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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混合干粒、具有颜色水晶效果干

粒釉装饰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混合干粒包括：

彩色干粒和透明干粒，彩色干粒的软化温度为

987℃～1035℃，透明干粒的软化温度为1130℃

～1175℃。本发明的混合干粒将低温彩色干粒与

低温透明干粒相结合，将该混合干粒用于干粒陶

瓷砖时，混合干粒烧制融化后形成颜色效果，由

该工艺装饰的陶瓷产品不再局限于仿古类产品，

丰富产品的种类。由于两者干粒在熔融过程中会

将部分彩色干粒包裹在透明干粒中，因此所得的

陶瓷砖其设计图案的色彩部分将变得更加艳丽、

通透，可达到水晶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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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在坯体上依次施面釉、喷墨打印图案；

（2）施隔离釉，隔离釉中固体釉料的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烧失：5.20%～5.40%、SiO2：

56.00%～57.00%、Al2O3：16.00%～17.50%、Fe2O3：0.15%～0.20%、CaO：6.50%～6.80%、MgO：

2.00～2.50%、K2O：3.00%～3.50%、Na2O：2.50%～3.00%、P2O5：0.15%～0.18%、BaO：1.50%～

2.00%、ZnO：3.00%～3.50%；

（3）在步骤（2）所得的砖坯表面的一定位置处施胶水，然后施混合干粒，并去除多余的

混合干粒，所述混合干粒包括彩色干粒和透明干粒，彩色干粒的软化温度为987℃～1035

℃，透明干粒的软化温度为1130℃～1175℃，所述彩色干粒与所述透明干粒的质量比为1～

3:7，所述彩色干粒与所述透明干粒的软化温度小于陶瓷砖的烧成温度，所述彩色干粒的颗

粒级配为：60～80目：30～32%，80～100目：20～23%，100～120目：22～25%，120目～250目：

25～27%，250目以上：<1%，所述透明干粒的颗粒级配为：80～100目：12～15%，100～120目：

24～28%，120～160目：7～10%，160～250目：30～32%，250～325目：12～15%，325目以上：<

5%，所述彩色干粒通过在透明熔块上加入着色金属氧化物而得，所述透明熔块的化学组成

按质量百分比为：烧失：0.50%～2.00%；SiO2：62.00%～65.00%；Al2O3：11.00%～13.00%；CaO：

9.00%～11.00%；Fe2O3：0.05%～0.20%；TiO2：0.05%～0.10%；MgO：1.00%～2.00%；K2O：4.00%

～8.00%；Na2O：0.00%～0.05%；ZnO：1.80%～2.30%；ZrO2：0.01%～0.03%；

（4）施隔离釉，隔离釉中固体釉料的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烧失：5.20%～5.40%、SiO2：

56.00%～57.00%、Al2O3：16.00%～17.50%、Fe2O3：0.15%～0.20%、CaO：6.50%～6.80%、MgO：

2.00～2.50%、K2O：3.00%～3.50%、Na2O：2.50%～3.00%、P2O5：0.15%～0.18%、BaO：1.50%～

2.00%、ZnO：3.00%～3.50%；

（5）将步骤（4）所得的砖坯烧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干粒的施加量为800～

1000g/m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釉包括透明釉料和胶水，所

述隔离釉的比重为1.20～1.22，施釉量为250～300g/m2。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烧成周期为60～78min，

最高烧成温度范围为1177～1183℃。

5.一种由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制备方法制得的具有颜色水晶效果的干粒釉装饰陶

瓷砖，其特征在于，由下而上依次包括：坯体、面釉层、喷墨打印图案层、隔离釉层、干粒层、

隔离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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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干粒、具有颜色水晶效果干粒釉装饰陶瓷砖及其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合干粒、具有颜色水晶效果干粒釉装饰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属于陶瓷砖装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干粒釉陶瓷砖。

背景技术

[0002] 当陶瓷行业中，传统的抛釉、抛光砖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室内装饰的要求时，干粒釉

