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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

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释剂调制

而成；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

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制备而成；

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白色水晶料

90wt％～95wt％；余量的天然彩料；所述天然彩

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

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第

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白色陶瓷泥料18wt％～

22wt％；玻璃粉68wt％～72wt％；余量的珍珠粉

料。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

晶料膏用于陶瓷玉珠彩绘，可以使颜料发色明

丽，成品具象凹凸有致、层次分明，色彩明丽而细

腻、色泽内蕴而温润，具有经典之宝石蓝和绿松

石般质地，大大提高了陶瓷类器皿的艺术观赏性

及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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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释剂调制而成；

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制备而

成；

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白色水晶料90wt％～95wt％；

余量的天然彩料；所述天然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

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第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白色陶瓷泥料18wt％～22wt％；

玻璃粉68wt％～72wt％；

余量的珍珠粉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发色

剂为草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稀释

剂的制备方法具体为：

将质量比为(7～9)：(0.5～1.5)：1的水、核桃油和蛋黄酱混合后，进行乳化，得到稀释

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晶体

料和发色剂的质量比为100：(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其特征在于，所述媒熔

剂包括以下组分：

红丹68wt％～72wt％；

硼酸20wt％～25wt％；

余量的石英粉料。

6.一种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a)将白色水晶料和天然彩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一基础料；所述天然彩料

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将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和珍珠粉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二基础料；

将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充分混合均匀后，进行烧制，再经研细过筛，得到

晶体料；

b)在步骤a)得到的晶体料中添加发色剂充分拌匀，再用稀释剂调和，得到用于陶瓷玉

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烧制的温度为1250℃～

1270℃；所述研细过筛的筛孔大小为180目～220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调和的过程具体为：

在晶体料和发色剂的混合物中缓慢加入稀释剂并搅拌，直至调和成浓稠之膏状，得到

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9.一种陶瓷玉珠彩绘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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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作要求，使用彩绘笔蘸上稀释剂，再分别蘸调各色料膏和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

颜料，在陶瓷类器皿坯体上进行彩绘；再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以750℃～850℃

烤彩6h～8h，得到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所述料膏为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或权利

要求6～8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水晶叠彩绘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

皿坯体入窑以750℃～850℃烤彩6h～8h后，还包括：

通过暖色类玉珠彩颜料点染暖色部分的细节，然后入窑以700℃～750℃烤彩5h～6h，

得到带有暖色效果的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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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类工艺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

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的彩绘装饰工艺可以分为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其中釉上彩又分为古彩、

粉彩、新彩、浮彩等几大类，釉上彩是陶瓷工艺品的主要装饰技法之一，它是用各种陶瓷类

专用彩绘颜料在已经烧成的陶瓷器皿釉面绘制各种纹饰，然后入窑烤彩而成。

[0003] 在以上釉上彩的彩绘装饰过程中，均需要在各色颜料中添加溶色剂和稀释剂；其

中，溶色剂促成颜料发色，并使颜料容易附着于陶瓷坯体表面，而稀释剂用于释解颜料，使

颜料便于勾勒画面细节。传统的的溶色剂和稀释剂主要有乳香油和樟脑油，及酒精、煤油等

水、油溶液，目前现有技术中的陶瓷浮彩绘制工艺则是采用乳酪和乳清做溶色剂和稀释剂。

[0004] 传统的溶色剂和稀释剂调制简单、使用方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因油料浸润致

使颜料流散，导致画面层次模糊等问题，甚至出现油料大面积扩散后的“炸油”现象；而且，

使用乳香油、樟脑油的釉上新彩彩绘，其艳黑、特别黑、深蓝、湖蓝、墨绿等冷色类颜料，经过

烤彩以后色彩沉暗而不够亮丽；使用水、煤油等调制的粉彩彩绘，其部分颜料发色不够充

分，色彩表现较平淡，色彩层次也欠清晰；陶瓷浮彩工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使用其绘制的

陶瓷作品，经烧成后虽然能够在瓷面形成一定的凹凸彩色具象，但也只能是点状的立体效

果，涂绘面积扩大，烤彩时则会造成画面裂纹。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本发明提供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用于陶瓷玉珠彩绘，可以使颜料发色明丽，成品成像

