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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白色晶花熔块、白色晶花装

饰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白色晶花熔块的化

学成分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烧失：0 .34～

0 .52%；SiO2：40 .89～42 .10%；Al2O3：26 .46～

28.31%；Fe2O3：0.09～0.25%；TiO2：0.12～0.16%；

CaO：3.98～4.62%；MgO：1.64～2.28%；K2O：2.08

～3 .95%；Na 2O：1 .73～2 .15%；ZrO 2：3 .78～

4.45%；CeO2：6.98～8.01%；ZnO：5.98～7.78%；

BaO：2 .01～2 .78%；PbO：0 .83～1 .07%；As2O3：

0.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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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白色晶花熔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熔块的化学成分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烧失：

0.34%～0.52%；SiO2：40.89%～42.10%；Al2O3：26.46%～28.31%；Fe2O3：0.09%～0.25%；TiO2：

0.12%～0.16%；CaO：3.98%～4.62%；MgO：1.64%～2.28%；K2O：2.08%～3.95%；Na2O：1.73%～

2.15%；ZrO2：3.78%～4.45%；CeO2：6.98%～8.01%；ZnO：5.98%～7.78%；BaO：2.01%～2.78%；

PbO：0.83%～1.07%；As2O3：0.09%～1.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白色晶花熔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熔块的颗粒级配为：40目以

下：15%～17%；40目～60目：44%～49%；60目～80目：26%～28%；80目～100目：6%～8%；100目

以上：≤2%。

3.一种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白色晶花熔块形

成的釉面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釉面层的厚度为0.35

～0.55mm。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砖不包括打

印图案。

6.一种权利要求3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在陶瓷坯体上依次施面釉、施保护釉；

（2）在步骤（1）所得的陶瓷坯体表面布施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白色晶花熔块，然后在布

施白色晶花熔块的坯体表面布施固定剂；

（3）将步骤（2）所得的坯体烧成、抛光。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面釉的比

重为1.42～1.46，施釉量为400～600g/m2；优选地，所述保护釉的比重为1.20～1.22，施釉

量为250～300g/m2。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白色

晶花熔块的布施量为800～1000g/m2。

9.根据权利要求6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剂的布施量为200～250g/m2。

10.根据权利要求6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烧成周期为98～110min，最高烧成温度为1189～1221℃。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393027 A

2



一种白色晶花熔块、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晶花装饰陶瓷砖，特别涉及一种白色晶花熔块、白色晶花装饰陶

瓷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陶瓷砖生产装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室内装修也越来越注重，不仅

仅对装修材料要求有高质量，还要求其具有观赏的价值。现在市场上釉面装饰砖不乏奇多，

但是能让消费者眼前一亮的确实很少，因此开发高附加值的釉面砖将是陶瓷行业新的发展

方向。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白色晶花熔块、白色晶花

装饰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0004]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白色晶花熔块，所述熔块的化学成分包括：按质量百分

