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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墙体装饰与保温一体的陶

瓷装饰材料技术领域，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

板，将各种原料按重量百分比加入球磨机：透辉

石4~15%、陶瓷废料、大理石矿废料、金矿废料15~
65%、溶剂原料20~60%、可塑性粘土类10~45%、高

岭土类15~30%及成孔剂、解胶剂和水，水按总原

料重量的50~60%加入，解胶剂按原料总重量的

0.6~1%加入将球磨后泥浆细度达到0.1~0.5%时，

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采用数码全真临摹天

然石材纹理，100%还原天然珍稀石材风采，陶瓷

板内部结构为独立单元的蜂窝结构，保温性好，

陶瓷板采用3D喷墨技术、更加立体细腻，该蜂窝

结构高强度陶瓷板，通过压滤机将原料中混入的

有害的可溶性盐类滤去，从而改善料浆的稳定

性，使烧成的陶瓷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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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按下列步骤操作生产：

（1）、按照设计配方（透辉石4~15%、陶瓷废料、大理石矿废料、金矿废料15~65%、溶剂原

料20~60%、可塑性粘土类10~45%、高岭土类15~30%及成孔剂、解胶剂和水）将所需原料装入

球磨机，进行混合球磨形成泥浆；

（2）、将球磨达标的泥浆除铁，过筛入精浆池；

（3）、将精浆池的泥浆泵入干燥塔造粒，制粉；

（4）、用压机将粉料成型入干燥塔；

（5）、将干燥好的坯体施釉，上色，干粒后入烧成窑，在1160~1220℃的温度下烧成；

（6）、烧成好的瓷板按尺寸要求切割，分级入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6）步烧成好

的瓷板比重为1.70~1.95g/cm3，吸水率≤0.5%，抗折强度≥28MPa，内部结构全部为蜂窝结

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1）步的配方

中的陶瓷废料可以是瓷砖的磨边料，也可以是废瓷砖的破碎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1）步的配方

中的溶剂原料可以是钾长石，钠长石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1）的步配方

中的可塑性粘土可以是黑泥、黄泥、高岭土白泥，膨润土中的一种，也可以几种的混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1）步的配方

中的成孔剂细度为1~100μm的细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5）步的施釉

可分为无光和有光或其他色釉，无光要求光泽度小于3.0，其釉面厚度为0.1~1.0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5）步的上色

采用用3D喷墨机，不用丝网印刷。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4）步形成的

干料要求高温低温两种，并施以固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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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墙体装饰与保温一体的陶瓷装饰材料技术领域，具体为蜂窝结构

轻质高强陶瓷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用于建筑的外墙装饰材料由于存在很多缺陷，如：<一>易燃、有毒、耐候

性差、物理化学不稳定，易老化。<二>易变形，使用寿命短。<三>安全性差、易开裂。<四>装饰

色彩单一，效果单调等。本发明参考由EOTA（欧洲技术标准审批组织）发布的外墙装饰标准，

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研发了这款建筑用装饰材料：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

发明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具备将有机或者天然

大理石等装饰材料的优点集于本发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004] （二）技术方案

为实现上述高强度和高保湿性的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蜂窝结构轻质高强

陶瓷板，将各种原料按重量百分比加入球磨机：透辉石4~15%、陶瓷废料、大理石矿废料、金

矿废料15~65%、溶剂原料20~60%、可塑性粘土类10~45%、高岭土类15~30%及成孔剂、解胶剂

和水，水按总原料重量的50~60%加入，解胶剂按原料总重量的0.6~1%加入将球磨后泥浆细

度达到0.1~0.5%时，停止球磨，泥浆除铁过60~80目筛将过好筛的泥浆通过干燥塔制粉，粉

料水份控制在8~9%的范围将粉料送入压机模具中用7200N大吨位压机成型，成型后干燥，降

到水份小于0.5%将干燥好的坯体施釉，用3D喷墨机设计图案后加干粒入烧成窑再将坯体在

1160~1220℃温度下烧制，全程约120~180分钟，冷却后切割。

[0005] 优选的，所述配方中的陶瓷废料可以是瓷砖的磨边料，也可以是废瓷砖的破碎料。

[0006] 优选的，所述配方中的溶剂原料可以是钾长石，钠长石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料。

[0007] 优选的，所述配方中的可塑性粘土可以是黑泥、黄泥、高岭土白泥，膨润土中的一

种，也可以几种的混合。

[0008] 优选的，所述施釉可分为无光和有光或其他色釉，无光要求光泽度小于3.0，其釉

面厚度为0.1~1.0mm。

[0009] 优选的，所述成孔剂的细度为1~100μm，成孔剂可以非常均匀的分散于陶瓷基料中

形成孔源，随着烧成湿度的提高，当烧制温度达到340℃时，成孔剂开始分解反应，放出二氧

化碳等气体，而这时坯体已经烧结并由大量的高温粘稠液相（玻璃相）形成，分解的气体因

此被封在胚胎中，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成孔剂继续分解，气体膨胀压力也随之升高，气孔