产品便成为了陶瓷行业生产研发的新方向，由目前市场上对于干粒釉产品的消费来看，干

粒釉产品是十分受消费者的青睐。

[0003] 当前市场上的干粒釉产品主要以高低温哑光、亮光面产品为主，同样也有以突出

仿石材纹理效果的仿古类产品。这些产品种类还不丰富，且装饰效果较为平淡。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颜色水晶效果的混合干粒以及使

用该混合干粒得到的具有颜色水晶效果的干粒釉装饰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0005]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合干粒，其包括：软化温度为987℃～1035℃的彩色

干粒和软化温度为1130℃～1175℃的透明干粒。

[0006] 本发明的混合干粒将低温彩色干粒与低温透明干粒相结合，将该混合干粒用于干

粒陶瓷砖时，混合干粒烧制融化后形成颜色效果，由该工艺装饰的陶瓷产品不再局限于仿

古类产品，丰富产品的种类。由于两者干粒在熔融过程中会将部分彩色干粒包裹在透明干

粒中，因此所得的陶瓷砖其设计图案的色彩部分将变得更加艳丽、通透，可达到水晶般效

果。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彩色、透明干粒其软化温度都要低于坯体的烧成温度，坯体烧成温

度一般在1200℃～1300℃，而由于彩色干粒的软化温度较透明干粒低，在此条件下，彩色干

粒能在透明干粒前开始融化，因此其被后面融化后的透明干粒所包裹，从而实现彩色干粒

水晶般的透感。

[0008] 较佳地，所述彩色干粒与所述透明干粒的质量比为1～3:7。

[0009] 较佳地，所述彩色干粒的颗粒级配为：60～80目：30～32%，80～100目：20～23%，

100～120目：22～25%，120目～250目：25～27%，250目以上：<1%。

[0010] 较佳地，所述透明干粒的颗粒级配为：80～100目：12～15%，100～120目：24～28%，

120～160目：7～10%，160～250目：30～32%，250～325目：12～15%，325目以上：<5%。

[0011]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颜色水晶效果的干粒釉装饰陶瓷砖，其由下而上

依次包括：坯体、面釉层、喷墨打印图案层、以及干粒层，所述干粒层由上述任一种混合干粒

形成。

[0012] 本发明通过将低温彩色干粒与低温透明干粒相结合，从而使干粒釉熔块烧制融化

后形成带颜色效果的干粒釉产品，由该工艺装饰的陶瓷产品不再局限于仿古类产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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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种类。由于两者干粒在熔融过程中会将部分有色干粒包裹在透明熔块中，因此经该

工艺装饰的陶瓷砖其设计图案的色彩部分将变得更加艳丽、通透，可达到水晶般效果。

[0013] 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任一种干粒釉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在坯体上依次施面釉、喷墨打印图案；

[0015] （2）在步骤（1）所得的砖坯表面的一定位置处施胶水，然后布施上述任一种混合干

粒，并去除多余的混合干粒；

[0016] （3）将步骤（2）所得的砖坯烧成。

[0017] 较佳地，所述混合干粒的施加量为800～1000g/m2。

[0018] 较佳地，在步骤（2）前后均可以施隔离釉。

[0019] 较佳地，所述隔离釉包括透明釉料和胶水。

[0020] 较佳地，所述隔离釉的比重为1.20～1.22。

[0021] 较佳地，所述隔离釉的施釉量为250～300g/m2。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具有颜色水晶效果的干粒釉装饰陶瓷砖的截取部分

图，图2为局部放大的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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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百分含量如无特别说明均指质量百分含量。本文中，干粒有

时亦称为熔块、干粒釉、干粒熔块、熔块干粒、熔块干粒釉等。

[0024]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混合干粒包括彩色干粒和透明干粒。彩色干粒和透明干粒可

