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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羊脂玉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羊脂玉陶瓷砖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制备羊脂玉坯

体，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

分比计，透光钾长石：42.0~50.0%，针状透光高岭

土：37.0~43.0%，熔融石英砂：7.0~21.0%；在羊脂

玉坯体上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在喷墨打印设计图

案后的羊脂玉坯体上施羊脂玉保护釉并烧成，得

到所述羊脂玉陶瓷砖；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

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35.0~
45 .0%，针状透光高岭土20.0~30 .0%，熔融石英

12.0~18.0%，刚玉：4.0~6.0%，碳酸钡：6.0~8.0%，

氧化锌：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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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羊脂玉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制备羊脂玉坯体，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

42.0~50.0%，针状透光高岭土：37.0~43.0%，熔融石英砂：7.0~21.0%；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烧

成后物相组成为：以质量百分比计，游离石英：7~13%，莫来石：10~15%，刚玉：0.5~1.5%，非晶

相：65~75%，蓝方石：0.5~1.5%；

在羊脂玉坯体上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在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后的羊脂玉坯体上施羊脂玉保护釉并烧成，得到所述羊脂玉陶瓷

砖；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35.0~45.0%，针状透

光高岭土20.0~30.0%，熔融石英12.0~18.0%，刚玉：4.0~6.0%，碳酸钡：6.0~8.0%，氧化锌：

1.0~3.0%；最高烧成温度为1160~1200℃，烧成周期为40~60min；所得羊脂玉陶瓷砖的可见

光透射率为4.50~6.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

质量百分比计，SiO2：63.0~68.0%、Al2O3：20.0~25.0%、Fe2O3：0.01~0.15%、TiO2：0.01~0.08%、

CaO：0.01~0.6%、MgO：0.01~0.5%、K2O：4.0~5.5%、Na2O：2.0~3.0%，烧失：5.0~6.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脂玉坯体在400℃的体膨胀系

数为165~195×10‑7/K。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脂玉保护釉在400℃的体膨胀

系数为150~180×10‑7/K。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脂玉坯体在400℃的体膨胀系

数比羊脂玉保护釉高5~25×10‑7/K。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

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55.0~60 .0%、Al2O3：20.0~25 .0%、Fe2O3：0.01~0 .1%、TiO2：0.01~
0.08%、CaO：0.01~0.6%、MgO：0.01~0.5%、K2O：3.5~5.5%、Na2O：1.5~2.5%、ZnO：0.5~3.0%、BaO：

4.0~6.5%，  烧失：4.5~6.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比重为1 .2~
1.3g/cm3，施釉量为80～120g/m2。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获得的羊脂玉陶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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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羊脂玉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含羊脂玉坯体、喷墨打印图案和羊脂玉保护釉的陶瓷砖及其制备方

法，属于陶瓷砖生产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羊脂玉瓷是兴盛于唐朝的一种哑光瓷器，起源于德化。因当时德化四邻盛产含铁、

钛量低、钾含量高的软质瓷土，以这种软质瓷土为原料烧制而成的器具，质地滋润，细腻柔

和，且表面具有油脂光泽，在阳光照射下呈半透明猪油状，隐现淡红或者乳白色泽，故得名

羊脂玉瓷，又称“羊脂白玉”。高温烧成的羊脂玉瓷莫氏硬度为6～6.5，并具有较高的耐磨

性。但是德化这种软质瓷土的原料储存量有限，且羊脂玉瓷的烧成温度高达1300～1400℃，

烧成时间较长，导致羊脂玉瓷的应用主要限制在日用瓷和工艺美术瓷等高档瓷方面，而在

建筑陶瓷砖方面的应用极少。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羊脂玉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通过引入非晶相的

熔融石英砂，同时增加碱金属熔剂的含量，尤其是增加配方中K2O的含量，将羊脂玉瓷的烧

成温度降低至1160～1200℃的温度范围内。

[0004]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羊脂玉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制备羊脂玉坯体，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

