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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陶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

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及其制

备工艺。该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

瓷，包括陶瓷坯体，所述陶瓷坯体的原料包括改

性介福高岭土、德化高岭土、石英、蒙脱土、钾长

石、高温熔块、磷酸三钙。本发明提供的利用改性

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引入了改性处理的介

福高岭土作为原料，克服了德化高岭土质较软，

含铁量比较低，而含钾量高的问题，所制成的玉

白瓷瓷质高洁无瑕，细腻纯净，可不上釉，胎体细

密，可用满足艺术陶瓷和日用陶瓷的制作，降低

了传统玉白瓷的生产成本，利用了低质的介福高

岭土，对带动德化陶瓷产区的发展、玉白瓷的推

广具有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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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包括陶瓷坯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坯体

的原料重量份如下：改性介福高岭土30-40份、德化高岭土10-20份、石英20-30份、蒙脱土

10-15份、钾长石10-15份、高温熔块10-15份、磷酸三钙1-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介

福高岭土的按质量含量计指标要求如下：SiO2  62％-65％，Al2O3  11％-13％，Fe2O3  1.3％-

1.6％，CaO  0.5％-2％,K2O  1.8％-1.5％，Na2O  0.8％-1.1％。

3.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坯体

的原料重量份如下：改性介福高岭土31份、德化高岭土11份、石英23份、蒙脱土12份、钾长石

14份、锆英石6份、磷酸三钙3份。

4.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

熔块按质量百分比，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16.9％、长石12.6％、铅丹24.5％、石灰石6.8％、

碳酸钡2.6％、碳酸钠9.8％、锆英石18.2％、硼酸8.6％。

5.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制作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

玉白瓷，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制备改性介福高岭土待用；

步骤2，按照玉白瓷的原料组分进行称重，制成陶瓷坯体的泥料；

步骤3，将陶瓷坯体的泥料制成坯体，在坯体上施釉，等待釉面干燥；

步骤4，将陶瓷坯体放入窑炉中，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215-1225℃，获得玉白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对制备改性介福高岭土的改性方法如下，

S1，将介福高岭土粉碎、除铁后，调制成浓度40-50％的浆料；

S2，加入无水碳酸钠和三聚磷酸盐混合溶液，充分搅拌后得到悬浮液；

S3，将悬浮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设置微波功率、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反应结束后收

集沉淀物；

S4，然后将清洗后的沉淀物在800℃-1000℃温度下进行煅获得改性介福高岭土。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S2中无水碳酸钠和三聚磷酸盐混合溶液的比为2：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S3中，微波反应器的微波功率为900-1000W，反应温度为75-80℃，反应时间为2-3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S3中，将悬浮液置于微波反应器前，在悬浮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钴，所述氢氧化钴

与悬浮液的质量比为1∶1000-1∶2000。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

于，步骤4中，烧制工艺如下：

低温预热，窑炉经20－30分钟由常温升至300℃；

升温阶段，窑经2-3小时从300℃升温至830－860℃；

匀速升温，窑炉内经4-5小时匀速升温至1100℃；

烧成保温阶段，窑炉在氧化气氛下，经2-3小时缓慢升温至烧成温度，并保持在烧成温

度2-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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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速降温，窑炉经过4-5小时降温至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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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

瓷及其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德化窑系的玉白瓷具有白度好，光泽度高，热稳定性强，耐温、耐压、耐磨耐腐蚀等