比计，烧失：0.34％～0.52％；SiO2：40.89％～42.10％；Al2O3：26.46％～28.31％；Fe2O3：

0.09％～0.25％；TiO2：0.12％～0.16％；CaO：3.98％～4.62％；MgO：1.64％～2.28％；K2O：

2.08％～3.95％；Na2O：1.73％～2.15％；ZrO2：3.78％～4.45％；CeO2：6.98％～8.01％；

ZnO：5.98％～7.78％；BaO：2.01％～2.78％；PbO：0.83％～1.07％；As2O3：0.09％～1.12％。

[0005] 本发明的白色晶花熔块烧制后可呈现白色晶花效果，其晶花自然、细腻，透感晶

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可以提高产品的档次。

[0006] 较佳地，所述熔块的颗粒级配为：40目以下：15％～17％；40目～60目：44％～

49％；60目～80目：26％～28％；80目～100目：6％～8％；100目以上：≤2％。

[0007]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包括上述任一项所述的白色晶

花熔块形成的釉面层。

[0008] 较佳地，所述釉面层的厚度为0.35～0.55mm。

[0009] 较佳地，所述陶瓷砖不包括打印图案。

[0010] 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陶瓷坯体上依次施面釉、施保护釉；

(2)在步骤(1)所得的陶瓷坯体表面布施上述白色晶花熔块，然后在布施白色晶花熔块

的坯体表面布施固定剂；

(3)将步骤(2)所得的坯体烧成、抛光。

[0011] 在本发明一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固定剂为胶水固定剂。

[0012] 较佳地，所述面釉的比重为1.42～1.46，施釉量为400～600g/m2。

[0013] 较佳地，所述保护釉的比重为1.20～1.22，施釉量为250～300g/m2。

[0014] 较佳地，保护釉的化学组成与白色晶花熔块的化学组成相近。优选地，所述保护釉

的化学成分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IL(烧失)：4.98～5.87％；SiO2：54.78～58.09％；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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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17.65％；Fe2O3：0.15～0.20％；BaO：1.23～1.79％；CaO：5.45～7.30％；MgO：1.98～

2.50％；K2O：3.00～3.50％；Na2O：2.78～3.32％；SrO：0.67～0.83％；ZnO：3.34～3.92％。

[0015] 较佳地，所述白色晶花熔块的布施量为800～1000g/m2。

[0016] 较佳地，所述固定剂的布施量为200～250g/m2。

[0017] 较佳地，烧成周期为98～110min，最高烧成温度范围为1189～1221℃。

[0018] 较佳地，步骤(3)中，所述坯体烧成的烧成曲线包括：在升温阶段，第1步以15～20

℃/min的速率升温至450～550℃，第2步以30～33℃/min速率升温至600～700℃，第3步以

38～40℃/min速率升温至700～1000℃；第4步按照5～8℃/min速率升温至1011～1029℃，

保温9～11min；然后以18～22℃/min速率升温至最高烧成温度1189～1221℃，保温4～

6min；以及降温阶段，以20～23℃/min降温至1070～1098℃，保温3～5min；之后以70～74

℃/min速率降温至850～900℃；以80～85℃/min速率降温至700℃；继续以20～22℃/min降

温至585～590℃。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第1步以前，由室温以10～12℃/min的速率升温至300

～400℃。一些实施方式中，在降温至585～590℃以后，继续降温至300～400℃之后按照80

～82℃/min降至室温出窑。

[0019] 本发明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无需长时间高温烧制，在稀土元素(例如

CeO2)的良好催化性能作用下，使得熔体能及时析出晶体，因此熔块堆积量无需堆积较多

(例如2～3kg/m2)也可获得良好的析晶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砖面效果图；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白色晶花的XRD分析图谱；

图3是本发明对比例1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砖面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通过下述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非限制本发明。本文中，陶瓷坯体也可以称为砖坯、坯体。白色晶花熔块也可以称为

干粒熔块、白色熔块、熔块、结晶熔块、晶花熔块、熔块干粒。另外，如无特别说明，本申请中

提及的百分含量均为质量百分含量。

[0022]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公开烧成后呈现白色晶花效果的熔块。

[0023] 所述熔块的化学组成可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IL(烧失)：0.34％～0.52％；SiO2：

40.89％～42.10％；Al2O3：26.46％～28.31％；Fe2O3：0.09％～0.25％；TiO2：0.12％～

0.16％；CaO：3.98％～4.62％；MgO：1.64％～2.28％；K2O：2.08％～3.95％；Na2O：1.73％～

2.15％；ZrO2：3.78％～4.45％；CeO2：6.98％～8.01％；ZnO：5.98％～7.78％；BaO：2.01％～

2.78％；PbO：0.83％～1.07％；As2O3：0.09％～1.12％。

[0024] 采用上述熔块化学组成时，Zn、Ca、Ba、Zr以及Mg等在烧制过程中都能析晶，其中

ZrO2、CeO2、TiO2等氧化物配位数较高，阳离子场强大，在热处理过程中易从硅酸盐网络中分

出来导致分析、析晶，而MgO、K2O、Na2O、PbO起到在高温时降低熔体的黏度的作用。

[0025] 一些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白色晶花熔块的软化温度为1018℃～1073℃，在此范围

内其熔液黏度为1.03×106～1.57×106Pa·S。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扩散阻力，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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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定向排列，从而有利于熔体析晶。

[0026]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得到的白色晶花XRD分析图谱，从图谱中可看出晶花中