石：42.0～50.0％，针状透光高岭土：37.0～43.0％，熔融石英砂：7.0～21.0％；

[0006] 在羊脂玉坯体上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07] 在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后的羊脂玉坯体上施羊脂玉保护釉并烧成，得到所述羊脂玉

陶瓷砖；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35.0～45.0％，

针状透光高岭土20.0～30.0％，熔融石英12.0～18.0％，刚玉：4.0～6.0％，碳酸钡：6.0～

8.0％，氧化锌：1.0～3.0％。

[0008] 较佳地，所述透光钾长石的铁、钛杂质的质量百分含量在0.06％以下。

[0009] 较佳地，所述针状透光高岭土的铁、钛杂质的质量百分含量在0.20％以下。

[0010] 本发明羊脂玉陶瓷砖的坯体和保护釉中引入杂质含量少的透光钾长石，增加坯体

及釉料的透光性，烧后呈现羊脂的哑光光泽。坯体配方引入透光钾长石，有利于玻璃相的生

成，这将有利于提高坯体的透光度；另一方面，对玻璃相而言，K+离子的折光率值明显高于

Na+离子的折光率值(RK+＝8.25，RNa+＝4.75)，这说明K2O有利于提高坯体的透光度。同时K+

离子半径(133pm)比Na+离子半径(97pm)大，因而K+离子相对于Na+离子Si‑O键的键强度影响

较小，对玻璃网络结构的变化影响也较小。因此，K2O可以促进玻璃相的形成，抑制分相与析

晶。鉴于这个原因，对于获得透光性优异(透明度高)的坯体或者釉料，K2O是非常重要的组

分。同时含钾长石玻璃相熔化后的粘度是含钠长石玻璃相熔化粘度的大约5倍，而且随着温

度的升高，含钾长石玻璃相的粘度降低幅度远小于含钠长石玻璃相，因此，含钾长石的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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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体的抗变形能力远大于含钠长石的陶瓷坯体。

[0011]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烧成后物相组成为：以质量百分比计，游离石英：7～

13％，莫来石：10～15％，刚玉：0.5～1.5％，非晶相：65～75％，蓝方石：0.5～1.5％。

[0012]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3.0～68.0％、

Al2O3：20.0～25.0％、Fe2O3：0.01～0.15％、TiO2：0.01～0.08％、CaO：0.01～0.6％、MgO：

0.01～0.5％、K2O：4.0～5.5％、Na2O：2.0～3.0％，烧失：5.0～6.0％。

[0013]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坯体在400℃的体膨胀系数为165～195×10‑7/K。

[0014]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保护釉在400℃的体膨胀系数为150～180×10‑7/K。

[0015]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坯体在400℃的体膨胀系数比羊脂玉保护釉高5～25×10‑7/K。

将羊脂玉保护釉的体膨胀系数控制在略小于羊脂玉坯体的体膨胀系数的范围内，可以控制

羊脂玉产品的砖形，在提高羊脂玉产品的热稳定性能及力学强度的情况下保证不出现裂

纹。

[0016]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55 .0～

60.0％、Al2O3：20.0～25.0％、Fe2O3：0.01～0.1％、TiO2：0.01～0.08％、CaO：0.01～0.6％、

MgO：0.01～0.5％、K2O：3.5～5.5％、Na2O：1.5～2.5％、ZnO：0.5～3.0％、BaO：4.0～6.5％，

烧失：4.5～6.0％。

[0017] 较佳地，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比重为1.2～1.3g/cm3，施釉量为80～120g/m2。

[0018] 较佳地，最高烧成温度为1160～1200℃，烧成周期为40～60min。

[0019] 通过上述制备方法获得的羊脂玉陶瓷砖透光性能佳，体膨胀系数小，耐污染性能

优异，具有高耐磨度和高硬度性，经久耐用。同时该羊脂玉陶瓷砖质感滋润、细腻，呈现羊脂

的哑光光泽，手掌不断触摸过程中，在其表面产生“油性”感，犹如“baby  face”的触感。

[0020]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获得的羊脂玉陶瓷砖。羊脂玉

陶瓷砖的可见光透射率为4.50～6.50％。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表示实施例1羊脂玉陶瓷砖烧成后物相组成的XRD图；

