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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陶瓷釉料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

到一种高温全瓷裂纹釉和制备方法，包括以下组

份及各自重量百分数原料：透明熔块27-33％，高

膨胀熔块15-23％，玻璃粉8-15％，钠长石粉4-

10％，高岭土5-10％，碳酸钡5-10％，碳酸锶5-

10％，石英粉3-5％，色剂1-5％，本发明加入碳酸

钡和碳酸锶，一方面增大了釉料的熔融范围，另

一方面降低了釉的熔融温度和粘度，使得釉面能

够以较低分量的高膨胀熔块和其他物料混合，达

到以前只有高膨胀熔块才能达到的效果，热稳定

性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同时产品的

理化性能达到国家标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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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全瓷裂纹釉，其特征是，包括以下组份及各自重量百分数原料：透明熔块

27-33％，高膨胀熔块15-23％，玻璃粉8-15％，钠长石粉4-10％，高岭土5-10％，碳酸钡5-

10％，碳酸锶5-10％，石英粉3-5％，色剂1-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全瓷裂纹釉，其特征是，包括以下组份及各自重量百分数原

料：透明熔块30％，高膨胀熔块21％，玻璃粉10％，钠长石粉9％，高岭土7％，碳酸钡7％，碳

酸锶9％，石英粉4％，色剂3％。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温全瓷裂纹釉，其特征是，所述色剂为银灰、钴蓝、孔雀绿

中的一种或多种。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高温全瓷裂纹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为：

1)按各组份备料，将原料、高铝球石和水混合，湿法球磨，得到釉料；

2)釉料过100目筛得到釉浆，加水调节釉浆的浓度；

3)将釉浆均匀喷在釉坯上，喷好釉后干燥，烧成，最高温度为1280-1320℃，烧成周期7-

7.5小时，得到高温全瓷裂纹釉。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原料：高铝球石：水的质量比为1：2：

0.5。

6.如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1)中控制球磨的釉料细度为325目

筛余0.2-0.3％。

7.如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釉浆浓度为60-70波美度。

8.如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烧成气氛为氧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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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全瓷裂纹釉和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陶瓷釉料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到一种高温全瓷裂纹釉和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的裂纹釉基本上是以单面裂纹釉为主，正反双面都是裂纹釉的全瓷裂纹

釉产品极为少见且价格昂贵。裂纹釉是以釉的膨胀系数远大于坯体的膨胀系数而产生较大

的应力，从而形成细小的裂纹，特殊而又极具装饰美感。目前裂纹釉主要用于产品的内釉或

产品的某一部分，产品的外釉或其他部分用亮光釉和哑光釉，以减小产生的应力，减少炸瓷

等问题。

[0003] 裂纹釉及应用，曹文彪，张玲，第七届亚洲陶瓷技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说明了影

响裂纹釉的因素，其中包括：氧化物、硅铝比、坯胎、裂纹釉配方等。

[0004] 高温冰裂纹釉的研制，包启福等，《陶瓷》，2015.05 .15，冰裂纹釉的基础配方(质

量％)为：钠长石73、硅灰石3～7、高岭土4～7、石英13～16、白云石3。当配方组成中硅灰石

含量为3％～4％，高岭土/石英的质量比为6∶14，浸釉时间为12s时，可得到釉面光滑且裂纹

呈大开片的冰裂纹效果。其成因是由于釉坯间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釉面存在较大应力，