立体，色彩呈现出温润内蕴之宝石蓝、绿松石般玉质效果。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

释剂调制而成；

[0007] 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制

备而成；

[0008] 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0009] 白色水晶料90wt％～95wt％；

[0010] 余量的天然彩料；所述天然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

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所述第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0012] 白色陶瓷泥料18wt％～22wt％；

[0013] 玻璃粉68wt％～72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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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余量的珍珠粉料。

[0015] 优选的，所述发色剂为草酸。

[0016] 优选的，所述稀释剂的制备方法具体为：

[0017] 将质量比为(7～9)：(0.5～1.5)：1的水、核桃油和蛋黄酱混合后，进行乳化，得到

稀释剂。

[0018] 优选的，所述晶体料和发色剂的质量比为100：(1～5)。

[0019] 优选的，所述媒熔剂包括以下组分：

[0020] 红丹68wt％～72wt％；

[0021] 硼酸20wt％～25wt％；

[0022] 余量的石英粉料。

[002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a)将白色水晶料和天然彩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一基础料；所述天然

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25] 将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和珍珠粉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二基础料；

[0026] 将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充分混合均匀后，进行烧制，再经研细过筛，

得到晶体料；

[0027] b)在步骤a)得到的晶体料中添加发色剂充分拌匀，再用稀释剂调和，得到用于陶

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028] 优选的，步骤a)中所述烧制的温度为1250℃～1270℃；所述研细过筛的筛孔大小

为180目～220目。

[0029] 优选的，步骤b)中所述调和的过程具体为：

[0030] 在晶体料和发色剂的混合物中缓慢加入稀释剂并搅拌，直至调和成浓稠之膏状，

得到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陶瓷玉珠彩绘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根据创作要求，使用彩绘笔蘸上稀释剂，再分别蘸调各色料膏和冷色类陶瓷釉上

彩绘颜料，在陶瓷类器皿坯体上进行彩绘；再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以750℃～

850℃烤彩6h～8h，得到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0033] 所述料膏为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或上述技

术方案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034] 优选的，所述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以750℃～850℃烤彩6h～8h后，还

包括：

[0035] 通过暖色类玉珠彩颜料点染暖色部分的细节，然后入窑以700℃～750℃烤彩5h～

6h，得到带有暖色效果的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003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

释剂调制而成；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

剂制备而成；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白色水晶料90wt％～95wt％；余量的天然彩

料；所述天然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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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第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白色陶瓷泥料18wt％～22wt％；玻璃粉

68wt％～72wt％；余量的珍珠粉料。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

色类玉晶料膏用于陶瓷玉珠彩绘，可以使颜料发色明丽，成品具象凹凸有致、层次分明，色

彩明丽而细腻、色泽内蕴而温润，具有经典之宝石蓝和绿松石般质地，大大提高了陶瓷类器

皿的艺术观赏性及商业价值。

[0037]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不仅能够应用在普通浅

色陶瓷器皿上绘制作品，还能够应用在黑色等深色陶瓷面层及紫砂、黑砂、澄泥砚、玻璃、水

晶、金属等材质上描绘并烧制成立体、亮丽彩色的画面，且成色稳定饱和，色泽温润内蕴，画

面层次清晰，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在黑陶茶盘上形成的陶瓷玉珠彩

绘成品《洪春雨意》的实物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4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

释剂调制而成；

[0041] 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制

备而成；

[0042] 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0043] 白色水晶料90wt％～95wt％；

[0044] 余量的天然彩料；所述天然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

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5] 所述第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0046] 白色陶瓷泥料18wt％～22wt％；

[0047] 玻璃粉68wt％～72wt％；

[0048] 余量的珍珠粉料。

[0049] 在本发明中，所述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释

剂调制而成。在本发明中，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

础料和媒熔剂制备而成，优选由质量比为6.5：2：1.5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制

备而成。

[0050] 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0051] 白色水晶料90wt％～95wt％；

[0052] 余量的天然彩料；

[0053] 优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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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白色水晶料92wt％；