特点，另具有釉色纯净温润、致密度高，透光度好等理化特色。德化窑系的玉白瓷具有优良

的性能主要依赖于德化县境内的优质高岭土，据化验，德化白釉和瓷胎中所含氧化铁和氧

化钛等杂质极少，因而釉色纯净，光泽莹润，有如凝脂、象牙，所含二氧化硅与钾、钠都较高，

所以烧成后玻璃相比较多，致密度、透光度良好等特点。但随着德化县境内的高岭土矿日渐

枯竭，现存的德化高岭土价格高、产量低，德化高岭土的原料的供应链愈加紧张。

[0003] 介福乡位于永春县与德化交界，高岭土储量丰富,已查明为3000万吨，但永春介福

高岭土系石英斑岩脉风化而成。矿石疏松,岩矿鉴定及电镜扫描分析表明,主要矿物为:埃

洛石,电镜下呈空芯管状,常与铝石伴生，温常压下失去晶胞,厚度减至0.73-0.79μm,电镜

下由透明至不透明粒状,X衍射特征明显；针铁矿中α-Fe2O3单晶少见,结构呈针状或鳞片状,

一般呈土状结构集合体，但介福高岭土中、钙、镁等元素的含量都很低,体现了其优质的一

面，Al2O3仅15％左右、Fe2O3杂质含量高,有的高达2.85％,白度只有60％,这样的高岭土属

低级瓷泥,如果能利用介福的高岭土，制备德化玉白瓷，不但能降低玉白瓷的生成成本，对

推广德化陶瓷产区的区域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

及其制备工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

玉白瓷，包括陶瓷坯体，所述陶瓷坯体的原料重量份如下：改性介福高岭土30-40份、德化高

岭土10-20份、石英20-30份、蒙脱土10-15份、钾长石10-15份、高温熔块10-15份、磷酸三钙

1-5份。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改性介福高岭土的按质量含量计指标要求如下：SiO2  62％-65％，

Al2O3  11％-13％，Fe2O3  1 .3％-1 .6％，CaO  0 .5％-2％,K2O  1 .8％-1 .5％，Na2O  0 .8％-

1.1％。

[0007] 进一步的，陶瓷坯体的原料重量份如下：改性介福高岭土31份、德化高岭土11份、

石英23份、蒙脱土12份、钾长石14份、锆英石6份、磷酸三钙3份。

[0008] 进一步的，高温熔块按质量百分比，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16.9％、长石12.6％、铅

丹24.5％、石灰石6.8％、碳酸钡2.6％、碳酸钠9.8％、锆英石18.2％、硼酸8.6％。

[0009] 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制作上述的玉白瓷，具体步

骤如下：

说　明　书 1/3 页

4

CN 112028605 A

4



[0010] 步骤1，制备改性介福高岭土待用；

[0011] 步骤2，按照玉白瓷的原料组分进行称重，制成陶瓷坯体的泥料；

[0012] 步骤3，将陶瓷坯体的泥料制成坯体，在坯体上施釉，等待釉面干燥；

[0013] 步骤4，将陶瓷坯体放入窑炉中，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215-1225℃，获得玉白瓷。

[0014] 进一步的，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对制备改性介福高岭土的改性方法如下，

[0015] S1，将介福高岭土粉碎、除铁后，调制成浓度40-50％的浆料；

[0016] S2，加入无水碳酸钠和三聚磷酸盐混合溶液，充分搅拌后得到悬浮液；

[0017] S3，将悬浮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设置微波功率、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反应结束

后收集沉淀物；

[0018] S4，然后将清洗后的沉淀物在800℃-1000℃温度下进行煅获得改性介福高岭土。

[0019] 进一步的，所述S2中无水碳酸钠和三聚磷酸盐混合溶液的比为2：3。

[0020] 进一步的，所述S3中，微波反应器的微波功率为900-1000W，反应温度为75-80℃，

反应时间为2-3小时。

[0021] 进一步的，所述S3中，将悬浮液置于微波反应器前，在悬浮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氢氧

化钴，所述氢氧化钴与悬浮液的质量比为1∶1000-1∶2000。

[0022] 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步骤4中，烧制工艺如下：

[0023] 低温预热，窑炉经20－30分钟由常温升至300℃；

[0024] 升温阶段，窑经2-3小时从300℃升温至830－860℃；

[0025] 匀速升温，窑炉内经4-5小时匀速升温至1100℃；

[0026] 烧成保温阶段，窑炉在氧化气氛下，经2-3小时缓慢升温至烧成温度，并保持在烧

成温度2-3小时；

[0027] 匀速降温，窑炉经过4-5小时降温至常温。

[0028] 本发明提供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引入了改性处理的介福高岭土

作为原料，介福高岭土的改性,主要是提高其白度、亮度、表面化学活性及与德化高岭土的

相容性，同时改性介福高岭土的加入克服了德化高岭土质较软，含铁量比较低，而含钾量高

的问题，所制成的玉白瓷瓷质高洁无瑕，细腻纯净，可不上釉，胎体细密，可用满足艺术陶瓷

和日用陶瓷的制作，降低了传统玉白瓷的生产成本，利用了低质的介福高岭土，对带动德化

陶瓷产区的发展、玉白瓷的推广具有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0] 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包括陶瓷坯体，所述陶瓷坯体的原料重

