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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及其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比原料：底釉：低温熔块

21％—23％、钾长石粉17％—19％、石英粉

14％—16％、方解石粉12％—14％、硅灰石粉

3％—5％、煅烧滑石粉1％—3％、碳酸钡6％—

8％、氧化锌6％—8％、龙岩土6％—8％、硅酸锆

3‑8％；面釉：低温熔块26％—28％、钠长石粉

16％—18％、石英粉16％—18％、方解石粉

13％—16％、白云石粉1％—3％、碳酸钡7％—

10％、氧化锌1％—4％、龙岩土4％—6％、硅酸锆

3％—7％，色剂3％—10％，本发明利用釉层之间

的流动差产生反应效果，底釉对面釉产生熔蚀作

用，与釉层流动效果叠加，形成更加丰富的反应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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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其特征是，包括以下重量比原料：

底釉：低温熔块21％—23％、钾长石粉17％—19％、石英粉14％—16％、方解石粉

12％—14％、硅灰石粉3％—5％、煅烧滑石粉1％—3％、碳酸钡6％—8％、氧化锌6％—8％、

龙岩土6％—8％、硅酸锆3‑8％；

面釉：低温熔块26％—28％、钠长石粉16％—18％、石英粉16％—18％、方解石粉

13％—16％、白云石粉1％—3％、碳酸钡7％—10％、氧化锌1％—4％、龙岩土4％—6％、硅

酸锆3％—7％，色剂3％—1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其特征是，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原料：

底釉：低温熔块22％、钾长石粉18％、石英粉15％、方解石粉13％、硅灰石粉4％、煅烧滑

石粉2％、碳酸钡7％、氧化锌7％、龙岩土7％、硅酸锆5％；

面釉：低温熔块27％、钠长石粉17％、石英粉17％、方解石粉15％、白云石粉2.5％、碳酸

钡8.5％、氧化锌2.5％、龙岩土4.5％、硅酸锆3％，色剂3％。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其特征是，所述色剂为镨黄、钒蓝或银

灰。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

为，将底釉和面釉各原料按照重量百分比称料混合，加入适量水，湿法球磨，过筛，调整至适

合浓度，得到釉浆；然后采用浸釉法将底釉附着于坯体上，干燥后再采用喷釉法将面釉均匀

附着于底釉上，再次烘干后，烧成，最高温度为1180‑1210℃，烧制气氛为氧化气氛，得到双

层流动差反应釉。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底釉釉浆浓度控制在46—50波美度。

6.如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面釉釉浆浓度控制在53—60波美度。

7.如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釉浆出球后过160目筛，并用除铁棒进

行除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645597 B

2



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和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陶瓷釉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到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醴陵地区作为炻瓷的发源地，其产品丰富多彩，多以色釉瓷产品为主，涵盖普通单

