200℃烧成后可成为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白色釉层；

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45  wt%印油，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

加入解胶剂及印油，将釉浆粘度调整到恩式粘度18～23秒，釉浆比重为1.53～1.62；

胶辊材质采用超软辊进行雕刻，雕刻采用40～60%灰度通透均匀型文件，胶辊印刷采用

1～3个胶辊进行印花；

⑶印刷白色釉后的砖坯进入多通道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所述多通道数码喷

墨机采用颜色墨水+功能墨水组合方式，采用低墨量精细喷头进行图案装饰；

⑷产品经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后，图案装饰的墨水具有下渗能力，渗透

0.06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综合装饰层与坯体视觉上无界线；

⑸砖坯经过表面综合装饰后，在表面装饰层上施透明釉或喷润滑细腻釉的保护釉；

⑹经喷淋保护釉后进入辊道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1100～1200℃，烧成周期为80～95

分钟，经抛磨边后得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⑸进一步

包括：对于平整表面的产品保护釉使用淋透明釉方式，即采用直线淋釉器施釉，施釉比重为

1.82～1.86，施釉量为450～700g/m2，恩式粘度18～25s。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⑸进一步

包括：对于仿古砖类产品则采用喷润滑细腻釉工艺，施釉比重为1.22～1.32，施釉量为120

～200g/m2，恩式粘度12～18s。

4.一种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序：

⑴坯体成型后，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

⑵打磨过的坯体经过干燥工序后，采用平板工艺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所述白色

釉，按重量百分比包括以下原料：乳浊剂60～75%，  乳浊熔块15～28%，  粘土4～15%；所述乳

浊剂采用氧化锡、氧化锆、氧化钛、氧化铈、超细硅酸锆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乳浊熔块

采用锆白乳浊熔块、锆钛系乳浊熔块、磷锆复合乳浊熔块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45  wt%水，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

再在釉浆中加入增稠剂及印花料，将白色釉料比重调整为1.32～1.48，使釉浆性能调

整至满足符合平板印花工艺要求；

印刷白色釉浆前坯温控制在38～45℃，平板花网采用200目全通透图案网布；

⑶印刷白色釉后的砖坯进入多通道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所述多通道数码喷

墨机采用颜色墨水+功能墨水组合方式，采用低墨量精细喷头进行图案装饰；

⑷产品经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后，图案装饰的墨水具有下渗能力，渗透

0.05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综合装饰层与坯体视觉上无界线；

⑸砖坯经过表面综合装饰后，在表面装饰层上施透明釉或喷润滑细腻釉的保护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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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经喷淋保护釉后进入辊道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1100～1200℃，烧成周期为80～95

分钟，经抛磨边后得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产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⑸进一步

包括：对于平整表面的产品保护釉使用淋透明釉方式，即采用直线淋釉器施釉，施釉比重为

1.82～1.86，施釉量为450～700g/m2，恩式粘度18～25s。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⑸进一步

包括：对于仿古砖类产品则采用喷润滑细腻釉工艺，施釉比重为1.22～1.32，施釉量为120

～200g/m2，恩式粘度12～1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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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釉、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白色釉、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建筑陶瓷行业通体大理石、通体仿古砖等概念产品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通体类产品要求陶瓷墙地砖的表面与坯体内部纹理色调基本一致，从而实现陶瓷砖

表里相同，浑然一体。然而陶瓷墙地砖生产工艺中，通常采用坯体→施化妆土/底釉→印花

→施透明釉/保护釉的工艺流程，此制备方法所得到的瓷砖产品表面纹理印花装饰层和坯

体间存在一层白色釉层，厚度一般为0.2～0.4mm，经过水刀切割、倒边、开槽等后加工工序

后，此中间白色釉层与坯体形成较大反差，呈现“白线”效果，将坯体纹理与表面装饰层隔

离，无法实现陶瓷表里如一的装饰效果，并成为目前通体陶瓷砖概念产品的瑕疵。在国外，

为解决“白色界限”问题，一些陶瓷砖制造企业采用改进坯体配方的方式，直接在坯上进行

印花；此方式国内许多厂家及研究机构也有相关研究，但受制于国内坯体原料特点、工艺要

求、成本控制等因素，直接在坯上印花工艺无法在企业中实现大规模生产。

[0003] CN201610574716公开了一种消除多彩大理石瓷砖白色边界线的制造工艺及其多

彩大理石瓷砖，采用压制面料层替代喷淋化妆土或底釉，在压制面料层后采用喷墨渗花工

艺进行立体装饰，以达到消除白色界线的效果，事实上，受制于薄面料压制厚薄均匀程度及

渗花下渗程度的影响，实际生产中，此工艺消除白色界线稳定性较差，且采用压制工艺替代

喷淋釉料，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实现花色纹理从上到下，由表及里完全一致，在釉料组