均匀混合。

[0025] 彩色干粒的软化温度为987℃～1035℃，透明干粒的软化温度为1130℃～1175℃。

具有低温彩色干粒与低温透明干粒的混合干粒，在烧制熔融过程中彩色干粒会先熔化，这

样能有效地将部分彩色干粒包裹在透明熔块中，从而形成带颜色效果的干粒釉层，且色彩

变得更加艳丽、通透，可达到水晶般效果。

[0026] 一些实施方式中，彩色干粒和透明干粒的质量比为1～3:7。在此范围内彩色干粒

可熔到透明干粒熔块中，如果大于这个范围不仅釉层毛孔会很多，而且会使整个釉层呈现

颜色浑浊的现象，没有透感。

[0027] 混合干粒中的彩色干粒可根据陶瓷砖的设计图案色彩部分来选取，即，选取与设

计图案色彩部分相适应的彩色干粒。

[0028] 其中，透明熔块可以是将原料混合熔制水淬后得到透明玻璃体，再将该透明玻璃

体破碎成一定颗粒级配的细小颗粒状釉料。熔制可在熔块炉内进行，熔块炉内的温度范围

可为(1400  ±10)  ℃。彩色熔块制备方式相同，只是在配方上加入着色金属氧化物，例如

MoO3、Fe2O3、CuO、NiO等。优选实施方式中，透明干粒中的SiO2、Al2O3的质量百分比与彩色干

粒中的SiO2、Al2O3的质量百分比相接近或者相同，从而减少烧制后釉层出现裂纹的概率。

[0029] 一些实施方式中，用于制备彩色熔块的透明熔块的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为：IL

（烧失）：0.50%～2.00%；SiO2：62 .00%～65 .00%；Al2O3：11 .00%～13 .00%；CaO：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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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Fe2O3：0.05%～0.20%；TiO2：0.05%～0.10%；MgO：1.00%～2.00%；K2O：4.00%～8.00%；