色釉产品，窑变釉，反应釉产品等，现窑变釉，反应釉产品在炻瓷产品领域大行其道，受到市

场的热烈追捧和喜欢。

[0003] 本公司于2019年申请并公开了专利申请号为201911308602.2的专利，公开了颗粒

状双层反应釉，包括以下组份及各自重量份：

[0004] 底釉：钠长石30‑40份，石英5‑15份，硅灰石5‑15份，煅烧氧化铝2‑6份，高岭土25‑

35份，色剂15‑25份；

[0005] 面釉：高硼熔块35‑45份，石英15‑25份，硅灰石5‑10份，锂辉石5‑15份，煅烧氧化锌

10‑20份，高岭土5‑15份，煅烧滑石5‑10份，钛白粉5‑10份，硅酸锆5‑15份。

[0006] 其利用的是硅酸钛、氧化镁等的溶解能力不同，产生颜色差别，得到各种不同颜色

的陶瓷制品。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及其制备方法，利用釉层

之间的流动差产生反应效果，并在底釉中大量引入高温分解产生气体的原料，通过底釉气

体的溢出过程，在釉层上形成更大的反应点，另外通过底釉与面釉的始熔点温度差异，使底

釉对面釉产生熔蚀作用，与釉层流动效果叠加，形成更加丰富的反应效果。

[0008] 本发明的内容包括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包括以下重量比原料：

[0009] 底釉：低温熔块21％—23％、钾长石粉17％—19％、石英粉14％—16％、方解石粉

12％—14％、硅灰石粉3％—5％、煅烧滑石粉1％—3％、碳酸钡6％—8％、氧化锌6％—8％、

龙岩土6％—8％、硅酸锆3‑8％；

[0010] 面釉：低温熔块26％—28％、钠长石粉16％—18％、石英粉16％—18％、方解石粉

13％—16％、白云石粉1％—3％、碳酸钡7％—10％、氧化锌1％—4％、龙岩土4％—6％、硅

酸锆3％—7％，色剂3％—10％。

[0011] 优选的，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原料：

[0012] 底釉：低温熔块22％、钾长石粉18％、石英粉15％、方解石粉13％、硅灰石粉4％、煅

烧滑石粉2％、碳酸钡7％、氧化锌7％、龙岩土7％、硅酸锆5％；

[0013] 面釉：低温熔块27％、钠长石粉17％、石英粉17％、方解石粉15％、白云石粉2.5％、

碳酸钡8.5％、氧化锌2.5％、龙岩土4.5％、硅酸锆3％，色剂3％。

[0014] 色剂优选为镨黄、钒蓝或银灰，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颜色。

[0015]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的制备方法，步骤为，将底釉和面釉各原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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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重量百分比称料混合，加入适量水，湿法球磨，过筛，调整至适合浓度，得到釉浆；然后采

用浸釉法将底釉附着于坯体上，干燥后再采用喷釉法将面釉均匀附着于底釉上，再次烘干

后，烧成，最高温度为1180‑1210℃，烧制气氛为氧化气氛，得到双层流动差反应釉。

[0016] 优选的，所述底釉与面釉的釉浆细度要求为：通过325目筛网后筛余量0.1％—

0.2％。釉浆浓度为46—50波美度。所述球磨方式为：配方中各组分按照百分比称取混合后

的干料、球石和水按照1:2:0.5的重量比混合投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根据料石

水的重量以及要求的细度而定，釉浆出球后过160目筛，并用除铁棒进行除铁，用水或电解

质调整至适合的浓度。所述坯料为素烧坯，素烧温度780—850℃，将坯料浸入底釉后，送入

烘箱干燥，干燥的温度为55‑70℃，待底釉干燥之后取出，再采用喷釉法将面釉喷与底釉上，

面釉的浓度控制在53—60波美度，然后再次送入烘箱干燥。

[0017] 本发明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配方中各原料的化学成分分析如表1所示。

[0018] 表1各原料的化学成分分析表

[0019] 组分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 Na2O B2O3 ZnO

低温熔块 55.0 7.5     10.5   6.5 7.5 13.0  

钾长石 73.06 14.72 0.28 0.02 0.36 0.02 8.74 2.28    

钠长石 71.26 17.53 0.1   0.37   0.14 9.56    

石英 98.56 0.57 0.12       0.15      

方解石     0.08   54.06 0.55 0.08 0.08    

硅灰石 51.11   0.27   43.24 1.29   0.07    

氧化锌                   99.34

滑石 63.85   0.2   4.93 30.61        

白云石     0.07   30.96 19.45   0.08    

龙岩土 55.2 30.15 1.28 0.15 0.18 0.24 3.86 0.39    

[0020] 低温熔块：是釉中的主要熔剂，其助熔作用强，光泽度高，能增加釉的高温流动性。

[0021] 钾长石粉：作为釉中的主要熔剂使用，能降低釉的熔融温度和黏度，钾长石的熔融

温度范围宽，化学稳定性较强，有利于烧成的控制和防止制品变形。

[0022] 钠长石：作为釉中的熔剂使用，钠长石的助熔作用强，溶解速度快，可使釉的光泽、

透明度提高。

[0023] 方解石粉：其主要成分为CaCO3，烧制过程中分解为CaO，能降低釉的熔融温度，降

低釉的高温黏度，促使胎釉中间层生产，增加釉的弹性，防止釉面龟裂，防止秃釉、堆釉，本

发明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主要反应机理为釉层的流动，方解石对加大釉层流动性起到很大

作用，但理论上方解石在釉中的用量不超过18％，否则容易引起釉面的冷炸。

[0024] 石英粉：石英是釉中二氧化硅的主要来源，把石英加到釉中，可提高釉面的耐磨

性、硬度、白度、透明度以及化学稳定性。

[0025] 硅灰石：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能够降低釉的流动性和弹性，本发明中在

方解石用量接近临界点时加入硅灰石作为氧化钙引入的补充，进一步加大釉层的流动性

能。

[0026] 煅烧滑石粉主要成分为MgO，能够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和膨胀系数，提高釉的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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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白云石：白云石是碳酸钙和碳酸镁的复盐，主要作为釉的助熔原料，借以提高釉面