[0022] 图2是表示对比例1普通透光坯体烧成后物相组成的XRD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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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各百分含量指质量百分含量。

[0024] 以下示例性说明所述羊脂玉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0025] 制备羊脂玉坯体。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

石：42.0～50.0％，针状透光高岭土：37.0～43.0％，熔融石英砂：7.0～21.0％。作为示例，

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为：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46％，针状透光高岭土：40％，熔

融石英砂：14％。

[0026] 透光钾长石是以钾长石为主、含少量钠长石及游离石英的矿物原料，经磁选增白

设备加工提纯处理后，将透光钾长石中的铁、钛杂质含量降低至0.06wt％以下，可以提高透

光钾长石的纯度，以及增加透光钾长石的透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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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普通高岭土颗粒通常以片状结构存在，在干压成形过程中易分层，且无法有效提

高坯体强度，从而导致普通高岭土在坯体配方中的使用受到限制。针状透光高岭土颗粒以

针状结构存在，干压成形过程中无分层现象，可有效提高坯体强度。本发明的羊脂玉坯体中

使用可塑性好的针状透光高岭土以满足干压成形要求，也可保证半成品砖坯具有较高的干

坯强度，在釉线运行过程中无破损。另外，该针状透光高岭土杂质较少，铁、钛含量较低(经

磁选增白设备加工提纯处理后针状透光高岭土的铁、钛杂质含量降低至0.20wt％以下)，将

针状透光高岭土引入坯体后，可以增加坯体的透光性，烧成后呈现羊脂的哑光光泽。

[0028] 熔融石英砂是用天然石英原料经过除铁精选，在高于1760℃以上的温度下电弧熔

融，经水淬后，再用筛网筛选出的颗粒状石英。熔融石英砂主要成分为非晶态(玻璃态)的氧

化硅，杂质少，纯度高，经高温熔融后透明度高。坯体中用其取代游离石英可增加透光性。高

温熔融后的石英砂热膨胀系数小，热稳定性好、耐化学侵蚀性好，用熔融石英砂取代游离石

英可有效解决坯体配方因游离石英造成的膨胀系数大，低温快烧过程中易开裂、易变形的

产品缺陷。

[0029] 羊脂玉瓷坯体属长石质瓷，而长石质瓷显微结构通常由40～60％玻璃相、10～

30％莫来石晶体、10～30％残留石英(含方石英)以及少量的气孔组成。该体系坯体的透明

度主要与坯体中玻璃相的含量有关，玻璃相越多越透明。另外还与坯体中的晶相和玻璃相

的折光率差值有关，差值越小越透明。

[0030] 本发明通过坯体配方的调控获得与现有羊脂玉坯体长石质瓷显微结构不同的物

相结构。所述羊脂玉坯体的烧成后物相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游离石英：7～13％，莫

来石：10～15％，刚玉：0.5～1.5％，非晶相：65～75％，蓝方石：0.5～1.5％。本发明的羊脂

玉坯体配方中使用主要成分为非晶态氧化硅的熔融石英砂，可减少坯体中游离石英含量，

增加坯体中非晶相含量，在无需增加碱金属、碱土金属熔剂用量的情况下，解决常规透光坯

体游离石英含量多、膨胀系数大、易开裂、易变形的缺陷。

[0031] 按照羊脂玉坯体配方的的矿物组成称取原料并湿法球磨，球磨时间为10～15小

时，过筛，即得羊脂玉坯体用浆料。浆料的250目筛余为0.8～1.2wt％。羊脂玉坯体用浆料经

过喷雾塔造粒，得到坯体粉料。所述坯体粉料的水分控制在7.0～8.0wt％为宜。

[0032] 一些实施方式中，坯体粉料的颗粒级配为：以质量百分比计，30目以上：5～11％，

30～60目：≥78％，60～80目：≤8％，80目以下：≤6％。“以上”指的是坯体粉料在标准筛上

筛分后留在筛上部分。“以下”指的是坯体粉料在标准筛上筛分后通过筛孔的部分。上述颗

粒级配的粉料容重高，堆积性能佳，便于压机干压成形，且成形后的坯面平整度较佳，可增

加羊脂玉陶瓷砖滋润、细腻的质感，同时增加“baby  face”的触感。

[0033] 将坯体粉料压制成型，获得羊脂玉坯体。将羊脂玉坯体干燥。上述羊脂玉坯体的强

度可为2.0～3.0MPa。干燥时间可为15～30min，干燥后的砖坯水分控制在0.5wt％以内。

[0034] 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羊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3.0