合上，采用印刷白釉方式取代传统化妆土，获得与底釉一致的白度和功能效果，将釉层厚度

从0.2～0.4mm缩减到小于0.06mm，视觉上消除白色界限，获得坯体和釉料装饰层无白色界

线效果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白色釉。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实现陶瓷墙地砖产品

真正意义全通体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本发明的再一目的是提供一种采用平板

印花或胶辊印花方式施釉，效果上消除坯体和表面装饰釉层间的白色线条，在仿玉石类陶

瓷砖产品效果上更加逼真，实现表里一致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第一技术解决方案是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白色釉，其特殊之处在

于，按重量百分比包括以下原料：

[0006] 乳浊剂60～75％乳浊熔块15～28％粘土4～15％。

[0007] 作为优选：所述乳浊剂采用氧化锡、氧化锆、氧化钛、氧化铈、超细硅酸锆的一种或

几种的组合。

[0008] 作为优选：所述乳浊熔块采用锆白乳浊熔块、锆钛系乳浊熔块、磷锆复合乳浊熔块

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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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的第二技术解决方案是所述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其特殊之处

在于，由坯体装饰层、白色釉层、综合装饰层、透明釉或保护釉层组成。

[0010] 本发明的第三技术解决方案是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殊之处在

于，包括以下工序：

[0011] ⑴坯体成型后，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

[0012] ⑵打磨过的坯体经过干燥工序后，采用胶辊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白色釉经

过1100℃～1200℃烧成后成为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白色釉层；

[0013] ⑶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45wt％印油，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

[0014] ⑷加入解胶剂及印油，将釉浆粘度调整到恩式粘度18～23秒，釉浆比重为1.53～

1.62；

[0015] ⑸胶辊材质采用超软辊进行雕刻，雕刻采用40～60％灰度通透均匀型文件，胶辊

印刷采用1～3个胶辊进行印花；

[0016] ⑹印刷白色釉后的砖坯进入多通道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所述多通道数

码喷墨机采用颜色墨水+功能墨水组合方式，采用低墨量精细喷头进行图案装饰；

[0017] ⑺产品经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后，图案装饰的墨水具有下渗能力，渗透

0.06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综合装饰层与坯体视觉上无界线；

[0018] ⑻砖坯经过表面综合装饰后，在表面装饰层上施透明釉或喷润滑细腻釉的保护

釉。

[0019] ⑼经喷淋保护釉后进入辊道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1100～1200℃，烧成周期为80

～95分钟，经抛磨边后得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产品。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⑻进一步包括：对于平整表面的产品保护釉使用淋透明釉方

式，即采用直线淋釉器施釉，施釉比重为1.82～1.86，施釉量为450～700g/m2，恩式粘度18

～25s。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⑻进一步包括：对于仿古砖类产品则采用喷润滑细腻釉工艺，

施釉比重为1.22～1.32，施釉量为120～200g/m2，恩式粘度12～18s。

[0022] 本发明的第四技术解决方案是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殊之处在

于，包括以下工序：

[0023] ⑴坯体成型后，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

[0024] ⑵打磨过的坯体经过干燥工序后，采用平板工艺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

[0025] ⑶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45wt％水，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

[0026] ⑷再在釉浆中加入增稠剂及印花料，将白色釉料比重调整为1.32～1.48，使釉浆

性能调整至满足符合平板印花工艺要求；

[0027] ⑸印刷白色釉浆前坯温控制在38～45℃，平板花网采用200目全通透图案网布；

[0028] ⑹印刷白色釉后的砖坯进入多通道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所述多通道数

码喷墨机采用颜色墨水+功能墨水组合方式，采用低墨量精细喷头进行图案装饰；

[0029] ⑺产品经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后，图案装饰的墨水具有下渗能力，渗透