的光泽度和透明度。

[0028] 氧化锌：为工业用氧化锌，在釉中可以起到助熔作用，降低膨胀，防止开裂，增加光

泽度和白度，对弹性产生有利影响，增大成熟温度范围。

[0029] 碳酸钡：BaCO3含量不低于99.8％，在一定条件下能成为比其他碱土金属更强的助

熔剂，并提高釉面光泽度和硬度。

[0030] 所述龙岩土：引入AL2O3和SiO2等物质，使釉浆具有悬浮性和稳定性，提高釉料的熔

融温度。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的釉面反应效果区别于一般的

反应釉的效果，其装饰效果较好，釉面柔和丰富，反应效果稳定，适应于大批量生产。本发明

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主要利用釉层之间的流动差产生反应效果，并在底釉中大量引入高温

分解产生气体的原料，通过底釉气体的溢出过程，在釉层上形成更大的反应点，另外通过底

釉与面釉的始熔点温度差异，使底釉对面釉产生熔蚀作用，与釉层流动效果叠加，形成更加

丰富的反应效果。

[0032] 本发明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其釉面效果丰富，颜色多变，反应效果稳定，釉面硬

度，热稳定性，铅镉溶出等均达到日用陶瓷的相关标准，能够适应于低温辊道窑烧成，实现

批量化稳定生产。

[0033] 本发明为一种双层流动差反应釉，通过引入大量的熔剂及碱土金属，降低釉的始

熔点温度和高温黏度，加大釉层熔融之后的流动性。在烧制过程中，底釉的熔融点温度低于

面釉，在底釉熔融之后，面釉未完全熔融，底釉的熔融和流动对面釉产生熔蚀效果，使部分

面釉熔融于底釉中，使面釉出现一种自然反应效果。待面釉也完全熔融之后，底釉与面釉都

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并且底釉的流动性大于面釉，两釉层之间存在流动差，将反应效果加剧

并出现流动拉丝效果。在高温区釉层持续流动，反应效果持续加剧，随着温度变化，进入冷

却阶段，釉层开始凝结固化，釉层停止流动和反应，反应效果随着釉层凝结而固化。出窑后

即产生本发明的双层流动差反应釉釉面效果。

[0034] 本发明主要通过引进低温熔块，方解石，氧化锌，碳酸钡等强熔剂，加大釉层的流

动性能，并通过控制熔剂含量，调整底釉与面釉的始熔点温度，使釉层在烧成过程中底釉先

于面釉熔融，对面釉产生熔蚀作用。并引入龙岩土、石英调整釉料的膨胀系数和稳定性，保

证产品的性能。

[0035] 本发明的原理为：

[0036] 1、利用釉层之间的流动差产生反应效果，底釉的熔融温度高于面釉，先于面釉熔

融，釉层在熔融状态具有一定流动性和熔蚀性，底釉带动面釉流动，产生流动效果，另外由

于在配方中，底釉与面釉加入的熔剂量不同，且促进流动性的无机物含量也不同，如方解

石，烧锌等，造成底釉与面釉的高温流动性产生一定差异并造成流动差。

[0037] 2、并在底釉中大量引入高温分解产生气体的原料，通过底釉气体的溢出过程，在

釉层上形成更大的反应点，面釉中气体在熔融之前全部直接排出，并因为面釉高温熔融之

后流动性较好，使面釉中的排气孔得以流平，得到光亮的釉面。

[0038] 3、底釉中的锌含量远大于面釉中锌含量，另外底釉中石英含量低于面釉中石英含

量，致使底釉的始熔点温度低于面釉的始熔点温度，使底釉先于面釉熔融并对面釉产生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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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作用，与釉层流动效果叠加，形成更加丰富的反应效果。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发明的烧成曲线图。

