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175021.6

(22)申请日 2016.03.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7707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7.20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唯美陶瓷工业园有限公司

地址 523281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塘厦村

唯美陶瓷工业园

    专利权人 江西和美陶瓷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王瑞峰　古战文　刘学斌　王永强　

陈志川　刘任松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惠邦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44271

代理人 满群

(51)Int.Cl.

C04B 33/14(2006.01)

C04B 35/626(2006.01)

C04B 35/63(2006.01)

C04B 35/622(2006.01)

C04B 41/89(2006.01)

C04B 41/5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554821 A,2009.10.14,

CN 103965687 A,2014.08.06,

CN 104194495 A,2014.12.10,

CN 101654378 A,2010.02.24,

CN 104309223 A,2015.01.28,

CN 102674758 A,2012.09.19,

审查员 王楠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及其制

造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

陶瓷砖及其制造工艺。该制造工艺包括：A、通过

供料模块将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按所需比例通

过干法混合方式混合成所需的有色坯体粉料；B、

通过布料模块和压机机构将多种有色坯体粉料

压制成通体彩色坯体；C、将通体彩色坯体在120~
180℃下干燥50~100分钟；D、对通体彩色坯体做

表面装饰，得到半成品；E、将半成品在1100~1250

℃下经过40~90分钟一次烧成；F、将烧成后的产

品经抛光、磨边、打蜡、贴膜工序处理后制得成

品。本发明实现了天然石材变化丰富的颜色和纹

理在陶瓷砖上的再现，通体的彩色坯体更能体现

石材特有的立体感，经过倒边、拉槽等后期加工

工艺都会显出真石通体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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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A、通过供料模块将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按所需比例通过干法混合方式混合成所需的

有色坯体粉料；

A1、通过一色料混合模块对不同的单色色料进行混合，所述色料混合模块包括配色装

置、配色皮带和搅拌机，所述配色装置将不同的单色色料通过配色皮带输送到搅拌机中，搅

拌均匀后输送到供料模块的色料仓中储存；

A2、所述色料混合模块将不同单色色料按比例混合成所需颜色的色料；

A3、所述供料模块即时将基础坯体粉料与色料均匀混合成有色坯体粉料；

A4、所述布料模块通过调整坯体中各种颜色坯体粉料的配比和纹理，实现天然大理石

般变化的颜色和纹理；

A5、所述布料模块将供料模块的有色坯体粉料按设置的参数按照顺序和数量供给过渡

皮带，再通过过渡小斗控制有色坯体粉料的宽度，从而控制压制坯体的尺寸；

B、通过布料模块和压机机构将多种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通体彩色坯体；

B1、供料模块中色料仓的色料与基料仓的基础坯体粉料按配比通过供料模块中的配料

皮带输送到供料模块中的搅拌机中；

B2、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在搅拌机中混合均匀；

B3、混合均匀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供料模块中的输送皮带输送到供料模块中的过渡粉

料仓中备用；

B4、过渡粉料仓的有色坯体粉料按生产需要输送到布料模块的布料机构中；

B5、所述布料机构根据设计控制有色坯体粉料的布料次序和用量，布料机构与布料模

块的挡料机构配合控制坯体的纹理，将有色坯体粉料布置在布料模块的过渡皮带上；

B6、过渡皮带上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布料模块的过渡小斗按照所需厚度布置在布料模

块的布料平台上；

B7、压机机构将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通体彩色坯体；

C、将通体彩色坯体在120～180℃下干燥50～100分钟；

D、对通体彩色坯体做表面装饰，所述表面装饰包括淋化妆土、喷墨打印和淋透明釉，得

到半成品；

所述淋化妆土：比重1.75±0.02，流速25-35秒，用量480±10g/片砖；

所述淋透明釉：比重1.70±0.02，流速25-35秒，用量360±10g/片砖；

E、将半成品在1100～1250℃下经过40～90分钟一次烧成；

F、将烧品经抛光、磨边、打蜡、贴膜工序处理后制得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E中，将半成品在1175℃下经过65分钟一次烧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B2中，搅拌时间为25～60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B3中，供料模块中设置有3～6个过渡粉料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B5中，挡料机构与过渡皮带的夹角范围为30°至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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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B4中，布料模块中设置有3～6个布料机构。

7.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其特征在于，采用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

的制造工艺制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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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及其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砖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及

其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石材，尤其是大理石在家居、酒店等装饰领域，因其丰富、高贵的装饰效果，一