0.06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综合装饰层与坯体视觉上无界线；

[0030] ⑻砖坯经过表面综合装饰后，在表面装饰层上施透明釉或喷润滑细腻釉的保护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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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⑼经喷淋保护釉后进入辊道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1100～1200℃，烧成周期为80

～95分钟，经抛磨边后得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产品。

[003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⑻进一步包括：对于平整表面的产品保护釉使用淋透明釉方

式，即采用直线淋釉器施釉，施釉比重为1.82～1.86，施釉量为450～700g/m2，恩式粘度18

～25s。

[003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⑻进一步包括：对于仿古砖类产品则采用喷润滑细腻釉工艺，

施釉比重为1.22～1.32，施釉量为120～200g/m2，恩式粘度12～18s。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5] ⑴本发明将多通道数码喷墨机综合装饰技术与坯体精准布料技术，通过设计组

合，实现花色纹理从上到下，由表及里完全一致，在釉料组合上，采用印刷白釉方式取代传

统化妆土，获得与底釉一致的白度和功能效果，将釉层厚度从0 .2～0 .4mm缩减到小于

0.06mm，经过喷墨装饰后，喷墨墨水渗透0.06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视觉上消除白色界限，

获得坯体和釉料装饰层无白色界线效果，实现陶瓷墙地砖产品真正意义的全通体，金雕墨

水、下陷墨水、负离子墨水、金属墨水等功能墨水的使用提高无界通体砖三维立体效果，赋

予陶瓷砖功能特性和艺术特性，同时降低陶瓷砖的综合制造成本。

[0036] ⑵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可以提高表面的平

整度，利于后工序印刷白色基础釉料的均匀性、稳定性，减少印刷缺陷。

[0037] ⑶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颜色墨水采用蓝色、棕色、桔黄、金黄、包裹红、包裹金黄、

黑色组合使用提高了无界通体砖三维立体效果，赋予陶瓷砖功能特性和艺术特性，同时降

低陶瓷砖的综合制造成本。功能墨水采用金雕墨水、下陷墨水、负离子墨水、金属墨水组合，

功能墨水喷头系统以大墨量喷头为主，保证产品满足功能要求。

[0038] ⑸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使用布料系统则可以实现图案特征纹理坯体装饰，与喷

墨设计纹理相匹配，生产精准对位产品。

[0039] ⑹本发明白色釉中的乳浊剂以采用氧化锡、氧化锆、氧化钛、氧化铈、超细硅酸锆

等乳浊原料中的一种或几种，选用乳浊剂颗粒级配范围要求窄，细度均匀，原料纯度大于

99.5％，晶型结构一致，原料筛选需经过325目标准筛。

[0040] ⑺本发明白色釉中乳浊剂的选用不同，白色基础釉料呈色纯度与乳浊效果也不一

致，选择氧化钛作为乳浊剂得到的白釉层色调偏黄，有利于开发杏黄色系产品；选择锆系作

为乳浊剂得到的白釉层色调较纯，无偏色，有利于开发白色系产品；即可根据所开发的产品

色调有根据地选用不同乳浊剂。

[0041] ⑻本发明白色釉中，在配方中乳浊熔块与乳浊剂在高温下发生反应，赋予白色釉

料良好的附着性能，增强白釉层与坯体层的结合性能。

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本发明精准布料系统示意图。

[0043] 主要组件符号说明：

[0044] 第一布料斗1          第二布料斗2          第三布料斗3     第一过渡皮带4

[0045] 第二过渡皮带5        第一过渡料斗6        第二过渡料斗7   格栅8

[0046] 特征纹理布料机构9A  特征纹理布料机构9B   格栅储存架10    布料平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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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压制机构12           模框13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本发明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作进一步详述：

[0049] 所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白色釉，按重量百分比包括以下原料：

[0050] 乳浊剂75％乳浊熔块20％粘土5％。

[0051] 所述乳浊剂采用氧化锡、氧化锆、氧化钛、氧化铈、超细硅酸锆的一种或几种的组

合。

[0052] 所述乳浊熔块采用锆白乳浊熔块、锆钛系乳浊熔块、磷锆复合乳浊熔块的一种或

几种的组合。

[0053] 采用胶辊印刷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工序：

[0054] ⑴坯体成型后，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

[0055] ⑵打磨过的坯体经过干燥工序后，采用胶辊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白色釉经