使较差的坯釉中间层有效地传递了胎釉间的应力导致釉层内开裂，裂纹在扩展过程中遇见

釉层中气泡发生方向偏折，而形成了类似晶花态的“冰裂纹”形貌。随着二氧化硅含量的增

加，高岭土含量的减少，釉的热膨胀系数也会随着玻璃态二氧化硅含量的增加而减小，此

时，与坯体的热膨胀相差较小，从而产生的张应力逐渐减小，相应地釉面开裂情况随之减

弱。在还原气氛下烧制的样品，釉面呈现青色，开裂效果清晰可见，而在氧化气氛下烧成的

釉面呈现乳白色，裂纹开片清晰可见并有立体感。坯、釉的膨胀系数差值大，是釉面开裂的

重要影响因素。本实验中当坯体的膨胀系数为2.6×10-6/℃时，釉的膨胀系数为5.4×10-6/

℃时，造成坯釉间形成较大的应力，裂纹在扩展过程中遇见釉层中气泡发生方向偏折，从而

导致了冰裂纹更好的形成。

[0005] 浅析配方组成对冰裂纹釉效果的影响，吴则昌等，佛山陶瓷，2017年第06期，说明

了瓷器釉面的开裂原因有二：一是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影响了分子的排列。二是

坯、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最佳配方为：钾长石：35％，钠长石：

40％，方解石：4％，高岭土：6％，石英：7％，玻璃粉：6％，BaCO3：1％，ZnO：1％。当釉的膨胀系

数明显大于坯体膨胀系数时产生的裂纹具有粗细交织的良好效果。

[0006] 使用上述配方在制备全瓷裂纹釉时，由于日用瓷产品主要是立面和异形，釉层不

能太厚(釉层越厚应力越大)，同时烧成时间长，冷却较慢，在普通日用瓷泥坯上，上述釉的

膨胀系数不足以产生较好的裂纹效果，所以在日用瓷的全瓷裂纹釉中需使用膨胀系数比钾

长石、钠长石更大的高膨胀熔块。而大比例使用高膨胀熔块，产品容易炸瓷，热稳定性不好，

容易产生冲泡和流釉粘底问题，另外，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不利于让普通消费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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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温全瓷裂纹釉和制备方法，解决全瓷裂纹

釉产品冲泡、易炸瓷及热稳定性不好等问题。

[0008] 本发明的内容包括以下组份及各自重量百分数原料：透明熔块27-33％，高膨胀熔

块15-23％，玻璃粉8-15％，钠长石粉4-10％，高岭土5-10％，碳酸钡5-10％，碳酸锶5-10％，

石英粉3-5％，色剂1-5％。

[0009] 优选的，包括以下组份及各自重量百分数原料：透明熔块30％，高膨胀熔块21％，

玻璃粉10％，钠长石粉9％，高岭土7％，碳酸钡7％，碳酸锶9％，石英粉4％，色剂3％。

[0010] 优选的，所述色剂为银灰、钴蓝、孔雀绿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全瓷裂纹釉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12] 1)按各组份备料，将原料、高铝球石和水混合，湿法球磨，球磨后的釉料细度优选

控制在325目筛余0.2-0.3％，得到釉料；

[0013] 2)釉料出球磨机后过100目筛得到釉浆，加水调节釉浆的浓度，釉浆浓度优选为

60-70波美度；

[0014] 3)用喷枪将釉浆均匀喷在釉坯上，釉坯可用普通日用瓷常用的高温釉坯，喷好釉

后干燥，再放入辊道窑烧成，烧成气氛优选为氧化气氛，烧成曲线为常用的高温白瓷烧成曲

线，最高温度为1280-1320℃，烧成周期7-7.5小时，得到高温全瓷裂纹釉，最终得到釉坯的

釉层厚度为0.3-0.6mm。

[0015] 优选的，所述原料：高铝球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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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0016] 本发明的各原料的主要成分为表1所示。

[0017] 表1原料中各组分化学成分含量

[0018]

[0019] 所述钠长石粉，产自湖南省衡山县，灰白色，粉末状；所述石英粉，产自湖南省醴陵

市，细沙状；所述高膨胀熔块，产自广东省；所述玻璃粉，产自广东省；所述碳酸钡，产自河

北；所述碳酸锶，产自河北省；所述高岭土，产自福建省龙岩市；所述色剂，产自广东省佛山

市。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主要是通过使用上述原料较大的热膨胀系数远大于

坯体的热膨胀系数，在冷却阶段产生较大的应力，从而形成裂纹效果。石英粉和高岭土能提

高釉的熔融温度，并且能提高釉的高温黏度，使产品不容易产生流釉、粘底。本发明的产品

烧成制度与普通高温瓷产品一样没有特殊要求，同时对泥料也没有很高的要求，生产成本

也不高，适合大规模生产，同时热稳定性、铅镉溶出等理化性能达到国家相关日用瓷标准。

[0021] 普通透明熔块：普通透明熔块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钠、氧化钙、二氧化硅、氧化硼、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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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钾等，氧化钠和氧化钾碱金属是强助熔剂，能降低釉的熔融温度和黏度，能增大釉的折光