[0055] 天然彩料8wt％。

[0056] 在本发明中，所述天然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

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种，更优选为天然绿松石碎屑料。本发明对所述白色水晶料

(无色)和天然彩料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市售商品即可。

[0057] 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

[0058] 白色陶瓷泥料18wt％～22wt％；

[0059] 玻璃粉68wt％～72wt％；

[0060] 余量的珍珠粉料；

[0061] 优选为：

[0062] 白色陶瓷泥料20wt％；

[0063] 玻璃粉70wt％；

[0064] 珍珠粉料10wt％。

[0065] 本发明对所述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和珍珠粉料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

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市售商品即可。

[0066] 在本发明中，所述媒熔剂的作用是作为助燃熔剂；所述媒熔剂优选包括以下组分：

[0067] 红丹68wt％～72wt％；

[0068] 硼酸20wt％～25wt％；

[0069] 余量的石英粉料；

[0070] 更优选为：

[0071] 红丹70wt％；

[0072] 硼酸23wt％；

[0073] 石英粉料7wt％。

[0074] 在本发明中，所述发色剂的作用是促进彩色颜料发色；所述发色剂优选为草酸；采

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市售商品即可。

[0075] 在本发明中，所述稀释剂的制备方法优选具体为：

[0076] 将质量比为(7～9)：(0.5～1.5)：1的水、核桃油和蛋黄酱混合后，进行乳化，得到

稀释剂；

[0077] 更优选为：

[0078] 将质量比为8：1：1的水、核桃油和蛋黄酱混合后，进行乳化，得到稀释剂。在本发明

中，所述混合的方式优选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搅拌器进行搅合；所述乳化的方式优

选为静置，从而促使上述水、核桃油和蛋黄酱的混合物充分乳化混合成水油混合剂；所述静

置的时间优选为22h～26h，更优选为24h。

[0079] 在本发明中，所述晶体料和发色剂的质量比优选为100：(1～5)，更优选为100：3。

[0080] 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用于陶瓷玉珠彩绘，可以使颜

料发色明丽，成品具象凹凸有致、层次分明，色彩明丽而细腻、色泽内蕴而温润，具有经典之

宝石蓝和绿松石般质地，大大提高了陶瓷类器皿的艺术观赏性及商业价值。

[008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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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a)将白色水晶料和天然彩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一基础料；所述天然

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83] 将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和珍珠粉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二基础料；

[0084] 将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充分混合均匀后，进行烧制，再经研细过筛，

得到晶体料；

[0085] b)在步骤a)得到的晶体料中添加发色剂充分拌匀，再用稀释剂调和，得到用于陶

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086] 本发明首先将白色水晶料和天然彩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一基础料；

同时将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和珍珠粉料分别研磨成粉状后混合，得到第二基础料；再将第

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剂充分混合均匀后，进行烧制，再经研细过筛，得到晶体料。在

本发明中，所述白色水晶料、天然彩料、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珍珠粉料和媒熔剂与上述技

术方案中所述的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87] 在本发明中，所述烧制的温度优选为1250℃～1270℃，更优选为1260℃；目的是使

原料混合物充分熔融成晶体状；所述研细过筛的筛孔大小优选为180目～220目，更优选为

200目；通过上述烧制后再研细过筛的过程，可获得冷色类各色晶体料粉。

[0088] 得到所述晶体料后，本发明在得到的晶体料中添加发色剂充分拌匀，再用稀释剂

调和，得到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在本发明中，所述发色剂和稀释剂与上述

技术方案中所述的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89] 在本发明中，所述调和的过程优选具体为：

[0090] 在晶体料和发色剂的混合物中缓慢加入稀释剂并搅拌，直至调和成浓稠之膏状，

得到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091] 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的制备方法原材料易得且成

本低，可使用白色水晶石、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天然绿松石碎屑料、

白色瓷泥、玻璃粉、珍珠粉料等相关工艺品加工行业制作产品后之余料作为原材料；并且实

现了各原材料在制备陶瓷类彩绘工艺品上的新用途，与传统陶艺彩绘颜料相比较，本发明

所使用的上述原材料及其制作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均为首次在陶艺彩绘颜料领域的新的应