直作为高档装饰素材深受用户喜爱。但因大理石价格昂贵且具有放射性，因此难以广泛普

及。仿大理石瓷砖因表面纹理与天然大理石相近，一经推出就备受消费者追捧。但仿大理石

的抛光砖纹理变化少；抛釉砖表面纹理丰富但坯体是无纹理的净色砖，经磨边、拉槽后露出

的坯体与表面纹理反差巨大，毫无天然大理石的效果。

[0003] 现有技术中，专利CN201510038827.6公开了一种具有立体装饰效果的陶瓷砖的制

造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A、将表面具有凹凸纹理的泥坯在600-1050℃进行第一次烧成；B、

在第一次烧成后的坯体上布施有机渗透釉墨水和有机助渗剂墨水；C、在1150-1250℃下进

行第二次烧成；D、进行抛光、磨边加工获得陶瓷砖产品。但是在该技术中，有机渗透墨水的

渗透深度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制造出的产品并不是完全通体的陶瓷砖，如果按照装饰需求

倒边和拉槽深度较深时，则下层毫无纹理的坯体会暴露在表面，严重影响装饰效果。

[0004] 因此，现有技术还有待于改进和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

瓷砖及其制造工艺，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仿大理石陶瓷砖其纹理变化少、坯体与表面纹

理反差大达不到大理石装饰效果的问题，使陶瓷砖从坯体到釉面装饰层均拥有媲美天然大

理石的纹理，经过倒边、拉槽等后期加工工艺都会显出真石通体装饰效果。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包括步骤：

[0008] A、通过供料模块将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按所需比例通过干法混合方式混合成所

需的有色坯体粉料；

[0009] B、通过布料模块和压机机构将多种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通体彩色坯体；

[0010] C、将通体彩色坯体在120~180℃下干燥50~100分钟；

[0011] D、对通体彩色坯体做表面装饰，得到半成品；

[0012] E、将半成品在1100~1250℃下经过40~90分钟一次烧成；

[0013] F、将烧成后的产品经抛光、磨边、打蜡、贴膜工序处理后制得成品。

[0014]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A包括：

[0015] 通过一色料混合模块对不同的单色色料进行混合，所述色料混合模块包括配色装

置、配色皮带和搅拌机，所述配色装置将不同的单色色料通过配色皮带输送到搅拌机中，搅

拌均匀后输送到供料模块的色料仓中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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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B具体包

括：

[0017] B1、供料模块中色料仓的色料与基料仓的基础坯体粉料按配比通过供料模块中的

配料皮带输送到供料模块中的搅拌机中；

[0018] B2、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在搅拌机中混合均匀；

[0019] B3、混合均匀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供料模块中的输送皮带输送到供料模块中的过

渡粉料仓中备用；

[0020] B4、过渡粉料仓的有色坯体粉料按生产需要输送到布料模块的布料机构中；

[0021] B5、所述布料机构根据设计控制有色坯体粉料的布料次序和用量，布料机构与布

料模块的挡料机构配合控制坯体的纹理，将有色坯体粉料布置在布料模块的过渡皮带上；

[0022] B6、过渡皮带上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布料模块的过渡小斗按照所需厚度布置在布

料模块的布料平台上；

[0023] B7、压机机构将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通体彩色坯体。

[0024]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D中，表面

装饰包括淋化妆土、喷墨打印和淋透明釉。

[0025]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E中，将半

成品在1175℃下经过65分钟一次烧成。

[0026]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B2中，搅拌

时间为25~60秒。

[0027]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3

中，供料模块中设置有3~6个过渡粉料仓。

[0028]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B5中，挡料

机构与过渡皮带的夹角范围为30°至85°。

[0029] 所述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其中，所述步骤B4中，布料

模块中设置有3~6个布料机构。

[0030] 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其中，采用如上所述的制造工艺制造得到。

[0031] 有益效果：本发明将单色色料混合至所需颜色的色料，再将基础坯体粉料与色料

均匀混合成有色坯体粉料，通过调整坯体中各种颜色的有色坯体粉料的配比和纹理，配合

表面装饰工艺，实现天然大理石般变化丰富的颜色和纹理，通体的彩色坯体更能体现石材

特有的立体感，经过倒边、拉槽等后期加工工艺都会显出真石通体装饰效果。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生产系统较佳实施例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生产系统中色料混合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生产系统中一组供料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本发明生产系统中布料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为本发明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较佳实施例的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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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及其制造工艺，为使本发明的目

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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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请参阅图1，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生产系统