增大，坯胎随之膨胀，当烧成温度和时间达到设定值时，气体膨胀到一定体积后被封在坯胎

中而保持平衡，冷却后在坯胎中形成无数个相互独立的小气孔单元，即蜂窝结构的微孔。

[0010] 优选的，所述干料要求高温低温两种，并施以固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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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三）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1、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通过成孔剂使陶瓷板内部形成独立单元结构蜂窝状的气

室，大大的提高了陶瓷板的结构强度、节省了原材料的消耗同时还具有隔音和隔热的效果

和具有保湿性。

[0012] 2、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制成后具备玻化度高（吸水率<

0.5%），耐酸碱、防水渗、不老化、化学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

[0013] 3、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制成后具备抗冻性好、不变形、不

开裂、无辐射、安全、质量轻、易安装及色彩丰富。

[0014] 4、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采用数码全真临摹天然石材纹理，100%还原天然珍

稀石材风采，陶瓷板内部结构为独立单元的蜂窝结构，保温性好，陶瓷板采用3D喷墨技术、

更加立体细腻。

[0015] 5、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表面采用一次烧复合技术，整体采用大吨位压机成

型，高温煅烧，产品理化性能稳定。

[0016] 6、该蜂窝结构高强度陶瓷板，表面采用净荷技术，不易沾附灰尘，污垢，具有水冲

自洁能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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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实施例一：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先将10%的透辉石、18%的膨润土、21%的废瓷

砖料、17%的高岭土、25%的金矿废料、大理石矿废料、8%的伊利石、1%的成孔剂、55%的水（外

加）及0.8%的解胶剂（外加）入磨，球磨到细度为0.3±0.2%（250目筛上），将球磨后泥浆细度

达到0.1~0.5%时，停止球磨，泥浆除铁过60~80目筛，将过好筛的泥浆通过干燥塔制粉，粉料

水份控制在8~9%的范围，再将粉料送入压机模具中用7200N大吨位压机成型，整体采用大吨

位压机成型，高温煅烧，产品理化性能稳定，成型后干燥，降到水份小于0.5%，将干燥好的坯

体施釉，用3D喷墨机设计图案后加干粒入烧成窑，采用数码全真临摹天然石材纹理，100%还

原天然珍稀石材风采，陶瓷板内部结构为独立单元的蜂窝结构，保温性好，陶瓷板采用3D喷

墨技术、更加立体细腻，表面采用净荷技术，不易沾附灰尘，污垢，具有水冲自洁能力，入烧

成窑坯体水分一定要控制在0.8%以内，在温度为1120~1160℃之间，一定要缓慢升温，使成

孔剂充分分解，在此阶段需要50分钟左右，然后升到最高温1200℃保温15分钟后冷却，成孔

剂的细度为1~100μm，成孔剂可以非常均匀的分散于陶瓷基料中形成孔源，随着烧成湿度的

提高，当烧制温度达到340℃时，成孔剂开始分解反应，放出二氧化碳等气体，而这时坯体已

经烧结并由大量的高温粘稠液相（玻璃相）形成，分解的气体因此被封在胚胎中，随着温度

的继续升高，成孔剂继续分解，气体膨胀压力也随之升高，气孔增大，坯胎随之膨胀，当烧成

温度和时间达到设定值时，气体膨胀到一定体积后被封在坯胎中而保持平衡，冷却后在坯

胎中形成无数个相互独立的小气孔单元，即蜂窝结构的微孔，通过成孔剂使陶瓷板内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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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独立单元结构蜂窝状的气室，大大的提高了陶瓷板的结构强度、节省了原材料的消耗同

时还具有隔音和隔热的效果和具有保湿性，配方中的陶瓷废料可以是瓷砖的磨边料，也可

以是废瓷砖的破碎料，配方中的溶剂原料可以是钾长石，钠长石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料，配方

中的可塑性粘土可以是黑泥、黄泥、高岭土白泥，膨润土中的一种，也可以几种的混合，配方

中的成孔剂细度为1~100μm的细粉，施釉可分为无光和有光或其他色釉，无光要求光泽度小

于3.0，其釉面厚度为0.1~1.0mm，干料要求高温低温两种，有利于调节温度，并施以固定剂。

[0019] 此产品容重1.85，抗折强度≥30MPa，吸水率小于0.5%。

[0020] 实施例二：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将原料按6%的透辉石、16%的膨润土、35%的