用；同时该制备工艺简单，使用方便。

[009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陶瓷玉珠彩绘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3] 根据创作要求，使用彩绘笔蘸上稀释剂，再分别蘸调各色料膏和冷色类陶瓷釉上

彩绘颜料，在陶瓷类器皿坯体上进行彩绘；再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以750℃～

850℃烤彩6h～8h，得到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0094] 所述料膏为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或上述技

术方案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095] 本发明首先根据创作要求，使用彩绘笔蘸上稀释剂，再分别蘸调各色料膏和冷色

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在陶瓷类器皿坯体上进行彩绘。在本发明中，所述稀释剂与上述技术

方案中所述的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96] 在本发明中，所述料膏为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

膏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1302628 A

8



[0097] 在本发明中，所述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优选为艳黑、特别黑、深蓝、湖蓝、墨

绿、草青等传统陶瓷釉上彩绘冷色类颜料；本发明对此没有特殊限制。

[0098] 在本发明中，所述蘸调各色料膏和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的比例与绘画所需颜

色深浅成负相关关系，即色彩越浓，冷色类玉晶料膏越少，反之则越多。本发明为了方便上

述蘸调过程的进行，优选用陶瓷彩绘专用分隔式颜料盘盛装料膏和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

料，具体为：一边盛装料膏，一边盛装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同时，按照冷色类陶瓷釉上

彩绘颜料种类准备若干所述陶瓷彩绘专用分隔式颜料盘。

[0099] 在本发明中，所述陶瓷类器皿坯体优选包括普通浅色陶瓷器皿坯体、黑色等深色

陶瓷面层及紫砂、黑砂、澄泥砚、玻璃、水晶、金属等材质表面。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

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不仅能够应用在普通浅色陶瓷器皿上绘制作品，还能够应用在已经

烧制成型的各类深色陶瓷釉上及紫砂、黑砂、澄泥砚、玻璃、水晶、金属等材质上描绘并烧制

成立体、亮丽彩色的画面，且成色稳定饱和，色泽温润内蕴，画面层次清晰，具有独特的视觉

效果。

[0100] 之后，本发明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以750℃～850℃烤彩6h～8h，得到

陶瓷玉珠彩绘成品；所述烤彩的温度优选为790℃～810℃，时间优选为6.5h～7.5h。

[0101] 在本发明中，所述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以750℃～850℃烤彩6h～8h

后，优选还包括：

[0102] 通过暖色类玉珠彩颜料点染暖色部分的细节，然后入窑以700℃～750℃烤彩5h～

6h，得到带有暖色效果的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0103] 更优选为：

[0104] 通过暖色类玉珠彩颜料点染暖色部分的细节，然后入窑以720℃～730℃烤彩5h～

6h，得到带有暖色效果的陶瓷玉珠彩绘成品。

[0105] 本发明对所述暖色类玉珠彩颜料的种类和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

员熟知的紫、赤、红、橙、黄、翠绿等传统陶瓷釉上彩绘暖色类颜料的市售商品即可。

[0106] 本发明采用上述优选的技术方案，通过分层次绘制并分次烤彩，实现与暖色类玉

珠彩颜料搭配使用从事彩绘创作，从而绘制更完整的陶瓷玉珠彩作品。

[0107] 本发明提供的陶瓷玉珠彩绘制方法采用特定晶体料、发色剂和稀释剂制作玉晶料

膏，并与冷色类釉上彩颜料调配为玉珠彩颜料进行陶瓷彩绘，得到的产品成像立体、彩色亮

丽，且成色稳定饱和，色泽温润内蕴，画面层次清晰，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同时，该陶瓷玉

珠彩绘制方法能够在上述器皿及板材上绘制并烧成大面积温润内蕴之蓝宝石、绿松石质地

凹凸画面，使绘制作品呈现出高端珍贵之品质。

[01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由晶体料和发色剂经稀

释剂调制而成；所述晶体料由质量比为(6～7)：2：(1～2)的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和媒熔

剂制备而成；所述第一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白色水晶料90wt％～95wt％；余量的天然彩

料；所述天然彩料包括天然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彩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中

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第二基础料包括以下组分：白色陶瓷泥料18wt％～22wt％；玻璃粉