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其包括：用于将不同单色色料按比例混合成所需颜色

色料的色料混合模块（结合图2所示，由图中标号1-3构成）、用于将基础坯体粉料与色料均

匀混合成有色坯体粉料的至少一供料模块（结合图3所示，由图中标号4-11构成）、用于将有

色坯体粉料按所需颜色和图案效果进行布置的布料模块（结合图4所示，由图中标号12-16

构成）和用于将陶瓷砖坯压制成型的压机机构（图中标号17-18构成）。

[0039] 其中，所述色料混合模块设置在供料模块的上方，所述供料模块设置在所述布料

模块的上方，所述压机机构设置在所述布料模块的下方。

[0040] 所述色料混合模块将不同单色色料按比例混合成所需生产颜色的色料（即得到混

合色料）。供料模块可即时将基础坯体粉料与色料（即前述的混合色料）均匀混合成有色坯

体粉料。布料模块将供料模块的有色坯体粉料按设置的参数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数量供给过

渡皮带14，再通过过渡小斗15控制有色坯体粉料的宽度，从而控制压制坯体的尺寸。布料模

块通过调整坯体中各种颜色的有色坯体粉料的配比和纹理，可以实现天然大理石般变化丰

富的颜色和纹理。

[0041] 具体来说，结合图2所示，色料混合模块包括配色装置1、配色皮带2和搅拌机3，色

料混合模块可设置多组，用来制备不同颜色的色料（即得到不同颜色的混合色料）。供料模

块共设置3组（可根据需要选择设置成其他组数，例如1组、2组、4组、5组等）。结合图3所示，

每组供料模块均包括：色料仓4、基料仓5、过渡料斗6、配料皮带7、搅拌机8、输送皮带9、分料

圆转斗10和过渡粉料仓11。结合图4所示，所述布料模块包括布料机构12、挡料机构13、过渡

皮带14、过渡小斗15和布料平台16，所述布料机构12可设置独立的3~6个，相应地，所述供料

模块中设置有3~6个过渡粉料仓。所述压机机构包括压制机构17和感应设备18，所述感应设

备18设置在所述压制机构17上。

[0042] 进一步地，所述基料仓5设置在过渡料斗6上部，所述基料仓5用来存储基础坯体粉

料。所述过渡料斗6用于将基料仓5中的基础坯体粉料输送到配料皮带7上。所述色料仓4用

于将色料输送到配料皮带7上，所述过渡料斗6和色料仓4设置在配料皮带7上方。所述配料

皮带7的输送方向末端连接于所述搅拌机8，所述搅拌机8用于将配料皮带7上输送的基础坯

体粉料和色料混合成有色坯体粉料。所述输送皮带9设置在所述搅拌机8出口下方，所述分

料圆转斗10设置在所述输送皮带9输送方向末端的下方，所述输送皮带9和分料圆转斗10用

于将有色坯体粉料输送到过渡粉料仓11。所述过渡粉料仓11设置在所述分料圆转斗10下

方，所述过渡粉料仓11用于存储不同的有色坯体粉料，并将有色坯体粉料输送给布料模块。

[0043] 所述过渡料斗6中设有第一控制电路，以控制基础坯体粉料的下料速度。所述色料

仓4设有第二控制电路，控制色料的下料速度。所述搅拌机8使用连续式工作模式，搅拌时间

优选为25~60秒。所述输送皮带9和粉料圆转斗10可平行移动到不同过渡粉料仓11的上方。

[0044] 所述布料机构12可设置独立的3~6个，所述布料机构12和挡料机构13设置在过渡

皮带14上方，所述过渡小斗15设置在过渡皮带14输送方向末端的下方，所述布料平台16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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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过渡小斗15下方，所述布料机构12根据设置的参数将不同颜色的有色坯体粉料按照一

定的顺序和数量供给过渡皮带14。所述挡料机构13可以调整设定角度，以配合布料机构12

和过渡皮带14布料。所述过渡小斗15用于将过渡皮带14输送的有色坯体粉料布置在布料平

台16上。所述布料平台16设有格栅，用于控制坯体的纹理。

[0045] 所述布料机构12设有第三控制电路，用于控制有色坯体粉料的落料速度和数量。

所述挡料机构13通过调整与所述过渡皮带14的夹角，配合所述布料机构12控制各颜色的有

色坯体粉料的数量和堆放层次。所述挡料机构13与过渡皮带14的夹角范围优选为30°至

85°，例如65°。所述过渡小斗15设有第四控制电路，用于控制过渡小斗15的落料速度，以调

整有色坯体粉料在布料平台16上的宽度，从而控制压制坯体的尺寸。

[0046] 所述压制机构17的模框与所述布料平台16的末端（运输方向末端）对接，所述压制

机构17用于将布料模块输送的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型。所述感应设备18根据仿大理石陶瓷