废瓷砖料（或磨边料）、大理石矿废料、金矿废料、14%的高岭土、20%的钾长石、8%的伊利石、

1.3%的成孔剂、55%的水（外加）及0.7%的解胶剂（外加），球磨到细度为0.3±0.2%（250目筛

上），将过好筛的泥浆通过干燥塔制粉，粉料水份控制在8~9%的范围，再将粉料送入压机模

具中用7200N大吨位压机成型，整体采用大吨位压机成型，高温煅烧，产品理化性能稳定，成

型后干燥，降到水份小于0.5%，将干燥好的坯体施釉，用3D喷墨机设计图案后加干粒入烧成

窑，采用数码全真临摹天然石材纹理，100%还原天然珍稀石材风采，陶瓷板内部结构为独立

单元的蜂窝结构，保温性好，陶瓷板采用3D喷墨技术、更加立体细腻，表面采用净荷技术，不

易沾附灰尘，污垢，具有水冲自洁能力，入烧成窑坯体水分一定要控制在0.8%以内，在温度

为1120~1160℃之间，一定要缓慢升温，使成孔剂充分分解，在此阶段需要50分钟左右，然后

升到最高温1200℃保温15分钟后冷却，成孔剂的细度为1~100μm，成孔剂可以非常均匀的分

散于陶瓷基料中形成孔源，随着烧成湿度的提高，当烧制温度达到340℃时，成孔剂开始分

解反应，放出二氧化碳等气体，而这时坯体已经烧结并由大量的高温粘稠液相（玻璃相）形

成，分解的气体因此被封在胚胎中，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成孔剂继续分解，气体膨胀压力

也随之升高，气孔增大，坯胎随之膨胀，当烧成温度和时间达到设定值时，气体膨胀到一定

体积后被封在坯胎中而保持平衡，冷却后在坯胎中形成无数个相互独立的小气孔单元，即

蜂窝结构的微孔，通过成孔剂使陶瓷板内部形成独立单元结构蜂窝状的气室，大大的提高

了陶瓷板的结构强度、节省了原材料的消耗同时还具有隔音和隔热的效果和具有保湿性，

配方中的陶瓷废料可以是瓷砖的磨边料，也可以是废瓷砖的破碎料，配方中的溶剂原料可

以是钾长石，钠长石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料，配方中的可塑性粘土可以是黑泥、黄泥、高岭土

白泥，膨润土中的一种，也可以几种的混合，配方中的成孔剂细度为1~100μm的细粉，施釉可

分为无光和有光或其他色釉，无光要求光泽度小于3.0，其釉面厚度为0.1~1.0mm，干料要求

高温低温两种，有利于调节温度，并施以固定剂。

[0021] 此产品容重为1.75，抗折大于30MPa、吸水率小于0.5%。

[0022] 实施例三：蜂窝结构轻质高强陶瓷板，将原料按4%的透辉石、10%的膨润土、50%的

废瓷砖料（或磨边料）、大理石矿废料、金矿废料、18%的高岭土、8%的伊利石、9%的钾长石、

1.3%的成孔剂、55%的水（外加）及0.7%的解胶剂（外加）装入球磨中，磨到细度为0.3±0.2%

（250目筛上），将过好筛的泥浆通过干燥塔制粉，粉料水份控制在8~9%的范围，再将粉料送

入压机模具中用7200N大吨位压机成型，整体采用大吨位压机成型，高温煅烧，产品理化性

能稳定，成型后干燥，降到水份小于0.5%，将干燥好的坯体施釉，用3D喷墨机设计图案后加

干粒入烧成窑，采用数码全真临摹天然石材纹理，100%还原天然珍稀石材风采，陶瓷板内部

结构为独立单元的蜂窝结构，保温性好，陶瓷板采用3D喷墨技术、更加立体细腻，表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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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荷技术，不易沾附灰尘，污垢，具有水冲自洁能力，入烧成窑坯体水分一定要控制在0.8%

以内，在温度为1120~1160℃之间，一定要缓慢升温，使成孔剂充分分解，在此阶段需要50分

钟左右，然后升到最高温1200℃保温15分钟后冷却，成孔剂的细度为1~100μm，成孔剂可以

非常均匀的分散于陶瓷基料中形成孔源，随着烧成湿度的提高，当烧制温度达到340℃时，

成孔剂开始分解反应，放出二氧化碳等气体，而这时坯体已经烧结并由大量的高温粘稠液

相（玻璃相）形成，分解的气体因此被封在胚胎中，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成孔剂继续分解，

气体膨胀压力也随之升高，气孔增大，坯胎随之膨胀，当烧成温度和时间达到设定值时，气

体膨胀到一定体积后被封在坯胎中而保持平衡，冷却后在坯胎中形成无数个相互独立的小

气孔单元，即蜂窝结构的微孔，通过成孔剂使陶瓷板内部形成独立单元结构蜂窝状的气室，

大大的提高了陶瓷板的结构强度、节省了原材料的消耗同时还具有隔音和隔热的效果和具

有保湿性，配方中的陶瓷废料可以是瓷砖的磨边料，也可以是废瓷砖的破碎料，配方中的溶

剂原料可以是钾长石，钠长石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料，配方中的可塑性粘土可以是黑泥、黄

泥、高岭土白泥，膨润土中的一种，也可以几种的混合，配方中的成孔剂细度为1~100μm的细

粉，施釉可分为无光和有光或其他色釉，无光要求光泽度小于3 .0，其釉面厚度为0 .1~
1.0mm，干料要求高温低温两种，有利于调节温度，并施以固定剂。

[0023] 此产品容重为1.70，抗折大于28MPa，吸水率小于0.5%。

[002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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