主要以Zr0.82Ce0.18O2、ZrSiO4的结晶效果最好。其中，白色晶花的组成可为：ZrSiO4占43％～

44％、Zr0.82Ce0.18O2占37％～38％以及Ce0.75Zr0.15O2占18％～19％。该组成的晶花在视觉效

果上呈现以点为分散中心，犹如一朵绽开的莲花。

[0027] 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熔块可以将原料混合熔制水淬后得到透明玻璃体，再将该

透明玻璃体破碎成一定颗粒级配的细小颗粒状釉料。所述原料按照熔块化学组分中重量百

分占比含量计算，原料包括石英粉、长石粉、氧化锌、氧化铝粉、钾长石粉、氧化铈、方解石、

硫酸钡、硅酸锆以及烧滑石。在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生产过程中，以上原料按照化学组分

范围进行配料。

[002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熔块的颗粒级配为：40目以下：15％～17％；40目～60目：

44％～49％；60目～80目：26％～28％；80目～100目：6％～8％；100目以上：≤2％。在此颗

粒级配范围内，高温熔融状态时有利于减少析晶的阻力，利于晶体的长大与形成。若颗粒粒

径过大，则容易在干粒堆积中存在大量的空隙，从而在烧制后釉面易出现釉坑、缩釉的现

象；若颗粒粒径过小，其堆积的密度过大，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不利于坯体的气体排出，在釉

面易形成鼓包、针眼现象。

[0029] 在此公开的白色晶花熔块可用于制备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一实施方式中，白色

晶花装饰陶瓷砖由下而上依次包括陶瓷坯体层、面釉层、保护釉层、釉面层，该釉面层由本

发明公开的白色晶花熔块形成。

[0030] 一些实施方式中，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可以不包括(喷墨)打印图案。白色晶花装

饰陶瓷砖中的釉面层晶花自然、细腻，透感晶莹，装饰效果优异，因此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

无需打印图案即可实现极高的观赏价值。

[0031] 陶瓷坯体层的厚度可为8～10mm。面釉层的厚度可为0.08～0.10mm。保护釉层的厚

度可为0.03～0.05mm。釉面层的厚度为0.35～0.55mm。

[0032] 以下，示例性说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0033] 首先，制备坯体。坯体可由普通陶瓷基料压制而得。

[0034] 然后，可将坯体干燥，例如在干燥窑中干燥。干燥时间可为1～1.5h，干燥坯水分控

制在0.5％以内。

[0035] 然后，在坯体上施面釉。由于坯体白度较低，直接布施在坯体上，釉面效果会出现

不同的“落脏物”，而面釉的作用在于遮挡坯体。面釉的釉料没有特别限定，可以采用本领域

公知的面釉釉料。例如，面釉的化学组成可为：IL(烧失)：4.21～5 .09％、SiO2：48.56～

51.42％、Al2O3：26.33～29.41％、Fe2O3：0.23～0.37％、TiO2：0.05～0.07％、CaO：0.56～

0.78％、MgO：0.20～0.23％、K2O：5.21～6.32％、Na2O：2.23～2.58％、P2O5：0.18～0.31％、

ZrO2：5.98～6.97％。施面釉方式可为喷釉等。面釉比重可为1.42～1.46，施釉量可为400～

600g/m2。

[0036] 然后，将施面釉的坯体干燥，例如采用小电窑干燥。干燥窑温度控制在110～120

℃，保证坯体在喷完面釉后水分能及时蒸发，减少在入窑烧制后由于面釉中含水率过大，在

水蒸发过程中由液态转化气态，体积发生膨胀，导致熔块层形成“火山口”的缺陷。

[0037] 接着，在干燥后的面釉层上施保护釉。保护釉的作用在于减少熔块间的张力，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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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块层张力过大，形成缩釉；同时为熔块层提供一层平整的熔融面，使得烧制后的熔块层平

整度更高。

[0038] 保护釉的布施方法可以为喷釉。所述保护釉的比重可为1.20～1.22，施釉量可为

250～300g/m2。采用这样的施保护釉工艺可以具有较好的雾化效果，较少釉量的同时也获

得较平整的釉面效果。而在选取保护釉时，尽可能使保护釉与熔块的化学组成相近。在一可

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护釉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可以包括：IL(烧失)：4 .98～