Na2O：0.00%～0.05%；ZnO：1.80%～2.30%；ZrO2：0.01%～0.03%。采用该化学组成，可以使得彩

色干粒在高温熔融过程中所形成的玻璃相更多，从而达到所需要的通透感。例如，玉黄色干

粒的化学组成为：IL（烧失）：3.40%～3.80%；SiO2：60.00%～64.00%；Al2O3：8.00%～11.00%；

CaO：7.00%～9.00%；ZrO2：2.00%～4.00%；Fe2O3：0.10%～0.30%；Pr6O11：0.10%～0.20%；MgO：

0.50%～1.50%；ZnO：0.30%～1.00%；K2O：1.00%～3.50%；Na2O：2.00%～4.00%；HfO2：0.15%～

0.35%；MoO3：0.20%～0.25%；BaO：0.70%～2.00%。采用该化学组成，可以使得黄色干粒在高

温熔融过程中所形成的玻璃相更多，从而达到所需要的通透感。

[0030] 一些实施方式中，彩色干粒的颗粒级配如下：60～80目：30～32%，80～100目：20～

23%，100～120目：22～25%，120目～250目：25～27%，250目以上：<1%。采用该颗粒级配，使得

120目以下的颗粒比例占据至少70%，可以有效防止颗粒过小而导致坯体排气困难，减少产

品在烧制后在釉层中存在气泡。

[0031] 一些实施方式中，透明干粒的化学组成为：IL（烧失）：0.50%～2.00%；SiO2：62.00%

～65.00%；Al2O3：11.00%～13.00%；CaO：9.00%～11.00%；Fe2O3：0.05%～0.20%；TiO2：0.05%～

0.10%；MgO：1.00%～2.00%；K2O：4.00%～8.00%；Na2O：0.00%～0.05%；ZnO：1.80%～2.30%；

ZrO2：0.01%～0.03%。

[0032] 一实施方式中，透明干粒的化学组成为：烧失：1.75%；SiO2：64.45%；Al2O3：12.25%；

CaO：10.83%；Fe2O3：0.05%；TiO2：0.07%；MgO：1.23%；K2O：7.44%；Na2O：0.03%；ZnO：1.89%；

ZrO2：0.01%。

[0033] 一些实施方式中，透明干粒的颗粒级配如下：80～100目：12～15%，100～120目：24

～28%，120～160目：7～10%，160～250目：30～32%，250～325目：12～15%，325目以上：<5%。

[0034] 将彩色干粒和透明干粒混合方法可为干混搅拌机。

[0035] 在此公开的混合干粒可用于制备干粒釉装饰陶瓷砖。一实施方式中，干粒釉装饰

陶瓷砖由下而上依次包括：坯体层、釉面层、喷墨打印层、干粒层，该干粒层由本公开的混合

干粒形成。

[0036] 坯体层的厚度可为10.0～12.5mm。釉面层的厚度可为0.08～0.10mm。喷墨打印层

具有纹理效果。

[0037] 在喷墨打印层和干粒层之间可以具有隔离釉层。另外，在干粒层之上也可以具有

隔离釉层。隔离釉层优选为透明。

[0038] 干粒层带颜色效果，且部分彩色干粒包裹在透明干粒中，使得色彩部分变得更加

艳丽、通透，达到水晶般效果，与喷墨打印图案相互配合，使装饰效果更为丰富、细腻、立体。

如果依次施加彩色干粒与透明熔块，则无法实现彩色干粒、透明干粒与设计完美结合。本发

明利用彩色干粒与透明熔块软化温度之间的差异，结合设计图案色彩定点、定位装饰，实现

将彩色干粒与透明干粒相融合，达到将彩色干粒的色彩包裹在透明干粒中的目的，产品在

烧制后其色彩部分透感比较晶莹、色彩比较艳丽。干粒层的厚度可为0.3～0.5mm。

[0039] 以下，示例性说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干粒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0040] 首先，制备坯体。坯体可由普通陶瓷基料压制而得。

[0041] 然后，可将坯体干燥，例如在干燥窑中干燥。干燥时间可为1～1.5h，干燥坯水分控

制在0.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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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然后，在坯体上施面釉。面釉釉料没有特别限定，可以采用本领域公知的面釉釉

料。施面釉方式可为喷釉等。面釉比重可为1.40～1.42，施釉量可为600～800g/m2。采用这

样的施面釉工艺可以防止在喷墨打印工艺中出现的排墨现象，不仅有助于喷墨打印的发色

效果，还能有效地减少针孔的产生。

[0043] 在面釉层上喷墨打印图案。可以采用数码喷墨打印机打印。使用的陶瓷墨水可有

蓝色、棕色、桔黄色、柠檬黄、黑色、红色等。

[0044] 然后，在喷墨打印后的坯体表面定位布施胶水。布施胶水的位置是根据设计图案

需要装饰的色彩部分（即需要布施干粒的位置）。可采用数码胶水机来定位布施胶水。一些

实施方式中，通过处理所需要的设计图案，将设计图案中的纹理、曲线经过路线的方式提

取，制成与设计图案相对应的设计矢量文件，经处理好的设计文件上传到数码胶水机中，在

砖坯经过喷墨打印后，进入到数码胶水机的位置，数码胶水机将按照处理好的设计图案喷

洒图案胶水，胶水覆盖的位置与前道工序喷墨打印中设计图案相对应的纹理、曲线相一致。

[0045] 胶水的材质没有特别限定，可以是本领域公知的胶水。胶水量可为60～80g/m2。采

用该胶水量，可以保证在经抽风机抽走多余的干粒时其粘附的干粒量满足生产要求的范

围，其粘附的效果也有效防止干粒在后面走釉线时出现的走位、偏移现象。

[0046] 定位布施胶水后，在坯体表面布撒混合干粒。

[0047] 混合干粒的布施方法可为数码干粒机布干粒和/或皮带式布料机布干粒，可用震

动筛网分散。

[0048] 混合干粒的施加量可为800～1000g/m2。采用这样的施加量，可以使得粘附的干粒

厚度在0.45～0.60mm，经烧制后其有效厚度在0.3～0.5mm。

[0049] 然后，去除多余的混合干粒，实现仅在设计图案对应的色彩部分进行装饰的效果。

去除方式可为吹走或抽走等。例如可以利用回收抽风机抽走多余的混合干粒。

[0050] 在布施混合干粒之前和/或之后，可以施隔离釉，防止缩釉的同时也可以使釉面更

加地细腻，而且可保护喷墨打印图案。隔离釉中固体釉料的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烧失：