过1100℃～1200℃烧成后成为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白色釉层；

[0056] ⑶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45wt％印油，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

[0057] ⑷加入解胶剂及印油，将釉浆粘度调整到恩式粘度18～23秒，釉浆比重为1.53～

1.62；

[0058] ⑸胶辊材质采用超软辊进行雕刻，雕刻采用40～60％灰度通透均匀型文件，胶辊

印刷采用1～3个胶辊进行印花；

[0059] ⑹印刷白色釉后的砖坯进入多通道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所述多通道数

码喷墨机采用颜色墨水+功能墨水组合方式，采用低墨量精细喷头进行图案装饰；

[0060] ⑺产品经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后，图案装饰的墨水具有下渗能力，渗透

0.06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综合装饰层与坯体视觉上无界线；

[0061] ⑻砖坯经过表面综合装饰后，在表面装饰层上施透明釉或喷润滑细腻釉的保护

釉。

[0062] ⑼经喷淋保护釉后进入辊道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1100～1200℃，烧成周期为80

～95分钟，经抛磨边后得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产品。

[0063] 采用平板工艺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工序：

[0064] ⑴坯体成型后，用海绵体材料在坯体表面进行打磨；

[0065] ⑵打磨过的坯体经过干燥工序后，采用平板工艺在坯体表面上印刷白色釉；

[0066] ⑶白色釉按配方称量物料，加入45wt％水，球磨至釉浆细度小于40微米；

[0067] ⑷再在釉浆中加入增稠剂及印花料，将白色釉料比重调整为1.32～1.48，使釉浆

性能调整至满足符合平板印花工艺要求；

[0068] ⑸印刷白色釉浆前坯温控制在38～45℃，平板花网采用200目全通透图案网布；

[0069] ⑹印刷白色釉后的砖坯进入多通道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所述多通道数

码喷墨机采用颜色墨水+功能墨水组合方式，采用低墨量精细喷头进行图案装饰；

[0070] ⑺产品经数码喷墨机进行表面综合装饰后，图案装饰的墨水具有下渗能力，渗透

0.06mm厚度的白色釉料层，综合装饰层与坯体视觉上无界线；

[0071] ⑻砖坯经过表面综合装饰后，在表面装饰层上施透明釉或喷润滑细腻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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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

[0072] (8.1)对于平整表面的产品保护釉使用淋透明釉方式，即采用直线淋釉器施釉，施

釉比重为1.82～1.86，施釉量为450～700g/m2，恩式粘度18～25s；

[0073] (8.2)对于仿古砖类产品则采用喷润滑细腻釉工艺，施釉比重为1.22～1.32，施釉

量为120～200g/m2，恩式粘度12～18s。

[0074] ⑼经喷淋保护釉后进入辊道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1100～1200℃，烧成周期为80

～95分钟，经抛磨边后得到通体无界线陶瓷砖产品。

[0075] 所述含有白色釉的通体无界线陶瓷砖由坯体装饰层、白色釉层、综合装饰层、透明

釉或保护釉层组成。其中：坯体装饰层采用精准布料技术进行装饰。

[0076] 请参阅图1所示，所述精准布料技术，具体通过布料及压制系统实施：

[0077] 该精准布料系统包括第一布料斗1、第二布料斗2、第三布料斗3为三组布料斗，第

一过渡皮带4、第二过渡皮带5共两组过渡皮带，第一过渡料斗6、第二过渡料斗7共两组过渡

料斗，格栅8，特征纹理布料机构9A、特征纹理布料机构9B共两组线条布料机构，格栅储存架

10，布料平台11，压制机构12和模框13。

[0078] 布料机构9A、9B和格栅储存架10是所述精准布料系统的核心，通过增加这两个设

备可以实现图案特征纹理装饰，其中格栅储存架10用来储1～8个不同的格栅，每个格栅拥

有不同的线条状纹理。线条布料机构9A、9B可以根据程序设计移动位置，按格栅对应的图案

将粉料布置在格栅8中。布置好线条状纹理的格栅再通过布料平台回到过渡料斗6和过渡料

斗7下方，将过渡料斗中的坯体粉料布置在格栅8中，刮平后送到模框13中，通过压制机构12

压制成型。按此方法使用布料系统则可以实现图案特征纹理坯体装饰，与喷墨设计纹理相

匹配，生产精准对位产品。

[007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权利要求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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