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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陶瓷器具及其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富硒陶瓷器具，陶瓷器具本

体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烧制而成：30-50质量份

富硒土、35-45重量份透锂长石、5-15重量份锂辉

石、1-15重量份石英、10-15重量份高岭土、5-8重

量份微晶陶瓷粉、1-3重量份埃洛石纳米管、0.5-

1重量份纳米碳化钨粉、0.5-1重量份纳米氧化锝

粉、0.3-0.5重量份聚丙烯酰胺；在陶瓷器具本体

的内壁上涂覆含硒涂层。本发明利用价格更便宜

的透锂长石和富硒土为主要原料制作，并涂覆含

硒涂层，这种富硒陶瓷器具不但抗热震性好、抗

裂性好、耐磨性好、导热性好，而且可析出微量硒

元素，为人体补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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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陶瓷器具本体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烧制而成：

富硒土30-50质量份

透锂长石35-45重量份；

锂辉石5-15重量份；

石英1-15重量份；

高岭土10-15重量份；

微晶陶瓷粉5-8重量份；

埃洛石纳米管1-3重量份；

纳米碳化钨粉0.5-1重量份；

纳米氧化锝粉0.5-1重量份；

聚丙烯酰胺0.3-0.5重量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在陶瓷器具本体的内壁上涂覆含硒

涂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含硒涂层的原料配方为：3-8质量份

的硒源、3-8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氧化锌、84-94质量份的无机耐高温涂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所述微晶陶瓷粉的熔融温度不低于

耐热陶瓷炒锅的烧成温度，在耐热陶瓷炒锅烧成过程中，微晶陶瓷粉维持固相形态，所述微

晶陶瓷粉为颗粒大小为500目以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富硒土采用湖北恩施出产的富硒

土，富硒土中的硒含量大于0.4mg/kg。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所述硒源为硒粉、二氧化硒、二硒化

钨、二硒化钽、二硒化铌、二硒化钴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陶瓷器具，其特征是：富硒陶瓷器具是耐热炒锅、水杯、炖

锅或茶壶。

8.一种权利要求2所述富硒陶瓷器具的制备工艺，其特征是：

a.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按配方比例

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坯体；

b.陶瓷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c.修坯去除毛刺；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e.素烧陶瓷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g.釉烧得到陶瓷器具本体；

h.在陶瓷器具本体的内壁上涂覆含硒涂层，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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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陶瓷器具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机陶瓷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为食物补充硒元素的富硒陶

瓷器具。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材质的烹调器皿因具有蓄热性好、环保、耐腐蚀等独特优点，在百姓人家、餐

饮行业出现了各种各样陶瓷材质的烹调器皿，与传统的金属材质烹调器皿分庭抗争。

[0003] 硒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有特殊生理功能的人体必须微量元素，缺少则容易导致人体

产生心血管病、肝病、癌症、大骨节病等疾病。而我国大约有2/3国土处于缺硒带上，正常摄

入量大大低于生理需求值，因此需另外补充硒的摄入量，但同时硒又是有毒害元素，过量摄

入则会造成中毒。因此如何在大面积范围内简便又适量补充硒的摄入量是一个值得研究和

追求的问题，于是有人想到通过在餐具中配入一定量的硒，通过餐具与食物接触使用向食

物中释放出一定量的硒离子，以此增加人体硒元素的摄入量，达到保健防病抗病。或者地，

将硒元素加入到平时人们喝水的陶瓷杯中，在喝水的同时，能够对人体的硒元素进行补充。

[0004] 中国专利CN  1416762A公开了一种富硒陶瓷餐饮炊具及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是，

所说陶瓷餐饮具内表面和/或泥料中均匀分布硒合金微粉,使载带硒能与餐饮具长期牢固

结合成一体，解决了硒层与餐饮具牢固结合难题。传统的富硒陶瓷成本高，并且抗裂性、抗

热震性差。

[0005] 用透锂长石为主要原料来生产低膨胀、 高耐热的陶瓷产品是很好的方案，有研究

成功制成了透锂长石含量43%、工艺性能良好的坯料，产品的热膨胀系数1.86×10-7，产品的

抗热震性能700℃至  20℃水冷却不裂。此外，与锂辉石相比较，透锂长石在提高产品热稳定

性和降低生产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为食物补充硒元素的富硒陶瓷器具，利用价格更便