～68.0％、Al2O3：20.0～25.0％、Fe2O3：0.01～0.15％、TiO2：0.01～0.08％、CaO：0.01～

0.6％、MgO：0.01～0.5％、K2O：4.0～5.5％、Na2O：2.0～3.0％，烧失：5.0～6.0％。上述羊脂

玉坯体的化学成分中，控制SiO2、K2O和Na2O含量，可以增加羊脂玉坯体中的非晶相含量(也

可以称为“玻璃相”)从而增加羊脂玉坯体的透光度；提高羊脂玉坯体中的Al2O3含量，可降低

坯体膨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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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优选地，所述羊脂玉坯体在400℃的体膨胀系数为165～195×10‑7/K。将羊脂玉坯

体的膨胀系数控制该范围内，可适应建筑陶瓷低温快烧的工艺，避免羊脂玉产品在低温快

烧工艺中易开裂的现象，同时可提高羊脂玉产品的热稳定性及力学强度。

[0036] 将羊脂玉坯体高温干燥。高温干燥温度可为150～250℃，干燥时间可为15～

30min。

[0037] 高温干燥结束后，用喷墨机在羊脂玉坯体表面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38] 制备羊脂玉保护釉。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

石：35.0～45.0％，针状透光高岭土20.0～30.0％，熔融石英12.0～18.0％，刚玉：4.0～

6.0％，碳酸钡：6.0～8.0％，氧化锌：1.0～3.0％。本发明的羊脂玉保护釉中适当降低针状

高岭土的用量，引入透明度更佳、杂质更少的熔融石英砂、刚玉来增加羊脂保护釉的透光

性，同时可增加羊脂玉保护釉的硬度及耐磨度；引入碳酸钡、氧化锌促进陶瓷喷墨墨水的发

色，在釉面低光泽度的条件下，增加羊脂玉保护釉的透光性能，同时实现釉面滋润、细腻的

质感，及“baby  face”的触感。作为示例，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

透光钾长石45％，针状透光高岭土25％，熔融石英15％，刚玉：6％，碳酸钡7％，氧化锌：2％。

[0039] 按照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称取原料并湿法球磨，球磨时间为8～12小时，过

筛，得到羊脂玉保护釉用釉浆。羊脂玉保护釉用釉浆的325目筛余为0.3～0.8wt％。

[0040] 在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后的羊脂玉坯体上施羊脂玉保护釉。该羊脂玉保护釉不仅可