砖的尺寸设定阙值，控制所述布料平台16的布料距离。

[0047] 请参阅图5，本发明中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的制造工艺，具体包括：

[0048] S1、通过供料模块将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按所需比例通过干法混合方式混合成所

需的有色坯体粉料；

[0049] S2、通过布料模块和压机机构将多种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通体彩色坯体；

[0050] S3、将通体彩色坯体在120~180℃下干燥50~100分钟；

[0051] S4、对通体彩色坯体做表面装饰，得到半成品；

[0052] S5、将半成品在1100~1250℃下经过40~90分钟一次烧成；

[0053] S6、将烧成后的产品经抛光、打蜡、磨边、贴膜工序后成为成品。

[0054] 其中，在所述步骤S3中，优选在150℃下干燥70分钟；在所述步骤S5中，优选在1175

℃下经过65分钟一次烧成。在上述条件下，烧成效率高，工艺相对传统方式更简单，所制备

产品更能显示出通体装饰效果。所述步骤S1包括：通过一色料混合模块对不同的单色色料

进行混合，所述色料混合模块包括配色装置、配色皮带和搅拌机，所述配色装置将不同的单

色色料通过配色皮带输送到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供料模块的色料仓中储存。

[0055] 优选的，所述步骤S1包括：

[0056] S01、第一色料混合模块中的第一配色装置将纯黄色料和桔黄色料按7:5的质量比

例通过第一配色皮带输送到第一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色料仓4-A中储存；第一配色

装置、第一搅拌机、第一配色皮带构成第一色料混合模块，下面依次类推；

[0057] S02、第二色料混合模块中的第二配色装置将纯黄色料、桔黄色料和咖啡色料按

13:28:7的质量比例通过第二配色皮带输送到第二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色料仓4-B

中储存；

[0058] S03、第三色料混合模块中的第三配色装置将桔黄色料、咖啡色料和黑色色料按8:

33:56的质量比例通过第三配色皮带输送到第三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色料仓4-C中

储存。

[0059] 优选的，所述步骤S1具体包括：

[0060] S11、色料仓4-A的色料与基料仓5-A的基础坯体粉料按0.12%（即色料相对于基础

坯体粉料的质量百分比为0.12%，下同）的比例通过配料皮带7-A输送到搅拌机8-A中；

[0061] S12、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在搅拌机8-A中混合均匀得到有色坯体粉料；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5777071 B

7



[0062] S13、混合均匀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输送皮带输送到过渡粉料仓11-A中备用，标记

为浅黄料。

[0063] S11’、色料仓4-B的色料与基料仓5-B的基础坯体粉料按0.48%的比例通过配料皮

带7-B输送到搅拌机8-B中；

[0064] S12’、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在搅拌机8-B中混合均匀得到有色坯体粉料；

[0065] S13’、混合均匀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输送皮带输送到过渡粉料仓11-B中备用，标

记为深黄料。

[0066] S11’’、色料仓4-C的色料与基料仓5-C的基础坯体粉料按0.97%的比例通过配料皮

带7-C输送到搅拌机8-C中；

[0067] S12’’、色料与基础坯体粉料在搅拌机8-C中混合均匀得到有色坯体粉料；

[0068] S13’’、混合均匀的有色坯体粉料通过输送皮带输送到过渡粉料仓11-C中备用，标

记为黑线条料。

[0069] 所述步骤S2具体包括：

[0070] S21、将三个过渡粉料仓的有色坯体粉料按质量百分比过渡粉料仓11-A：60%、过渡

粉料仓11-B：30%、过渡粉料仓11-C：10%的比例使用，分别输送到3个独立的布料机构12中；

[0071] S22、所述布料机构12根据设计控制有色坯体粉料的布料次序和用量，布料机构12

与挡料机构13配合控制坯体的纹理，将有色坯体粉料布置在过渡皮带14上；

[0072] 具体分布为：浅黄料作为基础料，约占整体60%的面积；深黄料以团状形式分布在

浅黄料中，约占整体30%的面积，宽度30-80mm；黑线条料以线条形式分布在浅黄料中，约占

整体10%的面积，宽度2-5mm，长度15-100mm。

[0073] S23、过渡皮带14将有色坯体粉料通过过渡小斗15输送到布料平台16上，通过布料

平台16上的格栅布置成团状纹理，有色坯体粉料宽度控制在890±2mm；

[0074] S24、压机机构将有色坯体粉料压制成890mm×890mm规格的通体彩色坯体；

[0075]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S4中，表面装饰包括：淋化妆土、喷墨打印、淋透明釉，其中，各