宜的透锂长石和富硒土为主要原料制作含硒的陶瓷器具本体，然后在陶瓷器具本体的内壁

上涂覆含硒涂层，生产出的富硒陶瓷器具不但抗热震性好、抗裂性好、耐磨性好、导热性好，

而且可在使用过程析出微量硒元素，为人体补硒。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下述技术方案：一种富硒陶瓷器具，陶瓷器具本

体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烧制而成：

[0008] 富硒土                 30-50质量份

[0009] 透锂长石               35-45重量份；

[0010] 锂辉石                 5-15重量份；

[0011] 石英                   1-15重量份；

[0012] 高岭土                 10-15重量份；

[0013] 微晶陶瓷粉             5-8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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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埃洛石纳米管           1-3重量份；

[0015] 纳米碳化钨粉           0.5-1重量份；

[0016] 纳米氧化锝粉           0.5-1重量份；

[0017] 聚丙烯酰胺             0.3-0.5重量份。

[0018] 更进一步的，在陶瓷器具本体的内壁上涂覆含硒涂层。

[0019] 更进一步的，含硒涂层的原料配方为：3-8质量份的硒源、3-8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

氧化锌、84-94质量份质的无机耐高温涂料。无机耐高温涂料采用现有技术的市售产品，无

机耐高温涂料中不应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硒源使得陶瓷器具内表面含有丰富的

硒，可在使用时析出。

[0020] 更进一步的，所述硒源为硒粉、二氧化硒、二硒化钨、二硒化铌、二硒化钴中的一种

或多种。

[0021] 更进一步的，富硒陶瓷器具是耐热炒锅、水杯、炖锅、茶壶或其他日用器具。

[0022] 更特别的是，富硒土采用湖北恩施出产的富硒土，富硒土中的硒含量大于0.4mg/

kg。

[0023] 更特别的是，所述微晶陶瓷粉的熔融温度不低于耐热陶瓷炒锅的烧成温度，在耐

热陶瓷炒锅烧成过程中，微晶陶瓷粉维持固相形态，所述微晶陶瓷粉为颗粒大小为500目以

细。

[0024] 微晶陶瓷粉的制备过程为：将MgO-Al2O3-SiO2系统玻璃粉碎后与方镁石混合烧结，

形成莫来石质微晶陶瓷，莫来石质微晶陶瓷经过粉碎、筛分后得到莫来石质微晶陶瓷粉，耐

温高达  1250℃。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制备微晶陶瓷粉，只要膨胀率低，熔融温度高于

耐热陶瓷炒锅烧成温度，并且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物质均可。

[0025] 本发明的富硒陶瓷器具制备工艺为：

[0026] a .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滑石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

按配方比例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坯体；

[0027] b.陶瓷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0028] c.修坯去除毛刺；

[0029]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0030] e.素烧陶瓷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0031]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0032] g.釉烧得到陶瓷器具本体；

[0033] h.在陶瓷器具本体的涂覆含硒涂层，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器具。

[0034] 本发明的优点：1.采用富硒土和透锂长石为主要原料，制备的陶瓷坯体中含有硒

元素，可以析出，成本更低，产品抗热震性更好，埃洛石纳米管是天然矿物，开采方便，价格

便宜，其散热导热性良好，加入陶瓷中可提高陶瓷导热性。微晶陶瓷粉强度高，膨胀率低，膨

胀率接近于零，微晶陶瓷粉作为颗粒核分布于陶瓷烧成相中，提高了强度，降低了膨胀率，

添加纳米碳化钨粉和纳米氧化锝粉作为烧成成核剂，均匀分布在坯体中，起到快速烧结成

核的作用，并且因为成核数量大，可抑制晶粒长大，使得烧成的固相晶粒大小均匀，坯体各

区域结构均匀，变形小，抗热震性好，抗裂性好，700℃-20℃极冷不裂。而且纳米碳化钨粉和

纳米氧化锝粉还起到了提高炒锅导热性的作用。2. 陶瓷体坯釉烧时内表面不上釉，方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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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涂层粘结，并且便于陶瓷坯体中的硒析出；使用了含硒涂层，使用时可析出丰富的硒元

素，如富硒陶瓷器具制作成耐热炒锅，炒菜时可向菜中析出硒元素，制作成水杯、炖锅、茶壶

可在泡水时析出硒元素，并且在含硒涂层中添加了超疏水纳米氧化锌，使得涂层具有超疏

水性，防污性好，具有自清洁性，并且制作成耐热炒锅时，由于涂层疏水性好，不沾锅。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陶瓷器具本体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烧制而成：

