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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陶瓷加工技术领域，提供了一

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及其制备方法，其中，

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包括内胆本体和导

磁膜，该内胆本体的底部和外侧壁的至少设置有

一圈导磁膜，且所述导磁膜由金属银粉、铁氧导

磁体和玻璃粉组成。由于在陶瓷内胆外壁底部和

侧壁外周设置有一圈导磁膜，从而在陶瓷内胆放

置在电饭煲内之后，可以通过电饭煲底部加热盘

和侧壁的加热环与导磁膜形成涡流，通过导磁膜

对陶瓷内胆进行感应加热，且由于采用金属银

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的导磁膜，能够有效保

证导磁膜的导热效果和电饭煲对陶瓷内胆的加

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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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其特征在于，包括内胆本体以及位于所述内胆本体的

外壁底部和外侧壁的至少一圈导磁膜，所述导磁膜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组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本体的底部、沿

中心位置向外依次设置有多圈环形的导磁膜，多圈环形的所述导磁膜之间间隔距离相等。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本体的外侧

壁、从底部到顶部以此设置有多圈环形的导磁膜，多圈环形的所述导磁膜之间间隔距离相

等。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磁膜由60-80％的

金属银粉、10-15％铁氧导磁体和10-15％的玻璃粉组成。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磁膜由70％的金属

银粉、15％铁氧导磁体和15％的玻璃粉组成。

6.一种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用于制备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陶瓷内胆，其特征在于，包

括：

步骤S1：分别通过陶瓷工艺制作内胆本体以及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制作

导磁膜；

步骤S2：将贴有画纸的导磁膜浸泡于水中1-2分钟；

步骤S3：将导磁膜从画纸上撕下，并将导磁膜贴至内胆本体外壁的底部；

步骤S4：将陶瓷内胆底部的导磁膜表面的水分擦干；

步骤S5：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在常温环境下自然晾干；

步骤S6：将自然晾干后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然后将陶瓷内

胆自然冷却即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具体包括：将带

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30摄氏度、通风且无光照的环境下至少24小时，直至自然晾干。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6中将陶瓷内胆放

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包括：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800摄氏度高温的固化窑中保

温30分钟固化成型。

9.如权利要求6或8所述的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6中将陶瓷内

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包括：

步骤S61：将常温固化窑的温度加热到100摄氏度；

步骤S62：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100摄氏度的固化窑中；

步骤S63：在150分钟内将固化窑的温度从100摄氏度加热到800摄氏度，然后对800摄氏

度的固化窑保温30分钟。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63进一步包括：

步骤S631：在10分钟内将1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300摄氏度，并保温20分钟；

步骤S632：在10分钟内将3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500摄氏度，并保温20分钟；

步骤S633：在20分钟内将5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700摄氏度，并保温40分钟；

步骤S634：在30分钟内将7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800摄氏度，并保温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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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陶瓷加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饭煲又称作电锅、电饭锅。是利用电能转变为内能的炊具，使用方便，清洁卫生，

还具有对食品进行蒸、煮、炖、煨等多种操作功能。

[0003] 目前，常见的电饭锅分为保温自动式、定时保温式以及新型的微电脑控制式三类，

且大部分电饭煲的内胆均为底部刷有一层导电金属粉的铝锅，以此达到对内胆加热的目

的。随着现在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在做饭或煲汤方面均喜欢使用陶瓷产品。然而，由于

陶瓷产品属于非金属材料，在电磁感应下不能产生涡流电流，从而限制了陶瓷产品在电饭

煲上的应用。

[0004] 因此，如何使陶瓷产品应用于电饭煲上将成为本申请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旨在解决背景技术中的技术问

题。

[0006]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包括内胆本体以及

位于所述内胆本体的外壁底部和外侧壁的至少一圈导磁膜，所述导磁膜由金属银粉、铁氧

导磁体和玻璃粉组成。

[0007] 可选地，所述内胆本体的底部、沿中心位置向外依次设置有多圈环形的导磁膜，多

圈环形的所述导磁膜之间间隔距离相等。

[0008] 可选地，所述内胆本体的外侧壁、从底部到顶部以此设置有多圈环形的导磁膜，多

圈环形的所述导磁膜之间间隔距离相等。

[0009] 可选地，所述导磁膜由60-80％的金属银粉、10-15％铁氧导磁体和10-15％的玻璃

粉组成。

[0010] 可选地，所述导磁膜由70％的金属银粉、15％铁氧导磁体和15％的玻璃粉组成。

[0011]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用于制备第一方面所

述的陶瓷内胆，包括：

[0012] 步骤S1：分别通过陶瓷工艺制作内胆本体以及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

