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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瓷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

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产工艺，钻石釉按重量百分

比的配方成份组成如下 ：S i O 2 6 3 .3 6 % 、

Al2O314.57%、Fe2O30.07%、CaO8.62%、Mgo1 .43%、

PbO1 .56%、ZrO20 .02%、BaO3 .96%、ZnO4 .96%、

Tio21 .43%、B2O30.023%；它能有效解决全抛釉瓷

砖表面不耐磨导致装修效果不美观等问题，具有

耐磨度达4000转或以上，厚度为0.2mm，透明度达

90%左右，使得瓷砖产品更耐磨，同时有更丰富的

图案，纹理细腻，图案装修效果与天然大理石逼

真度一致，极大地提高了釉瓷砖价值，利于市场

竞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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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的配方成份组成如下：

SiO263 .36%、Al2O314 .57%、Fe2O30 .07%、  CaO8.62%、Mgo1 .43%、PbO1 .56%、ZrO20 .02%、

BaO3.96%、ZnO4.96%、Tio2  1.43%、B2O30.023%。

2.一种超耐磨钻石釉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步骤：

步骤一：钻石熔块釉原料制备，采用如下步骤：

S1：按重量百分比取如下组成成份：SiO242.95%  、Al2O324.2%、  Fe2O30.25%、CaO7.92%、

Mgo4.66%、K2O3.9%、  Na2O1.4%、BaO2.6%、ZnO2.3%；

S2：将S1的组成成份导入搅拌机中，进行均匀搅拌，得混合料一；

S3：将S2中的混合料一，利用电动葫芦提升至熔块炉平台，进入喂料机中，再至熔块炉

中进行处理，反复试验调试，调节始熔温度为  1095℃，  熔融温度为  1160℃时，形成半成品

料；

S4:将S3中的半成品料出料，通过冷水急冷，再经过质量检验后，形成成品熔块；

步骤二：印刷釉的制备，采用如下步骤：

S1：按重量百分比的组成原料配比如下：

熔块85%、长石8%、高岭土4%、特殊原料一1.5%、特殊原料二1.5%；

S2：按S1中原料组成配比，导入球磨机中；

S3：经过S2的球磨机工作处理的釉浆，进行放浆、过筛、烘干，再进行打粉，浆料球磨细

度为200目全过，烧成温度为  1200℃时，再通过高频振筛进行过筛，最后进行质量检验形成

耐磨度达2100-4500转，透明度好的钻石熔块超耐磨印花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特殊原

料一为刚玉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特殊原

料二为：325目石英粉、立方碳化硅材料；325目石英粉和立方碳化硅材料按重量百分比分别

为1.35%和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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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瓷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房屋的要求不仅仅是停留在遮

风挡雨和保暖的层面上，而是追求家庭生活品质。因此，瓷砖对于家庭装修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随着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瓷砖也随着科技得到各方面的发展和提高，从最初的外墙

砖、内墙砖发展到如今的全抛釉砖、仿石材。尽管如今的全抛釉及仿石材拥有着丰富的颜

色、明亮的光泽，给瓷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效果。

[0003] 目前市面是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瓷砖产品都具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不耐磨，图案

不够丰富，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0004] 第一是，瓷砖表面的釉面耐磨度不够，其耐磨度一般在1500转以下。

[0005] 第二是，瓷砖表面的釉面透明度不够，一般印花只能印2-3道色，使得传统的图案

受到很大的局限，很难满足装修要求。导致生产出来的瓷砖很容易刮花及图案不够丰富。

[0006] 因此瓷砖产品表层釉面耐磨度不够，硬度不足，成为了全抛釉和仿石材致命的弱

点，产品的耐磨度不足，硬度不够将会影响瓷砖产品的实用效果。同时，在目前铺了全抛釉

瓷砖的地面可以明显看到，釉面上刮花痕迹非常明显，在光线折射下呈现出“花脸猫”的形

态，美观效果大打折扣。故如何实现釉面既耐磨又透明，是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

产工艺。

[000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按重量百分比的配方成份组成如下：

[0009] SiO263 .36％、Al2O314 .57％、Fe2O30 .07％、CaO8.62％、Mgo1 .43％、PbO1 .56％、

ZrO20.02％、BaO3.96％、ZnO4.96％、Tio2  1.43％、B2O30.023％。

[0010] 超耐磨钻石釉的生产工艺，采用如下步骤：

[0011] 步骤一：钻石熔块釉原料制备，采用如下步骤：

[0012] S1：按重量百分比取如下组成成份：SiO242 .95％、Al2O324 .2％、Fe2O30 .25％、

CaO7.92％、Mgo4.66％、K2O3.9％、Na2O1.4％、BaO2.6％、ZnO2.3％；

[0013] S2：将S1的组成成份导入搅拌机中，进行均匀搅拌，得混合料一；

[0014] S3：将S2中的混合料一，利用电动葫芦提升至熔块炉平台，进入喂料机中，再至熔

块炉中进行处理，反复试验调试，调节始熔温度为1095℃，熔融温度为1160℃时，形成半成

品料；

[0015] S4:将S3中的半成品料出料，通过冷水急冷，再经过质量检验后，形成成品熔块；

[0016] 步骤二：印刷釉的制备，采用如下步骤：

[0017] S1：按重量百分比的组成原料配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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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熔块85％、长石8％、高岭土4％、特殊原料一1.5％、特殊原料二1.5％；