68wt％～72wt％；余量的珍珠粉料。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

色类玉晶料膏用于陶瓷玉珠彩绘，可以使颜料发色明丽，成品具象凹凸有致、层次分明，色

彩明丽而细腻、色泽内蕴而温润，具有经典之宝石蓝和绿松石般质地，大大提高了陶瓷类器

说　明　书 6/8 页

9

CN 111302628 A

9



皿的艺术观赏性及商业价值。

[0109]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不仅能够应用在普通浅

色陶瓷器皿上绘制作品，还能够应用在黑色等深色陶瓷面层及紫砂、黑砂、澄泥砚、玻璃、水

晶、金属等材质上描绘并烧制成立体、亮丽彩色的画面，且成色稳定饱和，色泽温润内蕴，画

面层次清晰，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

[0110]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通过以下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本发明以下实施例

所用的媒熔剂的组成成分为：红丹70wt％、硼酸23wt％、石英粉料7wt％；所用的发色剂为草

酸(C2H2O4·2H2O)；所用的稀释剂的制备方法具体为：使用清水、核桃油、蛋黄酱按照8：1：1

的质量比混合后，倒进搅拌器搅合，然后放置24h促使其充分乳化混合成水油混合剂，得到

稀释剂。

[0111] 实施例

[0112] (1)将白色水晶料(无色)、天然彩料分别研磨成粉状，然后按照9.2：0.8的质量比

充分混合，得到第一基础料；所述天然彩料选自等质量的冷色类水晶彩料、天然冷色类宝石

彩料和天然绿松石碎屑料；

[0113] 将白色陶瓷泥料、玻璃粉、珍珠粉料分别研磨成粉状，然后按照2：7：1的质量比充

分混合，得到第二基础料；

[0114] 将第一基础料、第二基础料、媒熔剂按照6.5：2：1.5的质量比充分混合均匀，入窑

中以1260℃高温烧制，使之充分熔融成晶体状，取出后经研细，过200目筛，得到晶体料。

[0115] (2)在100g步骤(1)得到的晶体料中添加3g发色剂充分拌匀，缓缓加入稀释剂并搅

拌，直至调和成浓稠之膏状，得到用于陶瓷玉珠彩绘的冷色类玉晶料膏。

[0116] 应用实施例

[0117] 首先用陶瓷彩绘专用分隔式颜料盘(按照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种类准备若

干)，一边盛装实施例得到的冷色类玉晶料膏，一边盛装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然后先

用彩绘笔蘸上稀释剂，再分别蘸调上述冷色类玉晶料膏和少量冷色类陶瓷釉上彩绘颜料，

在陶瓷类器皿(黑陶茶盘)坯体上进行彩绘：

[0118] 以堆叠技法绘制出庙宇、山石及云杉、苍松等立体造型，再将稀释剂调制艳黑、蓝

色等釉上彩色颜料在其表层皴画出明暗肌理；

[0119] 用小号粉彩水料笔蘸上稀释剂，再蘸冷色类玉晶料膏、海碧、深蓝、深绿、紫色等彩

色颜料晕染云层及点染树丛、草丛，花丛，因作品主题表现的是峨眉山洪椿坪初春景象，因

此使用冷色类颜料应与晶体料膏以不同比例调配，使得画面色彩层次尽量丰富；

[0120] 最后，用大号粉彩料笔蘸上稀释剂，再蘸取少量玉晶料膏和海碧色，在山石、树丛

之间以大写意笔触晕染统一色调；

[0121] 最后将彩绘后的陶瓷类器皿坯体入窑烤彩，烤彩的温度为790℃～810℃，烤彩的

时间为6.5h～7.5h，得到陶瓷玉珠彩绘成品；再次通过暖色类玉珠彩颜料点染暖色部分之

细节，然后入窑以700℃～750℃烤彩5h～6h，形成的陶瓷玉珠彩绘成品《洪春雨意》。

[0122] 参见图1所示，图1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冷色类玉晶料膏在黑陶茶盘上形成

的陶瓷玉珠彩绘成品《洪春雨意》的实物图；烤彩成型后之作品具有画面凹凸有致，色泽如

宝石蓝、绿松石般质地之特别视觉效果。

[0123] 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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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

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

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

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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