[0038] 富硒土                 30质量份

[0039] 透锂长石               45重量份；

[0040] 锂辉石                 15重量份；

[0041] 石英                   6重量份；

[0042] 高岭土                 15重量份；

[0043] 微晶陶瓷粉             5重量份；

[0044] 埃洛石纳米管           3重量份；

[0045] 纳米碳化钨粉           0.5重量份；

[0046] 纳米氧化锝粉           0.5重量份；

[0047] 聚丙烯酰胺             0.3重量份。

[0048] 其中，透锂长石中Li20含量为4.9%，以质量百分数计；锂辉石中Li20含量为5.0%，以

质量百分数计。

[0049] 其中，所述微晶陶瓷粉的熔融温度不低于耐热陶瓷炒锅的烧成温度，在耐热陶瓷

炒锅烧成过程中，微晶陶瓷粉维持固相形态，所述微晶陶瓷粉为颗粒大小为500目以细。

[0050] 微晶陶瓷粉的制备过程为：将MgO-Al2O3-SiO2系统玻璃粉碎后与方镁石混合烧结，

形成莫来石质微晶陶瓷，莫来石质微晶陶瓷经过粉碎、筛分后得到莫来石质微晶陶瓷粉，耐

温高达  1250℃。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制备微晶陶瓷粉，只要膨胀率低，熔融温度高于

耐热陶瓷炒锅烧成温度，并且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物质均可。

[0051] 富硒陶瓷器具制备工艺为：

[0052] a .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滑石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

按配方比例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炒锅坯体；

[0053] b.陶瓷炒锅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0054] c.修坯去除毛刺；

[0055]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0056] e.素烧陶瓷炒锅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0057]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0058] g.釉烧得到陶瓷炒锅本体；

[0059] a .在陶瓷炒锅本体的涂覆含硒涂层，8质量份的硒粉、8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氧化

锌、84质量份质的无机耐高温涂料；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炒锅。无机耐高温涂料采

用现有技术的市售产品，无机耐高温涂料中不应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硒源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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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具内表面含有丰富的硒，可在使用时析出。富硒土采用湖北恩施出产的富硒土，富硒

土中的硒含量大于0.4mg/kg。

[0060] 实施例2

[0061] 陶瓷器具本体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烧制而成：

[0062] 富硒土                 40质量份

[0063] 透锂长石               45重量份；

[0064] 锂辉石                 13重量份；

[0065] 石英                   12重量份；

[0066] 高岭土                 12重量份；

[0067] 微晶陶瓷粉             6重量份；

[0068] 埃洛石纳米管           2重量份；

[0069] 纳米碳化钨粉           1重量份；

[0070] 纳米氧化锝粉           0.5重量份；

[0071] 聚丙烯酰胺             0.5重量份。

[0072] 富硒陶瓷器具制备工艺为：

[0073] a .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滑石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

按配方比例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炒锅坯体；

[0074] b.陶瓷炒锅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0075] c.修坯去除毛刺；

[0076]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0077] e.素烧陶瓷炒锅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0078]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0079] g.釉烧得到陶瓷炒锅本体；

[0080] h.在陶瓷炒锅本体的涂覆含硒涂层，5质量份的二氧化硒、5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

氧化锌、90质量份质的无机耐高温涂料；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炒锅。

[0081] 实施例3

[0082] 陶瓷器具本体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烧制而成：

[0083] 富硒土                 45质量份

[0084] 透锂长石               35重量份；

[0085] 锂辉石                 7重量份；

[0086] 石英                   15重量份；

[0087] 高岭土                 10重量份；

[0088] 微晶陶瓷粉             8重量份；

[0089] 埃洛石纳米管           1重量份；

[0090] 纳米碳化钨粉           0.5重量份；

[0091] 纳米氧化锝粉           1重量份；

[0092] 聚丙烯酰胺             0.4重量份。

[0093] 富硒陶瓷器具制备工艺为：

[0094] a .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滑石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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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配方比例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茶壶坯体；

[0095] b.陶瓷茶壶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0096] c.修坯去除毛刺；

[0097]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0098] e.素烧陶瓷茶壶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0099]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0100] g.釉烧得到陶瓷茶壶本体；