[0019] S2：按S1中原料组成配比，导入球磨机中；

[0020] S3：经过S2的球磨机工作处理的釉浆，进行放浆、过筛、烘干，再进行打粉，浆料球

磨细度为200目全过，烧成温度为1200℃时，再通过高频振筛进行过筛，最后进行质量检验

形成耐磨度达2100-4500转，透明度好的钻石熔块超耐磨印花釉。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特殊原料一为刚玉材料。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特殊原料二为：325目石英粉、立方碳化硅材料；325目石英粉和立

方碳化硅材料按重量百分比分别为1.35％和0.15％。

[0023] 本发明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及生产工艺，它能有效

解决全抛釉瓷砖表面不耐磨导致装修效果不美观等问题，具有耐磨度达2100-4500转，厚度

为0.2mm，透明度达90％左右，使得瓷砖产品更耐磨，同时有更丰富的图案，纹理细腻，图案

装修效果与天然大理石逼真度一致，极大地提高了釉瓷砖价值，利于市场竞争果。

【附图说明】

[0024]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但

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5] 图1是本发明中的市场上品牌瓷砖的断面结构示意图一；

[0026] 图2是本发明中的市场上品牌瓷砖的断面结构示意图二；

[0027] 图3是本发明应用到全真大理石瓷砖上的断面结构示意图一；

[0028] 图4是本发明应用到全真大理石瓷砖上的断面结构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以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其中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仅用来解

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0] 本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的一种超耐磨钻石釉配方，按重量百分比的配方成份组成如

下：

[0031] SiO263 .36％、Al2O314 .57％、Fe2O30 .07％、CaO8.62％、Mgo1 .43％、PbO1 .56％、

ZrO20.02％、BaO3.96％、ZnO4.96％、Tio2  1.43％、B2O30.023％。

[0032] 超耐磨钻石釉的生产工艺，采用如下步骤：

[0033] 步骤一：钻石熔块釉原料制备，采用如下步骤：

[0034] S1：按重量百分比取如下组成成份：SiO242 .95％、Al2O324 .2％、Fe2O30 .25％、

CaO7.92％、Mgo4.66％、K2O3.9％、Na2O1.4％、BaO2.6％、ZnO2.3％；

[0035] S2：将S1的组成成份导入搅拌机中，进行均匀搅拌，得混合料一；

[0036] S3：将S2中的混合料一，利用电动葫芦提升至熔块炉平台，进入喂料机中，再至熔

块炉中进行处理，反复试验调试，调节始熔温度为1095℃，熔融温度为1160℃时，形成半成

品料；

[0037] S4:将S3中的半成品料出料，通过冷水急冷，再经过质量检验后，形成成品熔块；

[0038] 步骤二：印刷釉的制备，采用如下步骤：

[0039] S1：按重量百分比的组成原料配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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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熔块85％、长石8％、高岭土4％、特殊原料一1.5％、特殊原料二1.5％；

[0041] S2：按S1中原料组成配比，导入球磨机中；

[0042] S3：经过S2的球磨机工作处理的釉浆，进行放浆、过筛、烘干，再进行打粉，浆料球

磨细度为200目全过，烧成温度为1200℃时，再通过高频振筛进行过筛，最后进行质量检验

形成耐磨度达2100-4500转，透明度好的钻石熔块超耐磨印花釉；钻石熔块超耐磨印花釉按

重量百分比的配方成份组成如下：SiO263 .36％、Al2O314 .57％、Fe2O30 .07％、CaO8.62％、

Mgo1.43％、PbO1.56％、ZrO20.02％、BaO3.96％、ZnO4.96％、Tio2  1.43％、B2O30.023％。

[0043] 进一步地，所述特殊原料一为刚玉材料。

[0044] 进一步地，所述特殊原料二：325目石英粉、立方碳化硅材料；325目石英粉和立方

碳化硅材料按重量百分比分别为1.35％和0.15％。本发明中的印花釉的釉浆的工艺参数如

下：

[0045]

[0046] 本发明在瓷砖面上施釉的工艺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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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本发明中的钻石熔块烧成工艺参数如下：

[0049]

[0050]

[0051] 本发明中的印花釉的烧成工序工艺参数如下:

[0052]