5.20%～5.40%、SiO2：56.00%～57.00%、Al2O3：16.00%～17.50%、Fe2O3：0.15%～0.20%、CaO：

6.50%～6.80%、MgO：2.00～2.50%、K2O：3.00%～3.50%、Na2O：2.50%～3.00%、P2O5：0.15%～

0.18%、BaO：1.50%～2.00%、ZnO：3.00%～3.50%。隔离釉的比重可为比重1.20～1.22，在该比

重下隔离釉浆具有较好的悬浮性。隔离釉的施釉量可为250～300g/m2。隔离釉可以是通过

将本领域常用的透明釉与胶水调配而成。透明釉的比重（例如出球时的比重）可在1.79～

1.81。使用胶水将其比重调至比重1.20～1.22。使用胶水调介质釉的比重可以有效地调节

釉浆的悬浮性，而且其中的胶水成分也起到固定混合干粒熔块的效果，防止干粒熔块偏移

走位影响装饰效果。所使用的胶水可以是本领域常用的釉料胶水。

[0051] 然后可将所得砖坯干燥，例如采用电窑干燥。干燥窑温度控制在80～100℃，干燥

后水分控制在0.5%以内。

[0052] 然后进行烧成，例如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可为60～78min，最高烧成温度范

围可为1177～1183℃。

[0053] 烧成后可进行全抛。

[0054] 图1示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干粒釉装饰陶瓷砖的局部图。可以看出其具有颜色

水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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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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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6] 实施例1

[0057] 1.  普通陶瓷基料压制砖坯。

[0058] 2.  干燥窑干燥，干燥时间1h，干燥坯水分控制在0.5%以内。

[0059] 3. 喷面釉，面釉化学组成：烧失：8.33%；SiO2：45.14%；Al2O3：14.80%；Fe2O3：0.21%；

BaO：9.04%；CaO：9.25%；MgO：3.50%；K2O：4.05%；Na2O：2.05%；P2O5：0.34%；ZnO：3.29%，面釉比

重1.41，施釉量700g/m2。

[0060] 4. 喷墨打印图案，采用数码喷墨打印机（购自福禄公司）打印。

[0061] 5.  通过处理喷墨打印中的设计图案，将设计图案中的纹理、曲线经过路线的方式

提取，制成与设计图案相对应的设计矢量文件，经处理好的设计矢量文件上传到数码胶水

干粒机（购自佛山西蒂贝恩特陶瓷技术有限公司）中，用数码胶水机喷撒定位胶水，胶水购

自意达加精密陶瓷科技公司，胶水量70g/m2。

[0062] 6.  布撒混合干粒熔块。选取与设计图案色彩部分相适应的玉黄色干粒，搭配透明

干粒，按照玉黄色干粒：透明干粒=2:7关系将两者干粒进行混合得到混合干粒熔块。该玉黄

色干粒的熔点为1026℃，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IL（烧失）：3.71%；SiO2：63.25%；Al2O3：

10.70%；CaO：8.96%；ZrO2：3.86%；Fe2O3：0.23%；Pr6O11：0.19%；MgO：1.29%；ZnO：0.85%；K2O：

2.90%；Na2O：3.36%；HfO2：0.34%；MoO3：0.21%；BaO：0.15%。颗粒级配为：60～80目：32%，80～

100目：20%，100～120目：23%，120目～250目：25%，250目以上：0%。透明干粒的熔点为1145

℃，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1.75%；SiO2：64.45%；Al2O3：12.25%；CaO：10.83%；Fe2O3：0.05%；