增加羊脂玉陶瓷砖的透光性，而且促进陶瓷喷墨墨水的发色，同时提高羊脂玉陶瓷砖的釉

面硬度及耐磨度。

[0041] 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

55.0～60.0％、Al2O3：20.0～25.0％、Fe2O3：0.01～0.1％、TiO2：0.01～0.08％、CaO：0.01～

0.6％、MgO：0.01～0.5％、K2O：3.5～5.5％、Na2O：1.5～2.5％、ZnO：0.5～3.0％、BaO：4.0～

6.5％，烧失：4.5～6.0％。控制羊脂玉保护釉化学组成中的SiO2、K2O、Na2O含量的同时，增加

羊脂玉保护釉中的非晶相含量，增加羊脂玉保护釉的透光度；提高羊脂玉坯体中的Al2O3、

BaO和ZnO含量，可降低羊脂玉保护釉的体膨胀系数。

[0042] 优选地，所述羊脂玉保护釉在400℃的体膨胀系数为150～180×10‑7/K。

[0043] 可采用摆臂式喷釉机施羊脂玉保护釉。一些实施方式中，羊脂玉保护釉的比重为

1.2～1.3g/cm3，施釉量为80～120g/m2。该施釉参数在保持羊脂玉陶瓷砖釉面滋润、细腻的

质感及“baby  face”的触感的同时，增加羊脂玉陶瓷砖产品的透光性，可充分展示出石材喷

墨设计文件的高清晰度、高透感的纹理效果，也赋予羊脂玉陶瓷砖产品的高硬度及高耐磨

度。

[0044] 将施完羊脂玉保护釉的坯体高温干燥后，在辊道窑快速烧成。最高烧成温度可为

1160～1200℃，烧成周期可为40～60min。

[0045] 本发明通过在羊脂玉陶瓷坯体上喷墨打印设计图案再施羊脂玉保护釉，实现羊脂

玉陶瓷砖系列产品的定制批量性生产。该方法拓宽了高档羊脂玉瓷的应用范围，将传统应

用于日用瓷和工艺美术瓷的羊脂玉瓷，应用于羊脂玉建筑陶瓷砖方面。该羊脂玉陶瓷砖具

有高硬度和高耐磨度，耐污染性能优异，可抵御岁月的侵蚀，长期保持鲜艳石材纹理的高档

装饰效果，且经久耐用。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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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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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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7] 实施例1

[0048] 步骤一：根据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称量原料，制备坯体粉料。羊脂玉坯体的矿物

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46％，针状透光高岭土：40％，熔融石英：14％。该

羊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4 .09％、Al2O3：22 .38％、Fe2O3：

0.12％、TiO2：0.05％、CaO：0.51％、MgO：0.16％、K2O：4.62％、Na2O：2.36％、烧失：5.57％。

[0049] 步骤二：将坯体粉料压制成坯体，并将坯体干燥。干燥时间15～30min，干燥坯的水

分控制在0.5wt％以内。

[0050] 步骤三：羊脂玉坯体高温干燥后，用喷墨机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51] 步骤四：制备羊脂玉保护釉。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透光钾长石：45％，针状透光高岭土：25％，熔融石英：15％，刚玉：6％，碳酸钡：7％，氧化

锌：2％。该羊脂玉保护釉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57.33％、Al2O3：22.55％、

Fe2O3：0.10％、TiO2：0.04％、CaO：0.48％、MgO：0.16％、K2O：4.51％、Na2O：2.10％、BaO：

5.43％，ZnO：1.99％，烧失：5.19％。

[0052] 步骤五：采用摆臂式喷釉机施羊脂玉保护釉，所述羊脂玉保护釉比重为1.20g/

cm3，施釉量为120g/m2。

[0053] 步骤六：将施羊脂玉保护釉后的坯体高温干燥后，在辊道窑快速烧成。最高烧成温

度1160℃，烧成周期60min。

[0054] 步骤七：采用GB/T  3810.7‑2016《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

玉陶瓷砖产品耐磨度达到4级，6000转；采用GB/T  3810.7‑2016《耐污染性的测定》中的测试

方法，羊脂玉陶瓷砖产品耐污染性达到5级；采用JC/T2531‑2019《陶瓷砖硬度试验方法》中

的测试方法，羊脂玉陶瓷砖产品莫氏硬度达到6级；采用GB/T  3810.8‑2016《线性热膨胀的

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玉坯体的体膨胀系数(400℃)为182.04×10‑7/K，羊脂保护釉体膨

胀系数(400℃)为168.63×10‑7/K；采用GB/T  2680‑1994《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

接投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

玉陶瓷砖可见光透射率为5.46％。

[0055] 从图1可以看出，羊脂玉坯体的烧成后物相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游离石英：

7～13％，莫来石：10～15％，刚玉：0.5～1.5％，非晶相：65～75％，蓝方石：0.5～1.5％。

[0056] 实施例2

[0057] 步骤一：根据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称量原料，并制备坯体粉料。羊脂玉坯体的矿