制作导磁膜；

[0013] 步骤S2：将贴有画纸的导磁膜浸泡于水中1-2分钟；

[0014] 步骤S3：将导磁膜从画纸上撕下，并将导磁膜贴至内胆本体外壁的底部；

[0015] 步骤S4：将陶瓷内胆底部的导磁膜表面的水分擦干；

[0016] 步骤S5：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在常温环境下自然晾干；

[0017] 步骤S6：将自然晾干后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然后将陶

瓷内胆自然冷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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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可选地，所述步骤S5具体包括：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30摄氏度、通风且无

光照的环境下至少24小时，直至自然晾干。

[0019] 可选地，所述步骤S6中将陶瓷内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包括：将带导磁膜的

陶瓷内胆放置于800摄氏度高温的固化窑中保温30分钟固化成型。

[0020] 可选地，所述步骤S6中将陶瓷内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包括：

[0021] 步骤S61：将常温固化窑的温度加热到100摄氏度；

[0022] 步骤S62：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100摄氏度的固化窑中；

[0023] 步骤S63：在150分钟内将固化窑的温度从100摄氏度加热到800摄氏度，然后对800

摄氏度的固化窑保温30分钟。

[0024] 可选地，所述步骤S63进一步包括：

[0025] 步骤S631：在10分钟内将1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300摄氏度，并保温20分

钟；

[0026] 步骤S632：在10分钟内将3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500摄氏度，并保温20分

钟；

[0027] 步骤S633：在20分钟内将5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700摄氏度，并保温40分

钟；

[0028] 步骤S634：在30分钟内将7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800摄氏度，并保温30分

钟。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003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包括内胆本体和导磁膜，该内

胆本体的底部和外侧壁的至少设置有一圈导磁膜，且所述导磁膜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

和玻璃粉组成。由于在陶瓷内胆外壁底部和侧壁外周设置有一圈导磁膜，从而在陶瓷内胆

放置在电饭煲内之后，可以通过电饭煲底部加热盘和侧壁的加热环与导磁膜形成涡流，通

过导磁膜对陶瓷内胆进行感应加热，且由于采用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的导磁膜，

能够有效保证导磁膜的导热效果和电饭煲对陶瓷内胆的加热效果。

[003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陶瓷内胆的制备方法，通过对导磁膜贴附于陶瓷内胆底

部和侧壁圆周，并依次采用贴膜、擦干水分、自然晾干和在固化窑中固化成型，从而能够有

效保证导磁膜与陶瓷内胆的有机结合，使导磁膜有效附着于陶瓷内胆上使两者形成一体，

由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不仅能够满足陶瓷内胆的高温加热要求，而且能够满足在对陶瓷

内胆加热的过程中，导磁膜不会从陶瓷内胆中剥离的情况，极大提高了陶瓷内胆在电饭煲

上使用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陶瓷内胆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陶瓷内胆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陶瓷内胆制备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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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实施例通过提供一种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

组成的导磁膜贴附于陶瓷内胆外壁的底部和侧壁圆周上，通过导磁膜在电饭煲使用过程中

导磁导热的作用对陶瓷内胆进行加热，从而实现陶瓷内胆对食物加热的目的，以此达到陶

瓷内胆在电饭煲中的应用。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陶瓷内胆及其制备方法

进行详细说明。

[0037] 实施例一

[0038] 参见图1所示的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该陶瓷内胆包

括内胆本体1和底部导磁膜2和侧壁导磁膜3，底部导磁膜2可以为环形结构，也可以为圆形

结构，而侧壁导磁膜3为圆环形结构，在此不做限制，其中，所述内胆本体1为耐高温的陶瓷

产品，可通过现有陶瓷工艺加工而成，具体在此不详细阐述，所述底部导磁膜2和侧壁导磁

膜3材质相同，均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组成，通过导磁膜制作工艺将金属银粉、

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混合均匀并制作成花纸结构的导磁膜，及导磁膜及贴纸结合，可参看

相关现有技术的相关制作工艺。

[0039]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该导磁膜由60-80％的金属银粉、10-15％铁氧导磁体和10-

15％的玻璃粉组成，由于金属银粉和铁氧导磁体具有导磁和导热的功能，通过玻璃粉不仅

能够将金属银粉和铁氧导磁体有效粘合，而且能够进一步提高金属银粉和铁氧导磁体的导

磁和导热效果。

[0040] 进一步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导磁膜可以由70％的金属银粉、15％铁氧导磁体和

