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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片造型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设计图案和要做出凸面的位置、购买或制

作普通平面砖坯、在要做出凸起的位置上进行第

一次堆熔块、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一次烧制后取

出冷却、在顶面淋底釉、用陶瓷喷墨机在底釉上

打印图案、在第一次堆熔块的相同位置进行第二

次堆熔块、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二次烧制后取出

冷却，得到根据图案位置局部凸起的瓷片；本发

明的工艺造型不依赖压制模具，无论要在砖面上

做何种图案的凸面都是在普通平面砖坯的基础

上进行加工，避免了每个款式的瓷片都专门定制

一个压坯模具所造成的成本高、时间长的问题，

适合小批量生产或多款式生产，满足私人定制的

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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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设计丝网印刷图案，所述丝网印刷图案设有凸起预留区域，并制作相应的丝网；

b:制作普通平面砖坯；

c:选取步骤b中制出的普通平面砖坯，利用所述丝网在普通平面砖坯上进行第一次堆

熔块，堆熔块的位置即步骤a中所制丝网的凸起预留区域；

d:将步骤c所得的砖坯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一次烧制，然后取出冷却；

e:在步骤d所得砖坯的顶面淋底釉；

f:用陶瓷喷墨机对步骤e中淋过底釉的砖坯顶面打印图案；

g:取步骤f中打印过图案的砖坯，在与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处相同的位置进行第二次

堆熔块；

h:将步骤g所得的砖坯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二次烧制，然后取出冷却，得到根据图案位

置局部凸起的瓷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和步骤g中

第二次堆熔块均使用布料机通过所述丝网布施熔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和步骤g

中第二次堆熔块所用的熔块大小均为80-18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c中，根据步骤b所得砖坯的

颜色选择色料，色料的颜色与砖坯的颜色相近或一致，第一次堆熔块前，熔块与所选色料混

合均匀，在第一次堆熔块时一并布施上色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g中所用熔块为无色透明熔

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d和步骤h采用同一个窑炉，第

一次烧制和第二次烧制的温度均为360-1020℃，烧制时间均为50-70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窑炉分为9个区实施烧制，按顺序

为预热一区、预热二区、高温一区、高温二区、急冷一区、急冷二区、冷却一区、冷却二区和冷

却三区，其中预热一区温度为360-500℃，预热二区温度为500-800℃，高温一区温度为800-

1000℃，高温二区温度为1000-1020℃，急冷一区温度为1020-620℃，急冷二区温度为620-

555℃，冷却一区温度为555-530℃，冷却二区温度为530-465℃，冷却三区为465-360℃，瓷

砖经过每个区的时长相同，取出后自然冷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片造型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f和步骤g之间还有一道工

序步骤f’：  对步骤f中打印出图案的砖坯施上一层面釉；其后，步骤g所施的第二次熔块在

所述面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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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片造型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瓷片造型工艺，属于瓷片生产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瓷片在装饰性上发展出越来越多样的艺

术效果。一些厂家为了使印有图案的瓷片视觉效果更强，根据图案的形状对砖坯进行造型，

在砖坯将要印图案的区域整体或局部做出凸起。现有技术中对砖坯的造型手段为，根据要

印的图案设计并定制模具，在压制砖坯时用相应的模具一次过压出带有凸面的砖坯。所得

带有凸面的砖坯经历喷画、上面釉、烧制的后续工序后得到根据图案局部凸起的瓷片。现有

技术中的造型方法依赖模具，大批量生产时相对比较合适，然而模具定制成本高，等待时间

长，无法满足小批量生产、私人定制或多款式生产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不依赖模具的瓷片造型工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瓷片造型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设计丝网印刷图案，所述丝网印刷图案设有凸起预留区域，并制作相应的丝网；

[0007] b:制作普通平面砖坯；

[0008] c:选取步骤b中制出的普通平面砖坯，利用所述丝网在普通平面砖坯上进行第一

次堆熔块，堆熔块的位置即步骤a中所制丝网的凸起预留区域；

[0009] d:将步骤c所得的砖坯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一次烧制，然后取出冷却；