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50％，针状透光高岭土43％，熔融石英7％。该羊

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1.29％、Al2O3：24.13％、Fe2O3：0.13％、

TiO2：0.05％、CaO：0.56％、MgO：0.17％、K2O：5.10％、Na2O：2.48％、烧失：5.96％。

[0058] 步骤二：将坯体粉料压制成坯体，并将坯体干燥。干燥时间15～30min，干燥坯的水

分控制在0.5wt％以内。

[0059] 步骤三：羊脂玉坯体高温干燥后，用喷墨机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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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步骤四：制备羊脂玉保护釉。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透光钾长石：37％，针状透光高岭土：30％，熔融石英砂：18％，刚玉：6％，碳酸钡：6％，氧

化锌：3％。该羊脂玉保护釉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55.67％、Al2O3：24.78％、

Fe2O3：0.10％、TiO2：0.05％、CaO：0.40％、MgO：0.16％、K2O：3.56％、Na2O：1 .87％、BaO：

4.65％，ZnO：2.98％，烧失：5.64％。

[0061] 步骤五：采用摆臂式喷釉机施羊脂玉保护釉，所述羊脂玉保护釉比重为1.30g/

cm3，施釉量为80g/m2。

[0062] 步骤六：将施羊脂玉保护釉后的坯体高温干燥后，在辊道窑快速烧成。最高烧成温

度1200℃，烧成周期40min。

[0063] 步骤七：采用GB/T  3810.7‑2016《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

玉陶瓷砖产品耐磨度达到4级，6000转；采用GB/T  3810.7‑2016《耐污染性的测定》中的测试

方法，羊脂玉陶瓷砖产品耐污染性达到5级；采用JC/T2531‑2019《陶瓷砖硬度试验方法》中

的测试方法，羊脂玉陶瓷砖产品莫氏硬度达到6.5级；采用GB/T  3810.8‑2016《线性热膨胀

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玉坯体体膨胀系数(400℃)为170.76×10‑7/K，羊脂保护釉体膨

胀系数(400℃)为156.83×10‑7/K；采用GB/T  2680‑1994《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

接投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

玉陶瓷砖可见光透射率为4.98％。

[0064] 实施例3

[0065] 步骤一：根据羊脂玉坯体的矿物组成称量原料，制备坯体粉料。羊脂玉坯体的矿物

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透光钾长石：42％，针状透光高岭土：37％，熔融石英：21％。该

羊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6 .89％、Al2O3：20 .64％、Fe2O3：

0.11％、TiO2：0.04％、CaO：0.47％、MgO：0.15％、K2O：4.22％、Na2O：2.17％、烧失：5.18％。

[0066] 步骤二：将坯体粉料压制成坯体，并将坯体干燥。干燥时间15～30min，干燥坯的水

分控制在0.5wt％以内。

[0067] 步骤三：羊脂玉坯体高温干燥后，用喷墨机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68] 步骤四：制备羊脂玉保护釉。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

计，透光钾长石：45％，针状透光高岭土：30％，熔融石英：12％，刚玉：4％，碳酸钡：8％，氧化

锌：1％。该羊脂玉保护釉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58.98％、Al2O3：20.33％、

Fe2O3：0.09％、TiO2：0.04％、CaO：0.56％、MgO：0.17％、K2O：5.45％、Na2O：2.33％、BaO：

6.21％，ZnO：0.99％，烧失：4.73％。

[0069] 步骤五：采用摆臂式喷釉机施羊脂玉保护釉，所述羊脂玉保护釉的比重为1.25g/

cm3，施釉量为100g/m2。

[0070] 步骤六：将施羊脂玉保护釉后的坯体高温干燥后，在辊道窑快速烧成。最高烧成温

度1180℃，烧成周期50min。

[0071] 步骤七：采用GB/T  3810.7‑2016《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