5.87％；SiO2：54.78～58.09％；Al2O3：16.89～17.65％；Fe2O3：0.15～0.20％；BaO：1.23～

1.79％；CaO：5.45～7.30％；MgO：1.98～2.50％；K2O：3.00～3.50％；Na2O：2.78～3.32％；

SrO：0.67～0.83％；ZnO：3.34～3.92％。

[0039] 白色晶花熔块在烧制过程中，晶体历经着生长与溶解的过程：在高温时，部分析出

的晶体开始溶解；而在冷却时，残余的微晶又重新成为了晶核而析出晶体。为了使得烧制过

程中，晶核形成以及晶体生长的温度区重合，在保护釉与结晶熔块的化学成分上优选使两

者尽可能地接近，面釉层与晶花层相接近，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在烧制过程中由于膨胀系

数不同使得釉层各向收缩不一致，避免开裂。

[0040] 接着，在保护釉层上布施白色晶花熔块。白色晶花熔块的布施方法可为皮带布施。

[0041] 白色晶花熔块的施加量可为800～1000g/m2。若布施量过多，则釉层厚度增加，在

同等烧制条件下，会降低釉层吸收系数，从而导致釉面出现乳浊现象。若布施量若太少，则

会降低釉层析晶能力。

[0042] 白色晶花熔块形成的釉面层的厚度可为0.35～0.55mm。在此范围不仅能保证釉层

具有一定的透感，而且有利于降低由于釉层中堆积的干粒量增多，高温熔融状态下对析晶

造成的阻力。

[0043] 然后，在布施白色晶花熔块的表面布施胶水固定剂。

[0044] 胶水固定剂可由胶水与水按3：1的质量比例混合稀释获得。胶水的材质没有特别

限定，可以是本领域公知的胶水。胶水量可为200～250g/m2。采用该胶水量，可以在起到固

定熔块层的同时，减少水分的带入，降低入窑炸砖的概率。

[0045] 可采用喷釉柜来布施胶水。在布施胶水固定剂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雾化程度，喷釉

柜的喷嘴使用喷洒范围为110°的喷嘴。为了保证熔块不被打散，喷釉柜釉泵压力可以控制

在0.2～0.3Mpa。

[0046] 然后可将所得砖坯干燥，例如采用电窑干燥。干燥窑温度控制在110～120℃，干燥

后水分控制在0.5％以内。

[0047] 然后进行烧成，例如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可为98～110min，最高烧成温度范

围可为1189～1221℃。烧成温度过低，使得熔融液粘度大，对晶体生长产生阻力；烧成温度

过高，会出现晶核全部被熔掉的现象。

[0048] 普通陶瓷产品烧成周期基本在70min左右，这不利于釉层气泡排出，导致后期釉层

抛光釉面出现大量小毛孔。为了使得釉层中的气体及时排出，减少釉层中包裹气泡存在的

数量，本发明将烧成周期延长至98～110min。又，根据坯体及釉层烧成范围，为了防止过烧

以及生烧，烧成温度设置在1189℃～1221℃。以上烧成条件有利于晶核形成以及晶体生长

的温度区重合，使得晶花形成范围扩大，利于形成大量晶花。

[0049] 另外，在本发明中，由于该白色晶花体系为硅酸盐晶体，因此此成核最大速度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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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度下进行，而晶体生长的最大速率是在较高的温度下。为了使得获取最佳的晶体效果，

在此烧成温度范围内会把大部分的晶核融掉，只剩下少数的晶核存在，此时降温冷却到生

长区，就使得剩下的少数晶核为基础长出更大的晶花。在此过程中要求严格把控烧制温度，

在此烧成温度中要求在低于最高烧成温度14～15％(1011～1029℃)的温度下，保温时间为

烧成周期的9～10％(9～11min)，以便于熔体具有良好的成核速度，促进形成晶核；之后再

快速升温至最高烧成温度，再保温烧成周期的4～6％(4～6min)的烧成时间，促进晶核长

大；最后将最高烧成温度降8～10％(1070～1098℃)，尽可能使得晶核形成以及晶体生长的

温度区重合，获取最佳的晶花效果。

[0050] 随后，将烧成的砖坯抛光。抛光可使用树脂模块进行抛光。

[0051] 烧制后经抛光可获得釉面呈现出一种白色晶花效果的全抛釉面砖，肉眼能看到明

显的白色晶花。所得的全抛釉面砖具有喷墨打印、丝网印刷、辊筒印刷等工艺无法实现的晶

花效果，其晶花自然、细腻，透感晶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提高产品的档次。

[0052] 图1示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的局部图。可以看出其具有白

色晶花效果。

[0053] 下面进一步例举实施例以详细说明本发明。同样应理解，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发