工序的细节具体如下：

[0076] 淋化妆土：比重1.75±0.02，流速25-35秒，用量480±10g/片砖；

[0077] 喷墨打印：将设计好的仿大理石喷墨文件打印在砖坯（即通体彩色坯体）上；

[0078] 淋透明釉：比重1.70±0.02，流速25-35秒，用量360±10g/片砖。

[0079] 具体实施例如下：

[0080] 第一配色装置将纯黄色料和桔黄色料按7:5的质量比例通过第一配色皮带输送到

第一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色料仓4-A中储存。

[0081] 第二配色装置将纯黄色料、桔黄色料和咖啡色料按13:28:7的质量比例通过第二

配色皮带输送到第二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色料仓4-B中储存。

[0082] 第三配色装置将桔黄色料、咖啡色料和黑色色料按8:33:56的质量比例通过第三

配色皮带输送到第三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输送到色料仓4-C中储存。

[0083] 基料仓5-A将基础坯体粉料通过过渡料斗6-A输送到配料皮带7-A上。

[0084] 色料仓4-A将相对基础坯体粉料的质量百分比为0.12%的色料输送到配料皮带7-A

上。

[0085] 配料皮带7-A将基础坯体粉料和色料输送到搅拌机8-A中混合均匀。搅拌机8-A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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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连续式工作模式，原料搅拌时间为30秒。

[0086] 搅拌机8-A混合均匀的原料通过输送皮带9-A和粉料圆转斗10-A输送到过渡粉料

仓11-A中备用。

[0087] 基料仓5-B将基础坯体粉料通过过渡料斗6-B输送到配料皮带7-B上。

[0088] 色料仓4-B将相对基础坯体粉料的质量百分比为0.48%的色料输送到配料皮带7-B

上。

[0089] 配料皮带7-B将基础坯体粉料和色料输送到搅拌机8-B中混合均匀。搅拌机8-B使

用连续式工作模式，原料搅拌时间为30秒。

[0090] 搅拌机8-B混合均匀的原料通过输送皮带9-B和粉料圆转斗10-B输送到过渡粉料

仓11-B中备用。

[0091] 基料仓5-C将基础坯体粉料通过过渡料斗6-C输送到配料皮带7-C上。

[0092] 色料仓4-C将相对基础坯体粉料的质量百分比为0.97%的色料输送到配料皮带7-C

上。

[0093] 配料皮带7-C将基础坯体粉料和色料输送到搅拌机8-C中混合均匀。搅拌机8-C使

用连续式工作模式，原料搅拌时间为40秒。

[0094] 搅拌机8-C混合均匀的原料通过输送皮带9-C和粉料圆转斗10-C输送到过渡粉料

仓11-C中备用。

[0095] 将三个过渡粉料仓的有色坯体粉料按质量百分比过渡粉料仓11-A：60%、过渡粉料

仓11-B：30%、过渡粉料仓11-C：10%的比例使用，分别输送到3个独立的布料机构12中。

[0096] 布料机构12将有色坯体粉料按上述比例配合挡料机构13布置在过渡皮带14上，使

3种有色坯体粉料相互交错层叠。

[0097] 挡料机构13与过渡皮带14的夹角范围优选为50°至80°，如65°。

[0098] 过渡皮带14将有色坯体粉料通过过渡小斗15输送到布料平台16上，通过布料平台

16上的格栅布置成团状纹理，有色坯体粉料宽度控制在890±2mm。

[0099] 布料平台16将布置好纹理的有色坯体粉料输送到压制机构17中，通过感应设备18

控制砖坯尺寸为（890±2mm）×（890±2mm）。

[010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具有真石效果通体抛釉陶瓷砖，其采用如上所述的制造工艺制

造得到。

[0101] 本发明中，色料混合模块将不同单色色料按比例混合成所需颜色的色料。供料模

块即时将基础坯体粉料与色料均匀混合成有色坯体粉料。布料模块通过调整坯体中各种颜

色坯体粉料的配比和纹理，可以实现天然大理石般变化丰富的颜色和纹理。配合陶瓷砖釉

面装饰，实现产品颜色、纹理、光泽的自然过渡，通体的彩色坯体更能体现石材特有的立体

感。

[0102]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

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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