率从而提高光泽度。氧化钠在碱金属中的膨胀系数最大。一般的透明熔块基本上不含或含

少量氧化铝，使用透明熔块可以减少使用原矿而带来的杂质，同时有较大的膨胀系数。

[0022] 钠长石粉：钠长石是常用的釉用原料，可以作为许多釉的熔剂，通常用的钠长石粉

是含钠长石较高的钾钠长石粉，可同时引入二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钠和氧化钾，并且它是

将金属氧化物引入到釉中的一种适合原料。

[0023] 石英粉：在釉中二氧化硅是生成玻璃相的主要成分，增加釉料中的石英含量能提

高釉的熔融温度和黏度，降低釉的膨胀系数。同时它是赋予釉高强度、硬度、耐磨性和化学

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0024] 高膨胀熔块：高膨胀熔块主要成分是氧化钠、氧化钙、二氧化硅、氧化钾等，氧化钠

含量高，提高釉的热膨胀系数。

[0025] 玻璃粉：玻璃粉的成分主要是氧化钠、氧化钙、二氧化硅、氧化硼等，即普通钠钙硅

玻璃，一般是普通平板玻璃粉，主要是平板玻璃边角料、废料等，具有来源广、成本低等优

势。

[0026] 高岭土：引入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等，使釉料具有较好的悬浮性和稳定性。

[0027] 色剂：调节釉的颜色，由于裂纹釉对一般的化合物色料具有一定的分解破坏性，裂

纹釉色剂一般使用稳定性较好的金属氧化物或其他稳定性好的色剂，如银灰，钴蓝和孔雀

绿等。

[0028] 通常裂纹釉是以拉大釉和泥坯膨胀系数差距来制得，同样的也可以通过以下四种

方法改善裂纹效果：一是增大釉的热膨胀系数，二是增加釉层的厚度，釉层厚度比普通釉厚

1-3mm，厚度越厚，产生的应力就越大，三是降低泥坯的膨胀系数，四是在冷却阶段进行急

冷，使应力不随缓慢降温而消减。在实际生产中，前三种方法使用的较多，一般陶瓷厂都是

前三种方法结合起来生产裂纹釉产品，个别专门生产或者大批量生产裂纹釉产品的陶瓷厂

会采取在冷却阶段加速冷却的特殊烧成制度。

[0029] 如上所述，一般陶瓷厂生产裂纹釉产品，使用的高膨胀熔块为主(通常高膨胀熔块

的重量价值份量是60-90％)的釉料，搭配使用膨胀系数较低的泥坯。通常高膨胀熔块的价

格是6000-8000元每吨，甚至上万，这就使得釉料的成本很高，而且需要使用专门的泥料，很

多小厂由于技术不足则需购买这些专门的泥料。如此，裂纹釉的成本就相当高。

[0030] 由于全瓷裂纹釉需要有较高的膨胀系数，因此，通常高膨胀系数的高膨胀熔块的

含量较大，占总量的60％以上，如果以普通的熔块或者其他的具有较高膨胀系数的物质替

代一部分高膨胀熔块使用时，由于膨胀系数不够，难以得到全瓷裂纹釉，而使用大比例的

(60％以上)的高膨胀熔块的配方，如果不控制其他条件，往往热稳定性不够，会产生炸瓷现

象。

[0031] 本发明加入碳酸钡和碳酸锶，一方面增大了釉料的熔融范围，另一方面降低了釉

的熔融温度和粘度，使得釉面能够以较低分量的高膨胀熔块和其他物料混合，达到以前只

有高膨胀熔块才能达到的效果，同时解决大比例使用高膨胀熔块而热稳定性不好的问题，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同时产品的理化性能达到国家标准的目的。

