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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

瓷质砖，其自上而下包括砖坯层、底釉层、装饰层

和透明抛釉层，所述砖坯层按坯料原料质量百分

比计包括30～55％的陶瓷抛光废料、0.5～15％

的单质硅粉和30～69.5％的砖坯基料，所述底釉

层由底釉基础釉料和铁铬黑陶瓷色料混合而成。

本发明通过在砖坯中引入了单质硅粉，借助单质

硅粉在高温条件下对陶瓷抛光废料中碳化硅颗

粒周围氧气的消耗，有效抑制陶瓷抛光废料中的

碳化硅氧化，实现了陶瓷抛光废料的高掺量应

用，有效解决陶瓷抛光废料的循环利用及环保问

题，同时通过在底釉层中引入与砖坯层颜色一致

的色料，有效地解决了该瓷质砖在后期切边倒角

过程中出现白线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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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特征在于∶自上而下包括砖坯层、底釉层、装

饰层和透明抛釉层，所述砖坯层按坯料原料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0～55％的陶瓷抛光废料、

0.5～15％的单质硅粉和30～69.5％的砖坯基料，所述底釉层由底釉基础釉料和铁铬黑陶

瓷色料混合而成，其中所述底釉层中底釉基础釉料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67.72％

的SiO2、20.90％的Al2O3、0.09％的Fe2O3、0.01％的TiO2、0.41％的CaO、0.9％的MgO、6.08％

的K2O、0.95％的Na2O、1.21％的ZnO、0.59％的ZrO2和1.1％的烧失量；所述单质硅粉的细度

为400～800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抛

光废料为含有不低于其总质量2％的含镁胶凝材料和不低于其总质量0.1％的碳化硅颗粒

的陶瓷抛光废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釉层

中铁铬黑陶瓷色料占底釉层总质量的0.1～3％。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1)将瓷质砖砖坯坯料各原料组分与水混合加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处理，坯料添加量按

质量百分比计为所述坯料各组分与水的总重量的65～70％，球磨至混合物料细度为0.3以

下，后经除铁、过筛、喷粉和陈腐，得砖坯粉料；

2)将步骤1)所得砖坯粉料置于压机中进行半干压制成型，得砖坯；

3)步骤2)所得砖坯经干燥后布施底釉形成底釉层，在底釉层上进行图案装饰形成装饰

层，后经布施透明釉形成透明抛釉层，再进入烧成窑中高温烧成，最后经抛光和磨边处理得

成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球磨处理过程中控制球磨机填充率为60～8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所述图案装饰选自丝网印刷、滚筒印刷和喷墨打印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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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废物利用领域，特别涉及抛光废料在釉面瓷质砖上的利用。

背景技术

[0002] 抛光废料主要来源于建筑陶瓷生产冷加工过程中的切边和表面抛光环节。由于抛

光磨头的损耗，使得陶瓷抛光废料中不仅含有陶瓷砖的成分，同时还含有少量的抛光磨头

的成分，即水泥类胶凝材料和硬质颗粒碳化硅。研究表明将陶瓷抛光废料直接应用到陶瓷

坯体中，由于抛光磨头成分的特殊性，坯体易形成蜂窝发泡状结构。目前，对抛光废料的循

环利用主要集中在生产轻质陶瓷砖和吸水率较大的陶质釉面砖方向。但轻质陶瓷砖产品由

于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如装饰性不佳、耐污染性能差和抗折强度低等，难以广泛应用。同

时，抛光废料利用率较低，目前有陶瓷企业利用抛光废料制备陶质釉面砖，其利用率仅为10

～20％，如继续增加抛光废料的掺入量，便会出现发泡程度加剧的缺陷。

[0003] 中国专利CN107651940A公开了一种含有高掺量抛光废料的瓷质砖及其制备方法，

在配方中引入了高温脱氧剂，借助高温脱氧剂对抛光废料中碳化硅颗粒周围氧气的消耗，

抑制抛光废料中的碳化硅氧化，实现添加30％以上抛光废料的致密化应用。但由于抛光废

料及高温脱氧剂使得坯体呈灰黑色调，与白色底釉颜色差异太大，因此制备出的产品后期

切边倒角过程中会出现白线的问题。

[0004] 中国专利CN107500740A公开了一种环保型黑色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制备过程中

未布施白色底釉，直接在黑色砖坯上布施透明抛釉，这样虽然有效避免了因使用白色底釉

造成的切边倒角过程中出现白线的问题，但将透明抛釉与含抛光废料的坯体直接接触，抛

釉中碱土金属氧化物易腐蚀废料中的微量碳化硅表面氧化硅保护膜，从而引起碳化硅的进

一步氧化，导致釉面容易起泡。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

质砖，同时提供该釉面瓷质砖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自上而下包

括砖坯层、底釉层、装饰层和透明抛釉层，所述砖坯层按坯料原料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0～

55％的陶瓷抛光废料、0.5～15％的单质硅粉和30～69.5％的砖坯基料，所述底釉层由底釉

基础釉料和铁铬黑陶瓷色料混合而成。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单质硅粉的细度为200～2000目，其细度的限定