TiO2：0.07%；MgO：1.23%；K2O：7.44%；Na2O：0.03%；ZnO：1.89%；ZrO2：0.01%，颗粒级配如下：80

～100目：15%，100～120目：28%，120～160目：9%，160～250目：32%，250～325目：12%，325目

以上：4%。布撒的混合干粒釉釉量900g/m2，利用回收抽风机抽走多余的干粒熔块，实现仅在

设计图案对应的色彩部分进行装饰的效果。

[0063] 7.  喷入隔离釉，比重1.21，施釉量270g/m2；喷入一层薄薄的保护釉（隔离釉）。隔

离釉为透明釉，化学组成按重量百分比如下：IL（烧失）：烧失：5.31%、SiO2：56.92%、Al2O3：

17.50%、Fe2O3：0.18%、CaO：6.59%、MgO：2.11%、K2O：3.45%、Na2O：2.90%、P2O5：0.16%、BaO：

1.66%、ZnO：3.22%，该化学组成仅是釉料组成，不包含胶水。隔离釉在出球时比重在1.80，生

产中使用胶水（购自意达加精密陶瓷科技公司）将比重调至1.21。

[0064] 8.  干燥，采用电窑干燥，干燥窑温度控制在90℃，干燥后水分控制在0.5%以内、

[0065] 9. 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78min，最高烧成温度：1177℃。

[0066] 所得的干粒陶瓷砖为自然哑光面效果的产品（如图1、2所示），玉黄色干粒被透明

干粒所包裹，呈现玉黄色干粒水晶般的透感。

[0067] 实施例2

[0068]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绿色干粒与透明干粒混合，按照绿色干粒：透明干粒=1:

7关系将两者干粒进行混合得到混合干粒熔块，该绿色干粒的熔点为998℃，绿色干粒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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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IL（烧失）：3.41%；Na2O：2.65%；SiO2：60.31%；Al2O3：12.70%；CaO：

9.19%；Cr2O3：4.83%；K2O：2.88%；ZnO：1.38%；BaO：1.19%；MgO：1.10%；Fe2O3：0.23%；PbO：

0.13%。颗粒级配为：60～80目：30%，80～100目：21%，100～120目：24%，120目～250目：25%，

250目以上：0%。透明干粒的熔点为1130℃，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1.25%；SiO2：64.85%；

Al2O3：11.55%；CaO：10.94%；Fe2O3：0.15%；TiO2：0.07%；MgO：1.73%；K2O：7.53%；Na2O：0.03%；

ZnO：1.89%；ZrO2：0.01%，颗粒级配如下：80～100目：14%，100～120目：28%，120～160目：

10%，160～250目：32%，250～325目：12%，325目以上：4%。布撒的混合干粒釉釉量800g/m2。

[0069] 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75min，最高烧成温度：1181℃。

[0070] 所得的干粒陶瓷砖为自然哑光面效果的产品，绿色干粒被透明干粒所包裹，呈现

绿色干粒水晶般的透感。

[0071] 实施例3

[0072] 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蓝色干粒与透明干粒混合，按照蓝色干粒：透明干粒=3:7

关系将两者干粒进行混合得到混合干粒熔块，该蓝色干粒的熔点为1035℃，蓝色干粒的化

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IL（烧失）：0.71%；Na2O：7.49%；SiO2：70.40%；Al2O3：16.30%；CaO：

1.32%；K2O：1.22%；ZnO：0.56%；BaO：1.11%；CeO2：0.17%；Fe2O3：0.16%；Cl：0.16%；MgO：0.15%；

TiO2：0.13%；P2O5：0.12%。颗粒级配为：60～80目：30%，80～100目：20%，100～120目：25%，120

目～250目：25%，250目以上：0%。透明干粒的熔点为1147℃，化学组成按质量百分比：1.23%；

SiO2：64.82%；Al2O3：11.60%；CaO：10.56%；Fe2O3：0.15%；TiO2：0.07%；MgO：1.73%；K2O：7.53%；

Na2O：0.05%；ZnO：2.23%；ZrO2：0.03%，颗粒级配如下：80～100目：15%，100～120目：28%，120

～160目：10%，160～250目：32%，250～325目：12%，325目以上：3%。布撒的混合干粒釉釉量

800g/m2。

[0073] 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60min，最高烧成温度：1183℃。

[0074] 所得的干粒陶瓷砖为自然哑光面效果的产品，蓝色干粒被透明干粒所包裹，呈现

蓝色干粒水晶般的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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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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