[0032] 本发明以高温烧制，温度为1280-1320℃，得到的裂纹釉产品裂纹效果较好，釉面

光泽度高，亮度好，裂纹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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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全瓷裂纹釉的外面釉面效果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的全瓷裂纹釉的内面釉面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0036] 按重量份数称取透明熔块30份，高膨胀熔块21份，玻璃粉10份，钠长石粉9份，高岭

土7份，碳酸钡7份，碳酸锶9份，石英粉4份，银灰3份加入到球磨罐中，再按原料：球石：水的

质量比为1：2：0.5加水，高铝球石中大球石、中球石、小球石的质量比为2：5：3，球磨时间为

24小时，球磨后的釉料细度控制在325目筛余0.2-0.3％。釉料出球后过100目筛，得到釉浆，

然后测量釉浆的浓度，加水调节釉浆的浓度为65波美度，取泥坯在底脚处打5mm乳胶，均匀

全部喷釉后撕掉乳胶，然后在50℃下干燥2小时，干燥后釉坯放进辊道窑中烧成，最高温度

为1310℃，烧成周期为7.5小时，烧成曲线以醴陵常用高温白瓷烧成曲线，气氛为氧化气氛，

最终得到的釉坯釉层厚度为0.32-0.35mm。

[0037] 实施例2

[0038] 按重量份数称取透明熔块31份，高膨胀熔块18份，玻璃粉13份，钠长石粉4份，高岭

土7份，碳酸钡9份，碳酸锶9份，石英粉7份，钴蓝2份加入到球磨罐中，再按原料：球石：水的

质量比为1：2：0.5加水，高铝球石中大球石、中球石、小球石的质量比为2：5：3，球磨时间为

24小时，球磨后的釉料细度控制在325目筛余0.2-0.3％。釉料出球后过100目筛，得到釉浆，

然后测量釉浆的浓度，加水调节釉浆的浓度为65波美度，取泥坯在底脚处打5mm乳胶，均匀

全部喷釉后撕掉乳胶，然后在50℃下干燥2小时，干燥后釉坯放进辊道窑中烧成，最高温度

为1300℃，烧成周期为7小时，烧成曲线以醴陵常用高温白瓷烧成曲线，气氛为氧化气氛，最

终得到的釉坯釉层厚度为0.35-0.4mm。其得到的釉面效果图如图1-2所示。

[0039] 对比例1

[0040] 按重量份数称取透明熔块10份，钠长石粉5份，高膨胀熔块71份，玻璃粉5份，高岭

土5份，银灰4份，加入到球磨罐中，再按原料：球石：水的质量比为1：2：0.5加水，高铝球石中

大球石、中球石、小球石的质量比为2：5：3，球磨时间为24小时，球磨后的釉料细度控制在

325目筛余0.2-0.3％。釉料出球后过100目筛，得到釉浆，然后测量釉浆的浓度，加水调节釉

浆的浓度为65波美度，取泥坯在底脚处打10mm乳胶，均匀全部喷釉后撕掉乳胶，然后在50℃

下干燥2小时，干燥后釉坯放进辊道窑中烧成，最高温度为1310℃，烧成周期为7小时，烧成

曲线以醴陵常用高温白瓷烧成曲线，气氛为氧化气氛，最终得到的釉坯釉层厚度为0.3-

0.32mm。

[0041] 将实施例1、2和对比例1得到的裂纹釉的效果和性能进行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0042] 表2不同裂纹釉的效果数据

[0043] 实施例 裂纹效果 流釉程度 热稳定性

实施例1 好 1-3mm 不开裂

实施例2 好 1-2mm 不开裂

对比例1 好 4-8mm 开裂

[0044] 裂纹效果为通过肉眼看裂纹的细密及裂纹美感的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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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热稳定性的检测采用的是加热急冷法，将裂纹釉产品置于已升温至160℃的电炉

中，保温30分钟，迅速将裂纹釉产品放入20℃的水中10分钟，取出产品擦干，检查产品是否

开裂或炸裂。

[0046]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实施例得到的裂纹釉裂纹效果好，加入了较多普通廉价原材

料，并添加部分石英粉，碳酸钡，碳酸锶，减小流釉程度，解决了产品冲泡的问题，也改善产

品热稳定性，提高了产品质量，同时降低了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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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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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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