[0010] e:在步骤d所得砖坯的顶面淋底釉；

[0011] f:用陶瓷喷墨机对步骤e中淋过底釉的砖坯顶面打印图案；

[0012] g:取步骤f中打印过图案的砖坯，在与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处相同的位置进行第

二次堆熔块；

[0013] h:将步骤g所得的砖坯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二次烧制，然后取出冷却，得到根据图

案位置局部凸起的瓷片。

[0014] 优选地，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和步骤g中第二次堆熔块均使用布料机通过所述丝

网布施熔块。

[0015] 优选地，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和步骤g中第二次堆熔块所用的熔块大小均为80-

180目。

[0016] 优选地，在步骤c中，根据步骤b所得砖坯的颜色选择色料，色料的颜色与砖坯的颜

色相近或一致，第一次堆熔块前，熔块与所选色料混合均匀，在第一次堆熔块时一并布施上

色料。

[0017] 优选地，步骤g中所用熔块为无色透明熔块。

[0018] 优选地，步骤d和步骤h采用同一个窑炉，第一次烧制和第二次烧制的温度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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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1020℃，烧制时间均为50-70分钟。

[0019] 更优选地，窑炉分为9个区实施烧制，按顺序为预热一区、预热二区、高温一区、高

温二区、急冷一区、急冷二区、冷却一区、冷却二区和冷却三区，其中预热一区温度为360-

500℃，预热二区温度为500-800℃，高温一区温度为800-1000℃，高温二区温度为1000-

1020℃，急冷一区温度为1020-620℃，急冷二区温度为620-555℃，冷却一区温度为555-530

℃，冷却二区温度为530-465℃，冷却三区为465-360℃，瓷砖经过每个区的时长相同，取出

后自然冷却。

[0020] 优选地，在步骤f和步骤g之间还有一道工序步骤f’：  对步骤f中打印出图案的砖

坯施上一层面釉；其后，步骤g所施的第二次熔块在所述面釉之上。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工艺造型不依赖压制模具，无论要在砖面上做何

种图案的凸面都是在普通平面砖坯的基础上进行加工，避免了每个款式的瓷片都专门定制

一个压坯模具所造成的成本高、时间长的问题，适合小批量生产或多款式生产，满足私人定

制的市场需求。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3] 图1是采用本发明工艺所得效果俯视示意图；

[0024] 图2是对应图1的正视示意图。

[0025] 图中：1、砖体；2、凸起。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瓷片造型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7] a:设计即将要印的图案，并依该图案设计瓷片上要做出凸起的位置，依要做出凸

起的位置制作丝网。

[0028] b:采购或压制制作普通平面砖坯，即泥料压制成型的普通砖坯，压制的模具不具

有图案。

[0029] c:选取步骤b中制出的普通平面砖坯，按照步骤a中决定要做出凸起的位置，在要

做出凸起的位置上进行第一次堆熔块。熔块为一种玻璃颗粒，熔块堆烧成后会连成一块紧

密与砖体结合的玻璃。堆熔块操作中使用布料机布施熔块，将步骤a中制作的丝网装入布料

机，布料机根据丝网的图形布施熔块。为了模拟烧成后熔块与砖坯一体成型的视觉效果，第

一次堆熔块可以根据步骤b所得砖坯选择色料，色料的颜色与砖坯烧成后的颜色相近或一

致，第一次堆熔块前，熔块与所选色料混合均匀，在第一次堆熔块时一并布施上色料。当然

不加色料也可以，大多数情况下后续喷画的图案是覆盖整个砖面的，第一次堆的熔块会被

图案完全覆盖，第一堆的熔块仅是为砖坯提供凸面，最终产品在外观上看不到第一次堆的

熔块。

[0030] d:将步骤c所得的砖坯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一次烧制，然后取出冷却，从步骤c到

步骤d为了避免熔块的位置发生变化，砖坯在生产线上保持平放，不可人为翻转。

[0031] e:在步骤d所得砖坯的顶面淋底釉。

[0032] f:用陶瓷喷墨机对步骤e中淋过底釉的砖坯顶面打印图案，底釉的作用就是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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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图案的墨水能够与砖坯良好地结合。

