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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耐磨白釉及用其制备的耐

磨白釉陶瓷制品及制备方法，属于陶瓷技术领

域。该耐磨白釉熔融温度为800℃±5℃，在1200

℃为流釉，具体包括按照质量份数计的如下原

料：长石35-45份、氧化钙20-30份、石英5-15份、

水玻璃2-6份、高岭土3-8份、氧化锌2-5份、碳酸

钡2-6份、重质碳酸钙5-10份。按照配方将原料混

合球磨，再调成所需浓度釉浆，然后浸釉、烧成即

得到耐磨白釉陶瓷制品。本发明通过合理的配

方、简单的制备方法，得到的耐磨白釉陶瓷制品

细腻莹润、釉面美观，而且经得起磨损，使用寿命

长，同时节能减排，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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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磨白釉，其特征在于，包括按照质量份数计的如下原料：长石35-45份、氧化钙

20-30份、石英5-15份、水玻璃2-6份、高岭土3-8份、氧化锌2-5份、碳酸钡2-6份、重质碳酸钙

5-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磨白釉，其特征在于，包括按照质量份数计的如下原

料：长石40份、氧化钙24份、石英12份、水玻璃4份、高岭土5份、氧化锌3份、碳酸钡4份、重质

碳酸钙7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磨白釉，其特征在于，还包括10-15质量份的废瓷粉和

6-9质量份的碳化硅。

4.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加入快速球磨机中，湿法球磨12-16小时，其中料:球:水比为

1:3:0.8；

2）将球磨好的釉水过180目筛，滤液加水调成浓度为41-45波美度的釉水；

3）将成型的陶瓷坯体在800℃下素烧8-10小时，然后自然冷却；

4）将步骤3）素烧好的坯体浸入步骤2）得到的釉水中，通过浸釉进行施釉，干燥；

5）将步骤4）得到的坯体放入窑炉中，氧化气氛中烧制，先于2小时内升温至300℃，再于

1-2小时快速升温至1000℃，继续升温至1290℃烧制6-8小时，然后保温1-2小时，最后自然

冷却至室温即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一种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釉水浓度为43波美度。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一种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浸釉时间为2-4s，釉层厚度为0.6-0.8mm。

7.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一种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制得的耐磨白釉陶

瓷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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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磨白釉及用其制备的耐磨白釉陶瓷制品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陶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磨白釉及用其制备的耐磨白釉陶瓷制

品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器皿由粘土烧制而成，自身存在很多不足，而施釉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并为作

品增添魅力。白釉是瓷器传统釉色之一，真正的白釉应该是乳白色的乳浊釉，这种釉是近代

才发明的。我国古代仅有元代枢府釉是失透的，其他白釉并不是白色的釉，而是将不含金属

氧化物呈色元素的釉料施于胎骨洁白的器物上，入窑高温烧制而成的透明釉，釉色因白润

瓷胎的映衬而显出白色。

[0003] 但是对于胎骨不是白色的器物，施透明釉则不能得到白釉陶瓷制品，故研究真正

的白色非透明釉料还是很有必要的，同时要保证陶瓷制品的亮度、光泽度和平整度。申请号

为201610401747.7，名称为“一种高耐磨陶瓷用增白釉浆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申请中，在

釉料中加入了增白剂和耐磨剂，既增加了成本，特别是最近钛白粉价格一直上涨，又使制备

工序繁琐。

[0004] 故本发明旨在研究一种不同于现有技术的耐磨白釉及用其制备的耐磨白釉陶瓷

制品及制备方法，通过合理的配方及制备方法，使得该耐磨白釉细腻莹润、釉面美观，不同

于以往花哨明艳的釉料，而且经得起磨损，使用寿命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耐磨白釉及用其制备的耐磨白釉陶瓷制品及制备

方法，该耐磨白釉不同于以往花哨明艳的色彩，通过合理的配方、简单的制备方法，得到的

陶瓷制品细腻莹润、釉面美观，而且经得起磨损，使用寿命长，同时节能减排，绿色环保。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耐磨白釉，包括按照质量份数计的如下原料：长石35-45份、氧化钙20-30份、