玉陶瓷砖产品耐磨度达到4级，6000转；采用GB/T  3810.7‑2016《耐污染性的测定》中的测试

方法，羊脂玉陶瓷砖产品耐污染性达到5级；采用JC/T2531‑2019《陶瓷砖硬度试验方法》中

的测试方法，羊脂玉陶瓷砖产品莫氏硬度达到6级；采用GB/T  3810.8‑2016《线性热膨胀的

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玉坯体体膨胀系数(400℃)为193.96×10‑7/K，羊脂保护釉体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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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400℃)为179.65×10‑7/K；采用GB/T  2680‑1994《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

投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羊脂玉

陶瓷砖可见光透射率为5.83％。

[0072] 对比例1

[0073] 步骤一：根据普通透光坯体的矿物组成称量原料，制备坯体粉料。普通透光坯体的

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高硅钾长石50％，高白钠长石：10％，高白水洗泥40％。该

羊脂玉坯体的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72 .87％、Al2O3：16 .20％、Fe2O3：

0.18％、TiO2：0.12％、CaO：0.50％、MgO：0.17％、K2O：3.4％、Na2O：3.43％、烧失：3.28％。羊

脂玉瓷因铁、钛含量低，钾含量高，而呈现羊脂色泽。但是对比例1中铁、钛含量较高，同时采

用较多Na2O熔剂导致烧成后色泽发青，无羊脂玉瓷羊脂乳白色泽。

[0074] 步骤二：将普通透光粉料压制成坯体，并将坯体干燥。干燥时间15～30min，干燥坯

的水分控制在0.5wt％以内。

[0075] 步骤三：普通透光坯体经高温干燥后，用喷墨机喷墨打印设计图案。

[0076] 步骤四：制备普通透光保护釉。所述普通透光保护釉的矿物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

比计，普通高硅钾长石：45％，普通钠长石：15％，高白水洗泥：25％，刚玉：6％，碳酸钡7％，

氧化锌：2％。该普通透光保护釉化学组成包括：以质量百分比计，SiO2：63 .34％、Al2O3：

18.24％、Fe2O3：0.18％、TiO2：0.04％、CaO：0.48％、MgO：0.11％、K2O：3.04％、Na2O：3.36％、

BaO：5.39％，ZnO：1.99％，烧失：3.81％。

[0077] 步骤五：采用摆臂式喷釉机施普通透光保护釉，所述普通透光保护釉的比重为

1.25g/cm3，施釉量为100g/m2。

[0078] 步骤六：将施普通透光保护釉后的坯体高温干燥后，在辊道窑快速烧成。最高烧成

温度1160℃，烧成周期60min。

[0079] 从图2可以看出，对比例1所得普通透光砖的烧后物相组成为：以质量百分比计，莫

来石：11.38％，石英：26.88％，蓝方石：1.11％，非晶相：60.18％。该普通透光坯体中游离石

英含量高，导致其体膨胀系数较大，在建筑陶瓷低温快烧的工艺条件下，容易产生开裂且成

品率低，同时也会大幅度降低普通透光产品的热稳定性能及力学强度。

[0080] 采用GB/T  3810.7‑2016《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普通透光砖产

品耐磨度达到4级，2100转；采用GB/T  3810.7‑2016《耐污染性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普通

透光产品耐污染性能达到4级；采用JC/T2531‑2019《陶瓷砖硬度试验方法》中的测试方法，

普通透光产品莫氏硬度达到5级；采用GB/T  3810.8‑2016《线性热膨胀的测定》中的测试方

法，普通透光坯体体膨胀系数(400℃)为276.68×10‑7/K，普通透光保护釉体膨胀系数(400

℃)为255.66×10‑7/K；采用GB/T  2680‑1994《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投射比、

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中的测试方法，普通透光砖可见

光透射率为3.72％。

[0081] 虽然对比例1普通透光坯体的化学组成和实施例1的羊脂玉坯体化学成较接近，但

是本发明中使用的透光钾长石和针状透光高领土均是经过二次磁选增白处理过的材料，熔

融石英砂是经过精选除铁再高温电熔后的材料，而非普通的高硅钾长石、高白水洗泥和普

通钠长石。这导致实施例1和对比例1的坯体烧成后矿物组成明显不同，尤其是是两者烧后

的游离石英含量明显不同，同时体膨胀系数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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