明的上述内容作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下述示例具体的

工艺参数等也仅是合适范围中的一个示例，即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文的说明做合适

的范围内选择，而并非要限定于下文示例的具体数值。

[0054] 实施例1

[0055] 步骤1：普通陶瓷基料压制砖坯。

[0056] 步骤2：干燥窑干燥，干燥时间1h，干燥坯水分控制在0.5％以内。

[0057] 步骤3：喷面釉，面釉化学组成为：IL(烧失)：4 .31％、SiO2：50 .42％、Al2O3：

29.41％、Fe2O3：0.37％、TiO2：0.07％、CaO：0.71％、MgO：0.20％、K2O：5.62％、Na2O：2.58％、

P2O5：0.26％、ZrO2：6.05％，面釉比重1.44，施釉量500g/m2。

[0058] 步骤4：小电窑干燥，干燥窑温度控制在110℃，干燥后水分控制在0.5％以内。

[0059] 步骤5：喷入保护釉，比重1.21，施釉量280g/m2；其保护釉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

计如下：IL：5.31％；SiO2：56.19％；Al2O3：17.50％；Fe2O3：0.17％；BaO：1.66％；CaO：6.09％；

MgO：2.11％；K2O：3.42％；Na2O：2.90％；SrO：0.83％；ZnO：3.82％。

[0060] 步骤6：布撒白色晶花熔块，其布撒量为900g/m2。所述熔块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

比包括：IL：0.34％；SiO2：40 .89％；Al2O3：26 .46％；Fe2O3：0.09％；TiO2：0.12％；CaO：

4.12％；MgO：2.28％；K2O：2.08％；Na2O：2.09％；ZrO2：3.78％；CeO2：7.04％；ZnO：7.78％；

BaO：2.01％；PbO：0.83％；As2O3：0.09％。所述熔块的颗粒级配为：40目以下：15％；40目～60

目：49％；60目～80目：26％；80目～100目：8％；100目以上：2％。最终由白色晶花熔块获得

的有效釉面层的厚度为0.4mm。

[0061] 步骤7：使用喷釉柜喷洒胶水固定剂。胶水固定剂由胶水与水按照质量比例3：1混

合稀释得到，其中胶水购自意达加公司。该胶水固定剂的喷洒量为230g/m2。为了保证雾化

程度，要求喷嘴角度为110°，喷釉柜釉泵压力控制在0.25MPa。

[0062] 步骤8：干燥，采用电窑干燥，干燥窑温度控制在110℃，干燥后水分控制在0.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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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0063] 步骤9：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为105min，最高烧成温度为1194℃。实例烧成温

度如下：由室温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400℃；第1步以15℃/min的速率升温至500℃；第2

步以31℃/min速率升温至650℃，第3步以38℃/min速率升温至980℃；第4步以5℃/min的速

率升温至1026℃，保温9min；然后以19℃/min速率升温至最高烧成温度1194℃，保温5min；

以及降温阶段，以20℃/min降温至1074℃，保温3min；之后以72℃/min速率降温至900℃；以

82℃/min速率降温至700℃；继续以20℃/min降温至590℃；降至400℃之后按照80℃/min降

至室温出窑。

[0064] 步骤10：将烧成的半成品在粗抛工艺中，抛光采用金刚砂树脂模块抛光。

[0065] 所得白色晶花装饰陶瓷砖，能明显看到釉层中的晶花效果(如图1所示)。经国家陶

瓷及水暖卫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该技术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GB/T4100-2015《陶

瓷砖》标准附录G、GB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及HJ/T297-2006《环境标志产品

技术要求陶瓷砖》标准的要求，耐污性5级(标准要求≥3级)，断裂模数43MPa(标准要求≥

35MPa)。

[0066] 表1步骤10的粗抛抛光参数

[0067] 表1中的目数是指模块的目数，组数是指模块的组数，压力是指抛光磨头压力。

[0068] 实施例2

[0069]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70] 步骤6：布撒白色晶花熔块，其布撒量为800g/m2。所述熔块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