项目 参数

最高烧成温度(℃) 1205℃

烧成时间(分钟) 120分钟

保温时间间(分钟) 15分钟

[0053] 本发明中检测报告说明：

[0054] 检测项目:衍射半定量分析；检测标准：SY/T5163-2010；实验环境条件：25℃，65％

RH；报告编号：S9392/W170822-02；

[0055] 检测结果说明：本品大理石瓷砖的釉中的主物相含有钙长石7％、正长石8％、透长

石3％三种固溶体物质；对比样品市场上同类瓷砖中仅含有钙长石10％固溶体；

[0056] 其中：正长石是重要的造岩矿物，晶体属于单斜晶系，硬度为6-6.5，比重为2.56-

2.58，具有玻璃光泽。质量好的透明的正长石晶体可以用作宝石。而透长石属于正长石的一

个亚种，是正长石的高温变钟，属于单斜晶系，莫氏硬度6-6.5,通常无色，透明如水。故本发

明的大理石瓷砖的釉面中固溶体含量要高8％，这两种固溶体存在，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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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057] 从X衍射中还能直接看出，本产品大理石瓷砖釉中非晶相物质的含量为76％，而对

比样品市场上同类瓷砖中的非晶相物质的含量为89％。这里所谡非晶相物质即玻璃物质。

[0058] 因此本发明的大理石瓷砖釉中的固溶体物质明显高于对比样品市场上同类瓷砖，

固溶体物质含量越多，X衍射峰越强，对应产品的硬度和透明度越好。因此本发明中的大理

石熔块釉具有很高的耐磨度和很好的透明度，克服了传统瓷砖易刮花，不耐磨等缺陷，极大

地提高了产品的装修美观性能。

[0059] 为了提高瓷砖的耐磨度，研发了一种钻石熔块来解决瓷砖耐磨度问题，在研发过

程中，实验了多组熔块配方，分别用熔块1，熔块2，熔块3表示。通过研究配方的组成与成份，

以及分析它们的始熔温度、熔融温度，最后获得耐磨度高，透明度好的熔块配方。

[0060] 熔块配方组成(％)

[0061]

[0062] 因此采用2#方的组成配方最佳。

[0063] 本发明在研究过程中，对熔块始熔温度与熔融温度对比，进行实验，对比如下：

[0064]

[0065]

[0066] 由上表2#方的配方，发现该钻石熔块粒始熔温度在1095℃，熔融温度1160℃。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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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熔块粒始熔温度在945℃，熔融温度1020℃。因此，该项目采用高温慢烧技术可以获得产

品的透明度最好，产品发色最稳定，耐磨度最高(达4000转)。

[0067] 本发明的釉生产的全真大理石瓷砖，与当下市场上某品牌的产品相比：如图1、图2

为市场上某品牌大理石瓷砖(断面)图；图3、图4为本发明应用到全真大理石瓷砖上的断面

的图。二者之间可以形成对比，本产品更佳，重量更好。

[0068] 本发明中涉及的设备有如下：喂料机、搅拌机、熔块炉、球磨机、沉附缸、高步振筛、

釉线、丝网印花机、喷墨机、烧成炉。上述均为现有设备。

[0069] 本发明的优点如下：

[0070] (1)钻石熔块及超耐磨印花釉应用于大理石瓷砖产品上后，使大理石瓷砖产品的

表面耐磨度达2100-4500转；

[0071] (2)钻石熔块及超耐磨印花釉应用于大理石瓷砖产品上，在印花过程中可以实现

6-12道丝网印花技术，使产品具有丰富的图案，纹理细腻，具有与天然大理石一样逼真的效

果，装修效果自然流畅。

[0072] (3)使陶瓷行业步入“全真大理石”瓷砖阶段，让家装的装修艺术水平及美观效果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0073] (4)超耐磨钻石釉被应用于全真大理石瓷砖上后，解决了传统上瓷砖不耐磨的问

题，对于未来的市场，将会拥有更多的青睐者；第二，釉面更透明，使得产品的图案丰富多

彩，完全达到与天然大理石一样逼真的效果。一般天然大理石价格在4500～8000元/m2，而

全真大理石瓷砖价格101元/m2。如果家装中用全真大理石瓷砖代替天然大理石，将会节省

很大的装修成本，而装修效果却与天然大理石接近，完全值得在行业中大力推广。第三，天

然大理石瓷砖采用了很多珍贵的稀缺天然矿产资源，过渡的使用天然大理石石材，导致珍

惜矿产资源严重缺失。“全真大理石”瓷砖采用普通的陶瓷原料，有效变废为宝，达到了既环

保又经济实用的作用。

[0074] (5)经济效益预算：钻石熔块及超耐磨印花釉应用于“全真大理石”瓷砖上，根据产

品的市场供求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尺寸为600*900mm、800*800mm、600*600mm规格的“全

真大理石”瓷砖出厂价格为65元/片。

[0075] “全真大理石”瓷砖与市场瓷砖产品成本和出厂价对比：

[0076]

[0077] 主要经济项目预测分析(单窑/年)“全真大理石”瓷砖总产量为：225万m2，总成本

为3000万元，销售收入为：14625万元，税收入为12138万元，毛利润为：9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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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特征及原

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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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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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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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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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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