15％的玻璃粉组成，通过15％的玻璃粉能够使15％的铁氧导磁体与金属银粉充分混合，且

保证导磁膜的粘贴效果，从而有效提高导磁膜的导热效果，进而提升陶瓷内胆的加热效率，

并且能够保证该陶瓷内胆的低膨胀效果。

[0041] 实施例二

[0042] 在图1的基础之上，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了另外一种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参见

图2，所示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陶瓷内胆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如图2所示，该陶瓷内胆包括内胆本体1、设置在内胆本体1底部的第一导磁膜21和

第二导磁膜22、以及设置在内胆本体1外侧壁的第三导磁膜31和第四导磁膜34，其中，第一

导磁膜21、第二导磁膜22、第三导磁膜31和第四导磁膜34均为环形结构，且环形结构的第一

导磁膜21和第二导磁膜22的中心点与内胆本体1底部的中心点重合，即第一导磁膜21和第

二导磁膜22沿陶瓷板底部的中心点向外依次设置，且第一导磁膜21与第二导磁膜22之间的

间距均相等；环形结构的第三导磁膜31和第四导磁膜34的轴线与陶瓷内胆的中轴线相重

合。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陶瓷内胆的底部和侧壁并不限于仅有第一导磁膜21和第二导

磁膜22、第三导磁膜31和第四导磁膜34两圈导磁膜，还可以包括三圈或四圈导磁膜，而且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陶瓷内胆的底部可以设置一圈导磁膜、侧壁设置两圈导磁膜等等，本申请

仅是一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其他中方式并不做限制，具体在此不详细阐述。

[0044]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第一导磁膜21、第二导磁膜22、第三导磁膜31和第四导磁膜34

的材料相等，均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组成，且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

之间的重量比例为60-80％、10-15％和10-15％。其他相关实施方式可参见实施例一，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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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细阐述。

[0045] 采用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陶瓷内胆，通过在陶瓷内胆底部和侧壁设置多圈环形的

导磁膜，通过设置多圈环形的导磁膜，可以分别通过陶瓷内胆的底部和侧壁对陶瓷内胆进

行加热，而且通过多圈环形导磁膜能够保证陶瓷内胆底部和侧壁的导磁膜更加均匀，从而

能够有效对陶瓷内胆进行导磁导热，保证陶瓷内胆均匀加热，保证陶瓷内胆的较热效果更

好。

[0046] 实施例三

[0047] 在上述提供的用于电饭煲的陶瓷内胆的实施例基础之上，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陶

瓷内胆的制备方法，具体可参见图3所示的陶瓷内胆制备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48] 如图3所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陶瓷内胆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9] 步骤S1：分别通过陶瓷工艺制作内胆本体以及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

制作导磁膜。

[0050]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陶瓷内胆可以由透锂长石、锂辉石、锂霞石、堇青石、碳酸锂和

粘土通过陶瓷制备工艺制备而成。当然，陶瓷内胆可以由透锂长石、锂辉石、锂霞石、堇青

石、碳酸锂、粘土和晶核剂通过陶瓷制备工艺制备而成。另外由于陶瓷内胆是放置于电饭煲

中，而电饭煲中的空间有限，因此需要有效保证陶瓷内胆的低膨胀性，因此，该陶瓷内胆的

内胆本体上附着有60-65％的透锂长石、10-15％的钾长石、10-12％的粘土剂、3-8％的碳酸

钙和5-10％的色剂，从而有效保证陶瓷内胆的低膨胀系数，避免引陶瓷内胆膨胀过大造成

无法使用甚至电饭煲爆炸等故障。导磁膜可以由金属银粉、铁氧导磁体和玻璃粉混合均匀

后经过高温高压处理，通过现有技术的导磁膜制备工艺制作成贴纸式导磁膜。

[0051] 步骤S2：将贴有画纸的导磁膜浸泡于水中1-2分钟。

[0052] 由于制作出来的导磁膜为贴纸式导磁膜，因此，需要将导磁膜上的贴纸去除，由于

导磁膜和贴纸之间是通过粘合剂粘贴，因此，可以通过将导磁膜浸泡于水中1-2分钟后，再

将导磁膜中的贴纸去除，这样能够保证撕下画纸的过程中，避免对导磁膜造成损坏。

[0053] 步骤S3：将导磁膜从画纸上撕下，并将导磁膜贴至内胆本体的底部和侧壁。

[0054] 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导磁膜从画纸上撕下，沿着内胆本体底部的外侧逐渐将导磁