比包括：IL：0.44％；SiO2：41 .53％；Al2O3：26 .78％；Fe2O3：0.16％；TiO2：0.15％；CaO：

3.98％；MgO：1.64％；K2O：2.78％；Na2O：1.73％；ZrO2：3.98％；CeO2：6.98％；ZnO：5.98％；

BaO：2.45％；PbO：0.97％；As2O3：0.45％。所述熔块的颗粒级配为：40目以下：17％；40目～60

目：48％；60目～80目：26％；80目～100目：7％；100目以上：2％。最终由白色晶花熔块获得

的有效釉面层的厚度为0.4mm。

[0071] 步骤7：喷釉柜喷洒胶水固定剂。胶水固定剂由胶水与水按照质量比例3：1混合稀

释得到，其中胶水购自意达加公司。该胶水固定剂的喷洒量为200g/m2。为了保证雾化程度，

要求喷嘴角度为110°，喷釉柜釉泵压力控制在0.25MPa。

[0072] 步骤9：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为98min，最高烧成温度为1201℃。该实例烧成

温度如下：在升温阶段，由室温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400℃，第1步以15℃/min的速率升

温至500℃，第2步以33℃/min速率升温至700℃，第3步以40℃/min速率升温至1000℃；第4

步按照8℃/min速率升温至1029℃，保温9min；然后以22℃/min速率升温升温至最高烧成温

度1201℃，保温6min；以及降温阶段，以23℃/min降温至1081℃，保温3min；之后以74℃/min

速率降温至850℃；以85℃/min速率降温至700℃；继续以22℃/min降温至585℃；降至400℃

之后按照82℃/min降至室温出窑。

[007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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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75] 步骤6：布撒白色晶花熔块，其布撒量为1000g/m2。所述熔块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

分比包括：IL：0.52％；SiO2：41.45％；Al2O3：26.46％；Fe2O3：0.09％；TiO2：0.12％；CaO：

3.99％；MgO：1.73％；K2O：2.08％；Na2O：2.15％；ZrO2：4.45％；CeO2：8.01％；ZnO：6.02％；

BaO：2.01％；PbO：0.83％；As2O3：0.09％。所述熔块的颗粒级配为：40目以下：17％；40目～60

目：45％；60目～80目：28％；80目～100目：8％；100目以上：2％。最终由白色晶花熔块获得

的有效釉面层的厚度为0.5mm。

[0076] 步骤7：喷釉柜喷洒胶水固定剂。胶水固定剂由胶水与水按照质量比例3：1混合稀

释得到，其中胶水购自意达加公司。该胶水固定剂的喷洒量为250g/m2。为了保证雾化程度，

要求喷嘴角度为110°，喷釉柜釉泵压力控制在0.25MPa。

[0077] 步骤9：辊道窑低温快烧，烧成周期为110min，最高烧成温度为1189℃。实例烧成温

度如下：在升温阶段，由室温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400℃，第1步以15℃/min的速率升温

至500℃，第2步以30℃/min速率升温至600℃，第3步以38℃/min速率升温至1000℃；按照5

℃/min速率升温至1011℃，保温11min；然后以18℃/min速率升温升温至最高烧成温度1189

℃，保温6min；以及降温阶段，以20℃/min降温至1071℃，保温5min；之后以70℃/min速率降

温至850℃；以80℃/min速率降温至700℃；继续以20℃/min降温至590℃；降至400℃之后按

照80℃/min降至室温出窑。

[0078] 对比例1

[0079]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所述烧成周期为68min，最高烧成温度为1234℃。

具体烧成曲线为：在升温阶段，由室温以27℃/min的速率升温至200℃；以44℃/min的速率

升温至700℃；以27℃/min速率升温至998℃；以10℃/min速率升温至1234℃，保温5min；降

温阶段：以65℃/min降温至1189℃；74℃/min速率降温至700℃；以25℃/min速率降温至400

℃；降至400℃之后按照96℃/min降至室温出窑。

[0080] 由于烧成周期过短，晶核形成区域与晶体成长区域过窄，晶体会得到足够时间成

长；而烧成温度过高，导致熔融液再次反应，产生新的气体。故对比例1获取的晶花呈现点

状、炸开式的效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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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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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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