[0101] h.在陶瓷茶壶本体的涂覆含硒涂层，8质量份的二硒化铌、6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

氧化锌、88质量份质的无机耐高温涂料；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茶壶。

[0102] 实施例4

[0103] 陶瓷器具本体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烧制而成：

[0104] 富硒土                 40质量份

[0105] 透锂长石               35重量份；

[0106] 锂辉石                 15重量份；

[0107] 石英                   13重量份；

[0108] 高岭土                 13重量份；

[0109] 微晶陶瓷粉             6重量份；

[0110] 埃洛石纳米管           1重量份；

[0111] 纳米碳化钨粉           0.5重量份；

[0112] 纳米氧化锝粉           0.5重量份；

[0113] 聚丙烯酰胺             0.5重量份。

[0114] 富硒陶瓷器具制备工艺为：

[0115] a .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滑石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

按配方比例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水杯坯体；

[0116] b.陶瓷水杯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0117] c.修坯去除毛刺；

[0118]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0119] e.素烧陶瓷水杯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0120]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0121] g.釉烧得到陶瓷水杯本体；

[0122] 在陶瓷水杯本体的涂覆含硒涂层，3质量份的二硒化钴、5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氧

化锌、89质量份质的无机耐高温涂料；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水杯。

[0123] 实施例5

[0124] 陶瓷器具本体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烧制而成：

[0125] 富硒土                 50质量份

[0126] 透锂长石               35重量份；

[0127] 锂辉石                 10重量份；

[0128] 石英                   15重量份；

[0129] 高岭土                 15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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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0] 微晶陶瓷粉             5重量份；

[0131] 埃洛石纳米管           1重量份；

[0132] 纳米碳化钨粉           0.5重量份；

[0133] 纳米氧化锝粉           0.5重量份；

[0134] 聚丙烯酰胺             0.5重量份。

[0135] 富硒陶瓷器具制备工艺为：

[0136] a .透锂长石、锂辉石、石英、高岭土、滑石预先粉碎、筛分、除铁，富硒土筛分除铁；

按配方比例称取原料，经过加水球磨、压滤、粗炼、陈腐、精炼、成型得到陶瓷碗坯体；

[0137] b.陶瓷炖锅坯体放入烘房中烘干；

[0138] c.修坯去除毛刺；

[0139] d.水洗去除粉尘后晾干；

[0140] e.素烧陶瓷炖锅坯体，素烧温度为800℃左右；

[0141] f.素烧后的粗坯外表面上釉；

[0142] g.釉烧得到陶瓷炖锅本体；

[0143] h.在陶瓷炖锅本体的涂覆含硒涂层，3质量份的二硒化钴、3质量份的超疏水纳米

氧化锌、94质量份质的无机耐高温涂料；含硒涂层固化后得到富硒陶瓷炖锅。

[0144] 对实施例1-5所得的富硒陶瓷器具作性能测试，结果如下：

[0145] 项目 膨胀系数(10-6/℃) 抗热震测试 导热系数(W/m·K) 耐磨性（g/cm2） 抗折强度(MPa)

实施例1 0.85 650～20℃不裂 135 1.60 65

实施例2 1.03 650～20℃不裂 121 1.36 60

实施例3 1.83 450～20℃不裂 112 1.10 55

实施例4 1.92 450～20℃不裂 118 1.20 53

实施例5 1.38 650～20℃不裂 128 1.32 58

[0146] 由上可知，本发明的富硒陶瓷不但采用了价格更便宜的透锂长石和富硒土，经济

效益好，而且膨胀系数低，强度高，导热性好，耐磨性好，抗热震性好。陶瓷胚体釉烧时内表

面不上釉，方便含硒涂层粘结，并且便于陶瓷坯体中的硒析出；使用了含硒涂层，使用时可

析出丰富的硒元素，如富硒陶瓷器具制作成耐热炒锅，炒菜时可向菜中析出硒元素，制作成

水杯、炖锅、茶壶可在泡水时析出硒元素，并且在含硒涂层中添加了超疏水纳米氧化锌，使

得涂层具有超疏水性，防污性好，具有自清洁性，并且制作成耐热炒锅时，由于涂层疏水性

好，不沾锅。

[0147] 通过上述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了，在本发明宗旨上对本发明的任何改进，对本发明产品各原料的

等效替换及辅助成分的添加、具体方式的选择等，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和公开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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