膜均匀贴附于陶瓷内胆上，并将环形的导磁膜中一侧切开，进而将导磁膜沿内胆本体的外

侧壁均匀贴附于内胆本体的侧壁，并保证导磁膜铺平且无偏移。

[0055] 步骤S4：将陶瓷内胆底部的导磁膜表面的水分擦干。

[0056] 当导磁膜在陶瓷内胆底部和侧壁均匀平铺时，由于导磁膜是从水中取出，在粘贴

到陶瓷内胆底部后，陶瓷内胆的周围以及导磁膜的周围可能都存在水，因此，需要通过吸水

纸将导磁膜周围的纸充分擦干，保持导磁膜的干燥性，也减少步骤S5中晾干的时间。

[0057] 步骤S5：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在常温环境下自然晾干。

[0058] 具体实施过程中，虽然步骤S4中陶瓷内胆和导磁膜周围的水分通过吸水纸吸干，

但是，此时导磁膜和陶瓷内胆之间还未完全贴合，因此，需要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

30摄氏度、通风且无光照的环境下至少24小时，直至自然晾干，从而有效保证陶瓷内胆和导

磁膜之间无水分，能够充分贴合。

[0059] 步骤S6：将自然晾干后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然后将陶

瓷内胆自然冷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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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步骤S6中将陶瓷内胆放置于固化窑中固化成型包括：将

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800摄氏度高温的固化窑中保温30分钟固化成型。即需要将步

骤S5自然晾干后的陶瓷内胆放置于高温固化窑中进行保温处理，不仅保证导磁膜能够充分

附着于陶瓷内胆内，而且也能够保证陶瓷内胆能够在电饭煲中实现高温应用。

[0061] 另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导磁膜牢固附着于陶瓷内胆上，且保证陶瓷内

胆后期在电饭煲中长期使用，该陶瓷内胆在固化窑中固化成型的步骤还包括以下步骤：

[0062] 步骤S61：将常温固化窑的温度加热到100摄氏度。

[0063] 步骤S62：将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放置于100摄氏度的固化窑中。

[0064] 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将贴导磁膜的陶瓷内胆整个浸入固化窑中进行固化成型处

理，也可以仅仅将陶瓷内胆的一部分浸入固化窑中进行固化成型处理，在此不做限制，可以

根据具体的工艺以及设备进行相关操作。

[0065] 步骤S63：在150分钟内将固化窑的温度从100摄氏度加热到800摄氏度，然后对800

摄氏度的固化窑保温30分钟。

[0066] 具体实施过程中，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可以在150分钟之间使固化窑从100摄氏度

匀速升温到800摄氏度，这样可以保证陶瓷内胆在固化窑升温的过程中，使导磁膜随温度上

升的过程与陶瓷内胆逐渐结合，提高其牢固性；同时，带导磁膜的陶瓷内胆也可以在150分

钟之间使固化窑从100摄氏度阶梯式升温到800摄氏度，不仅使导磁膜随着温度上升的过程

与陶瓷内胆逐渐结合，提高其牢固性，而且阶梯式升温，能够保证陶瓷内胆在电饭煲上更有

效的实现电饭煲快速的功率变化，即保证导磁膜导磁导热效果更好。

[0067] 具体的，固化窑从100摄氏度到800摄氏度之间进行阶梯式升温的过程，可参见以

下步骤：

[0068] 步骤S631：在10分钟内将1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300摄氏度，并保温20分

钟；

[0069] 步骤S632：在10分钟内将3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500摄氏度，并保温20分

钟；

[0070] 步骤S633：在20分钟内将5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700摄氏度，并保温40分

钟；

[0071] 步骤S634：在30分钟内将700摄氏度的固化窑均匀加热到800摄氏度，并保温30分

钟。

[0072] 通过上述阶梯式升温的步骤，能够有效保证导磁膜有效附着于陶瓷内胆中，另外，

由于电饭煲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在不同功率之间跳动，对应的电饭煲对陶瓷内胆的加热温

度也会有阶段性跳跃，因此通过阶梯式升温，能够有效保证导磁膜在固化成型后，能够适应

不同环境下的高温，从而保证导磁膜附着于陶瓷内胆底部的使用寿命以及使用效果。

[0073] 通过采用以上实施方式提供的陶瓷内胆以及陶瓷内胆制备工艺，不仅能够满足陶

瓷内胆的高温加热要求，而且能够满足在对陶瓷内胆加热的过程中，导磁膜不会从陶瓷内

胆中剥离的情况，极大提高了陶瓷内胆在电饭煲上使用的质量。另外，通过导磁膜也能够有

效提高对陶瓷内胆的加热效率。

[007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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