石英5-15份、水玻璃2-6份、高岭土3-8份、氧化锌2-5份、碳酸钡2-6份、重质碳酸钙5-10份。

[0008] 进一步地，包括按照质量份数计的如下原料：长石40份、氧化钙24份、石英12份、水

玻璃4份、高岭土5份、氧化锌3份、碳酸钡4份、重质碳酸钙7份。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10-15质量份的废瓷粉和6-9质量份的碳化硅，废瓷粉能减少釉

层中的气泡和针孔缺陷，改善釉面表观质量，碳化硅增强釉面强度。

[0010] 上述耐磨白釉的熔融温度为800℃±5℃，在1200℃左右为流釉，

[0011] 用该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加入快速球磨机中，湿法球磨12-16小时，其中料:球:水

比为1:3:0.8；

[0013] 2)将球磨好的釉水过180目筛，滤液加水调成浓度为41-45波美度的釉水；

[0014] 3)将成型的陶瓷坯体在800℃下素烧8-10小时，然后自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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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4)将步骤3)素烧好的坯体浸入步骤2)得到的釉水中，通过浸釉进行施釉，干燥；

[0016] 5)将步骤4)得到的坯体放入窑炉中，氧化气氛中烧制，先于2小时内升温至300℃，

再于1-2小时快速升温至1000℃，继续升温至1290℃烧制6-8小时，然后保温1-2小时，最后

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

[0017] 进一步地，步骤2)中釉水浓度为43波美度。

[0018] 进一步地，步骤4)中浸釉时间为2-4s，釉层厚度为0.6-0.8mm。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制得的耐磨白釉陶

瓷制品。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釉料配方是关键，关系着釉面光泽度及质量，因为釉的配方组成会影响釉的始熔

温度、高温粘度和表面张力，而这些因素又直接影响釉面的平滑程度，进而影响光泽度。影

响釉面光泽度的表观缺陷有针孔、波浪纹、桔釉、釉缕等。本发明的耐磨白釉釉料配方合理，

调整釉层物理化学性质，使得釉层强度高、耐磨、粘度适宜、热稳定好，烧成后的耐磨白釉陶

瓷制品釉面美观，釉细腻莹润，其中长石具有流动性，有助混合均匀及施釉时铺展顺利，氧

化钙具有稳烧作用，石英和水玻璃具有透明作用，提高折射率，有利于烧成时分解气体的排

除，减少釉在高温时的铺展和釉层中气体的逸出不利，高岭土有粘性，适当的釉面粘度利于

改善釉的高温流动性，降低釉层的显气孔，氧化锌起发色作用，碳酸钡具有稳色作用；本发

明上釉工艺简单，氧化焰中烧成，有缺陷成品比率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大幅度降低了生

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

制。本发明中使用的原料若无特别说明，均可通过市购获得。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耐磨白釉，熔融温度为800℃±5℃，在1200℃为流釉，具体包括按照质量份数

计的如下原料：长石35份、氧化钙20份、石英5份、水玻璃2份、高岭土3份、氧化锌2份、碳酸钡

2份、重质碳酸钙5份。

[0025] 用该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加入快速球磨机中，湿法球磨12小时，其中料:球:水比

为1:3:0.8；

[0027] 2)将球磨好的釉水过180目筛，滤液加水调成浓度为41波美度的釉水；

[0028] 3)将成型的陶瓷坯体在800℃下素烧8小时，然后自然冷却；

[0029] 4)将步骤3)素烧好的坯体浸入步骤2)得到的釉水中，浸釉时间为4s，釉层厚度为

0.6mm，干燥；

[0030] 5)将步骤4)得到的坯体放入窑炉中，氧化气氛中烧制，先于2小时内升温至300℃，

再于2小时快速升温至1000℃，继续升温至1290℃烧制6小时，然后保温2小时，最后自然冷

却至室温即得。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耐磨白釉，熔融温度为800℃±5℃，在1200℃为流釉，具体包括按照质量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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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如下原料：长石40份、氧化钙24份、石英12份、水玻璃4份、高岭土5份、氧化锌3份、碳酸

钡4份、重质碳酸钙7份、废瓷粉12份、碳化硅8份。

[0033] 用该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加入快速球磨机中，湿法球磨14小时，其中料:球:水比