量份如下：改性介福高岭土30-40份、德化高岭土10-20份、石英20-30份、蒙脱土10-15份、钾

长石10-15份、高温熔块10-15份、磷酸三钙1-5份；

[0031] 其中，改性介福高岭土的按质量含量计指标要求如下：SiO2  62％-65％，Al2O3 

11％-13％，Fe2O3  1.3％-1.6％，CaO  0.5％-2％,K2O  1.8％-1.5％，Na2O  0.8％-1.1％；

[0032] 高温熔块按质量百分比，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16.9％、长石12.6％、铅丹24.5％、

石灰石6.8％、碳酸钡2.6％、碳酸钠9.8％、锆英石18.2％、硼酸8.6％；

[0033] 优选的，陶瓷坯体的原料重量份如下：改性介福高岭土31份、德化高岭土11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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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23份、蒙脱土12份、钾长石14份、锆英石6份、磷酸三钙3份。

[0034] 一种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的制作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35] 步骤1，制备改性介福高岭土待用；

[0036] 步骤2，按照玉白瓷的原料组分进行称重，制成陶瓷坯体的泥料；

[0037] 步骤3，将陶瓷坯体的泥料制成坯体，在坯体上施釉，等待釉面干燥；

[0038] 步骤4，将陶瓷坯体放入窑炉中，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215-1225℃，获得玉白瓷。

[0039] 步骤1中，对制备改性介福高岭土的改性方法如下，

[0040] S1，将介福高岭土粉碎、除铁后，调制成浓度40-50％的浆料；

[0041] S2，加入无水碳酸钠和三聚磷酸盐混合溶液，无水碳酸钠和三聚磷酸盐混合溶液

的比为2：3，充分搅拌后得到悬浮液；

[0042] S3，在悬浮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钴，所述氢氧化钴与悬浮液的质量比为1∶

1000-1∶2000，将悬浮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设置微波反应器的微波功率为900-1000W，反应

温度为75-80℃，反应时间为2-3小时反应结束后收集沉淀物；

[0043] S4，然后将清洗后的沉淀物在800℃-1000℃温度下进行煅获得改性介福高岭土，

烧制工艺如下：

[0044] 低温预热，窑炉经20－30分钟由常温升至300℃；

[0045] 升温阶段，窑经2-3小时从300℃升温至830－860℃；

[0046] 匀速升温，窑炉内经4-5小时匀速升温至1100℃；

[0047] 烧成保温阶段，窑炉在氧化气氛下，经2-3小时缓慢升温至烧成温度，并保持在烧

成温度2-3小时；

[0048] 匀速降温，窑炉经过4-5小时降温至常温。

[0049] 本发明提供的利用改性介福高岭土制备的玉白瓷，引入了改性处理的介福高岭土

作为原料，介福高岭土的改性,主要是提高其白度、亮度、表面化学活性及与德化高岭土的

相容性，改性后的介福高岭土呈灰白色的细片状粉末，三斜晶型，具有准六角形构型，比重

为2.6、硬度为莫氏1.3、折光指数为1.34，能与德化高岭土进行很好的相容，同时改性介福

高岭土的加入克服了德化高岭土质较软，含铁量比较低，而含钾量高的问题，经检测，吸水

率小于0.3％，热稳定性从180-20℃热交换一次不裂，所制成的玉白瓷瓷质高洁无瑕，细腻

纯净，可不上釉，胎体细密，可用满足艺术陶瓷和日用陶瓷的制作，降低了传统玉白瓷的生

产成本，利用了低质的介福高岭土，对带动德化陶瓷产区的发展、玉白瓷的推广具有积极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50]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

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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