[0033] g:取步骤f中打印过图案的砖坯，在与步骤c中第一次堆熔块处相同的位置进行第

二次堆熔块，第二次堆熔块同样用布料机通过丝网铺上熔块，此时可用第一次堆熔块时同

样的丝网，使前后两次堆熔块的位置完全重合。第二次堆的熔块要求无色透明，如果第一次

堆的熔块也不加色料，甚至可以在第二次堆熔块时与第一次堆熔块共用同一条布料（印花

生产）线。两次堆熔块的熔块大小在80-180目范围内，过粗的熔块会使得凸面的边缘轮廓不

够精细，过细的熔块制作丝网难度大。堆熔块时堆到一定厚度后熔块不可避免地因重力向

下泻，因此所得产品的凸起效果如图1、图2所示，凸起的边缘具有一定坡度，较难做成标准

直角。相应地，步骤c-h采取两次堆熔块两次烧制的方式能够使凸起足够厚且足够挺立，能

够做到接近直角，实际上具有一定坡度的视觉效果更好，无需做到接近直角。而步骤c-h采

取两次堆熔块两次烧制的方式还能够保护好底釉和图案，且图案本来就在初步凸起之上，

立体效果更好。

[0034] h:将步骤g所得的砖坯送入高温窑炉进行第二次烧制，然后取出冷却，得到根据图

案位置局部凸起的瓷片。步骤d和步骤h采用同一个窑炉，第一次烧制和第二次烧制的温度

均为360-1020℃，烧制时间均为50-70分钟。优选地，窑炉分为9个区实施烧制，按顺序为预

热一区、预热二区、高温一区、高温二区、急冷一区、急冷二区、冷却一区、冷却二区和冷却三

区，其中预热一区温度为360-500℃，预热二区温度为500-800℃，高温一区温度为800-1000

℃，高温二区温度为1000-1020℃，急冷一区温度为1020-620℃，急冷二区温度为620-555

℃，冷却一区温度为555-530℃，冷却二区温度为530-465℃，冷却三区为465-360℃，瓷砖经

过每个区的时长相同，取出后自然冷却，在这样的温度控制下，每层熔块都能够结成一层，

与砖体紧密结合，且不出现裂纹。

[0035] 为了优化艺术效果，可以选择在步骤f和步骤g之间还有一道工序步骤f’：对步骤f

中打印出图案的砖坯施上一层面釉；其后，步骤g所施的第二次熔块在所述面釉之上。面釉

可选用透明釉或金属釉，能使瓷片的立体感更强。加了步骤f’后，瓷片由面向底的结构依次

为第二层熔块、面釉、图案喷墨、底釉、第一层熔块、平板砖体。

[0036] 现有技术的瓷片造型依赖模具压制砖坯，一种款式就要定制一种模具。制造模具

花费时间长，成本高，且大部分陶瓷厂做陶瓷并不拥有自己的模具部门，多数是委托专门的

模具制作商合作定制，这样在时间和成本的花费上更大。做好模具后很方便大批量生产，然

而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必然需要多个款式，千篇一律的瓷片很难有竞争力，这样同期几十个

款式就需要几十个制作砖坯模具，成本高昂。对于小批量的订单或私人定制的订单更是无

法满足。尤其是私人定制，一间房子的装潢也要用到几种不同的瓷片，每种的数量又很少。

另外，做好模具连续生产后，无法根据上批的瑕疵微调瓷片凸起位置，即使是微调也意味着

重新开模。

[0037] 采用本发明的造型工艺后，无论怎样设计瓷片上凸起的位置都不需要用到特定的

压坯模具，所有款式都可以统一使用普通平面砖坯。生产多种款式或想微调瓷片凸起的位

置时就重制丝网，改变丝网印的图形。制一个丝网比制一个模具要快很多，成本也十分低，

生产时能够随意换布料机的丝网造型出多种款式的凸面瓷片。适合小批量生产或多款式生

产，满足私人定制的市场需求。

[0038]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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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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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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