[0040] 图2为实施例1的釉面效果图。

[0041] 图3为实施例2的釉面效果图。

[0042] 图4为对比例1的釉面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实施例1

[0044] 底釉按重量比：低温熔块22％、钾长石粉18％、石英粉15％、方解石粉13％、硅灰石

粉4％、煅烧滑石粉2％、碳酸钡7％、氧化锌7％、龙岩土7％、硅酸锆5％；

[0045] 面釉：低温熔块27％、钠长石粉17％、石英粉17％、方解石粉15％、白云石粉2.5％、

碳酸钡8.5％、氧化锌2.5％、龙岩土4.5％、硅酸锆3％、银灰1.5％、钒蓝1％、艳黑0.5％，分

别加入到球磨坛中，并加入适量水，共同球磨。原料、球石、水的质量比为1:2:0.5，高铝球石

中，大球石、中球石、小球石的质量比为2:5.5:2.5，球磨时间18h，釉料出球后过120目筛网，

得到釉浆，将底釉加水调节至48波美度，面釉加水调整至56波美度，采用浸釉法将底釉釉浆

附于坯体上，在55℃—70℃下干燥1h—1.5h，干燥后，采用喷釉法将面釉均匀附于底釉上，

干燥0.5小时后将釉坯送入辊道窑烧成，烧成周期340min，窑炉最高真实温度1190℃，烧成

曲线如图1所示，烧成气氛为氧化气氛。最终得到的产品釉面效果如图2所示。其釉面反应效

果丰富，流动拉丝效果明显且适中，釉面光泽度好，各项理化性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有

较好的装饰效果。

[0046] 实施例2

[0047] 按重量比，底釉：低温熔块23％、钾长石粉18％、石英粉15％、方解石粉14％、硅灰

石粉4％、煅烧滑石粉2％、碳酸钡8％、氧化锌6％、龙岩土7％、硅酸锆3％；

[0048] 面釉：低温熔块26％、钠长石粉16％、石英粉17％、方解石粉13％、白云石粉2％、碳

酸钡10％、氧化锌4％、龙岩土5％、硅酸锆3％、艳黑1％、深海蓝2％、钒蓝1％，分别加入到球

磨坛中，并加入适量水，共同球磨。原料、球石、水的质量比为1:2:0.5，高铝球石中，大球石、

中球石、小球石的质量比为2:5.5:2.5，球磨时间18h，釉料出球后过120目筛网，得到釉浆，

将底釉加水调节至48波美度，面釉加水调整至56波美度，采用浸釉法将底釉釉浆附于坯体

上，在55℃—70℃下干燥1h—1.5h，干燥后，采用喷釉法将面釉均匀附于底釉上，干燥0.5小

时后将釉坯送入辊道窑烧成，烧成周期340min，窑炉最高真实温度1190℃，烧成曲线如图1

所示，烧成气氛为氧化气氛。最终得到的产品釉面效果如图3所示。其釉面反应效果较丰富，

各项理化性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0049] 对比例1

[0050] 按重量比：底釉：低温熔块18％、钾长石粉20％、石英粉18％、方解石粉10％、煅烧

滑石粉3％、硅灰石粉3％、碳酸钡5％、氧化锌12％、龙岩土6％、硅酸锆5％；

[0051] 面釉：低温熔块20％、钠长石粉20％、石英粉15％、方解石粉12％、白云石粉3％、碳

酸钡5％、氧化锌10％、龙岩土5％、硅酸锆5％、银灰3.5％、钒蓝1％、艳黑0.5％，分别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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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磨坛中，并加入适量水，共同球磨。原料、球石、水的质量比为1:2:0.5，高铝球石中，大球

石、中球石、小球石的质量比为2:5.5:2.5，球磨时间18h，釉料出球后过120目筛网，得到釉

浆，将底釉加水调节至48波美度，面釉加水调整至56波美度，采用浸釉法将底釉釉浆附于坯

体上，在55℃—70℃下干燥1h—1.5h，干燥后，采用喷釉法将面釉均匀附于底釉上，干燥0.5

小时后将釉坯送入辊道窑烧成，烧成周期340min，窑炉最高真实温度1190℃，烧成曲线如图

1所示，烧成气氛为氧化气氛。最终得到的产品釉面效果如图4所示。对比例1中的双层反应

釉为醴陵地区现有的一种流动差反应釉，从釉面效果分析，其反应效果较模糊，各项理化性

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流动效果不明显，釉面死板，反应效果不均匀，出现上下层的反应效

果差，不利于生产。

[0052]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以上任何实施例的讨论仅为示例性的，并非

旨在暗示本公开的范围(包括权利要求)被限于这些例子；在本公开的思路下，以上实施例

或者不同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之间也可以进行组合，步骤可以以任意顺序实现，并存在如

上所述的本申请中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不同方面的许多其它变化，为了简明它们没有在细

节中提供。

[0053] 本申请中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宽泛范围之内的所有

这样的替换、修改和变型。因此，凡在本申请中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

的任何省略、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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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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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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