为1:3:0.8；

[0035] 2)将球磨好的釉水过180目筛，滤液加水调成浓度为43波美度的釉水；

[0036] 3)将成型的陶瓷坯体在800℃下素烧10小时，然后自然冷却；

[0037] 4)将步骤3)素烧好的坯体浸入步骤2)得到的釉水中，浸釉时间为3s，釉层厚度为

0.7mm，干燥；

[0038] 5)将步骤4)得到的坯体放入窑炉中，氧化气氛中烧制，先2小时内升温至300℃，再

2小时快速升温至1000℃，继续升温至1290℃烧制7小时，然后保温2小时，最后自然冷却至

室温即得。

[0039] 实施例3

[0040] 一种耐磨白釉，熔融温度为800℃±5℃，在1200℃为流釉，具体包括按照质量份数

计的如下原料：长石42份、氧化钙26份、石英10份、水玻璃5份、高岭土6份、氧化锌4份、碳酸

钡4份、重质碳酸钙8份、废瓷粉12份、碳化硅6份。

[0041] 用该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加入快速球磨机中，湿法球磨16小时，其中料:球:水比

为1:3:0.8；

[0043] 2)将球磨好的釉水过180目筛，滤液加水调成浓度为44波美度的釉水；

[0044] 3)将成型的陶瓷坯体在800℃下素烧9小时，然后自然冷却；

[0045] 4)将步骤3)素烧好的坯体浸入步骤2)得到的釉水中，浸釉时间为3s，釉层厚度为

0.8mm，干燥；

[0046] 5)将步骤4)得到的坯体放入窑炉中，氧化气氛中烧制，先2小时内升温至300℃，再

1小时快速升温至1000℃，继续升温至1290℃烧制8小时，然后保温1小时，最后自然冷却至

室温即得。

[0047] 实施例4

[0048] 一种耐磨白釉，熔融温度为800℃±5℃，在1200℃为流釉，具体包括按照质量份数

计的如下原料：长石45份、氧化钙30份、石英15份、水玻璃6份、高岭土8份、氧化锌5份、碳酸

钡6份、重质碳酸钙10份、废瓷粉10份、碳化硅7份。

[0049] 用该耐磨白釉制备耐磨白釉陶瓷制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按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加入快速球磨机中，湿法球磨15小时，其中料:球:水比

为1:3:0.8；

[0051] 2)将球磨好的釉水过180目筛，滤液加水调成浓度为45波美度的釉水；

[0052] 3)将成型的陶瓷坯体在800℃下素烧9小时，然后自然冷却；

[0053] 4)将步骤3)素烧好的坯体浸入步骤2)得到的釉水中，浸釉时间为4s，釉层厚度为

0.7mm，干燥；

[0054] 5)将步骤4)得到的坯体放入窑炉中，氧化气氛中烧制，先2小时内升温至300℃，再

2小时快速升温至1000℃，继续升温至1290℃烧制8小时，然后保温1小时，最后自然冷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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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即得。

[0055] 对本发明实施例1-4中的釉料及制得的陶瓷制品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1所

示：

[0056] 表1性能测试结果

[0057]

[0058] 其中，釉层强度测试方法：用釉浆在石膏模型中注成一个实芯釉棒，测定干燥后的

釉棒的抗折强度来表示釉层强度；

[0059] 高温粘度测试方法：将釉料揉成重5g的小圆球，把釉球放入一块45°角倾斜的流动

板上的圆槽内，圆槽与一直形槽相连，加热至成熟温度，釉球熔融并在直槽内流动，冷却后

测出釉在槽内流动的长度。测定时用一种已知粘度的釉料作比较，然后换算得到所测釉料

的粘度。

[0060] 釉浆保水性：用吸干速度来体现保水性，吸干速度即包含在釉珠中的水份向坯体

内渗透的快慢程度，检测方法：用直径40-50mm，高10mm的塑料环，置于坯体上，记录从注入

到表面完全变干所用的时间来确定其釉浆吸干速度的快慢。

[0061] 热稳定性测试方法：经180℃～20℃水热交换一次，不裂即合格；

[0062] 溶出试验：将陶瓷器皿置于4％的醋酸中浸泡10h，铅的溶出量不大于7mg/L，镉的

溶出量不大于0.5mg/L；

[0063] 耐磨性测试方法：旋转200转后每千克损失的质量。

[0064] 由表中可知，本发明的耐磨白釉釉面美观，釉层强度高、耐磨、粘度适宜、热稳定

好。

[0065] 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

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

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

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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