有利于提高陶瓷抛光废料中碳化硅颗粒在高温烧成下的脱氧效率。然而，细度过大其分散

性能欠佳，而细度过细容易结团导致脱氧效率下降，因此本发明优选单质硅粉的细度为400

～800目，其兼具优异的分散性能和高效脱氧性能。

[000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陶瓷抛光废料为含有不低于其总质量2％的含

镁胶凝材料和不低于其总质量0.1％的碳化硅颗粒的陶瓷抛光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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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底釉层中铁铬黑陶瓷色料占底釉层总质量的

0.1～3％。具体地，所述铁铬黑色料的添加量对底釉层与砖坯层的附着力存在一定影响，其

添加量过大容易造成底釉层与砖坯层之间附着力下降而导致后续高温烧成时出现气泡、裂

纹等质量问题，其添加量过少则颜色遮盖力不佳导致后期切边倒角后外观欠佳。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底釉层中底釉基础釉料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

比计为：67.72％的SiO2、20.90％的Al2O3、0.09％的Fe2O3、0.01％的TiO2、0.41％的CaO、

0.9％的MgO、6.08％的K2O、0.95％的Na2O、1.21％的ZnO、0.59％的ZrO2和1.1％的烧失量。具

体地，该底釉基础釉料具有低钙低镁的特性，其可阻止高掺量抛光釉料砖坯中微量碳化硅

颗粒的进一步高温氧化分解，有效地避免了砖坯层直接与抛釉层接触导致容易产生气泡的

质量问题。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透明抛釉层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43

～45％的SiO2、5～8％的Al2O3、0.05～0.08％的Fe2O3、0.01～0.03％的TiO2、7～9％的CaO、3

～5％的MgO、2～5％的K2O、1～2％的Na2O、13～15％的ZnO和4～5％的烧失量。

[0012] 一种如上项所述的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工艺步

骤：

[0013] 1)将瓷质砖砖坯坯料各原料组分与水混合加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处理，坯料添加

量按质量百分比计为所述坯料各组分与水的总重量的65～70％，球磨至混合物料细度为

0.3以下，后经除铁、过筛、喷粉和陈腐，得砖坯粉料；

[0014] 2)将步骤1)所得砖坯粉料置于压机中进行半干压制成型，得砖坯；

[0015] 3)步骤2)所得砖坯经干燥后布施底釉形成底釉层，在底釉层上进行图案装饰形成

装饰层，后经布施透明釉形成透明抛釉层，再进入烧成窑中高温烧成，最后经抛光和磨边处

理得成品。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步骤1)中球磨处理过程中控制球磨机填充率为60～

80％，其具有良好的球磨效率。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步骤3)中所述图案装饰选自丝网印刷、滚筒印刷和

喷墨打印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通过在砖坯中引入了单质硅粉，借助单质硅粉在高温条件下对陶瓷抛

光废料中碳化硅颗粒周围氧气的消耗，有效抑制陶瓷抛光废料中的碳化硅氧化，实现了陶

瓷抛光废料的高掺量应用，有效解决陶瓷抛光废料的循环利用及环保问题，同时通过在底

釉层中引入与砖坯层颜色一致的色料，有效地解决了该瓷质砖在后期切边倒角过程中出现

白线的缺陷。

[0020] (2)本发明通过在底釉层中引入低钙低镁成分，阻止了高掺量抛光废料砖坯中微

量碳化硅颗粒的进一步高温氧化分解，有效地避免了砖坯层直接与抛釉层接触导致容易产

生气泡的质量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以便于所属技术领域的人员对本发明的

理解。有必要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实施例只是用于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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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熟练人员，根据上述发明内容对本发明作出的非本质

性的改进和调整，应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同时下述所提及的原料未详细说明的，均为

市售产品；未详细提及的工艺步骤或制备方法为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工艺步骤或

制备方法。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自上而下包括砖坯层、底釉层、装饰层和透

明抛釉层。其中：

[0024] 砖坯层按坯料原料质量百分比计由30％的陶瓷抛光废料、0.5％的细度为800目的

单质硅粉和69.5％的砖坯基料组成，所述陶瓷抛光废料中含有不低于其总质量2％的含镁

胶凝材料和不低于其总质量0.1％的碳化硅颗粒；

[0025] 底釉层按原料质量百分比计99.9％的底釉基础釉料和0.1％的铁铬黑陶瓷色料组

成，所述底釉基础釉料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67.72％的SiO2、20.90％的Al2O3、

0.09％的Fe2O3、0.01％的TiO2、0.41％的CaO、0.9％的MgO、6.08％的K2O、0.95％的Na2O、

1.21％的ZnO、0.59％的ZrO2和1.1％的烧失量；

[0026] 透明抛釉层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44 .51％的SiO2、6 .33％的Al2O3、

0.05％的Fe2O3、0.02％的TiO2、8.25％的CaO、4.12％的MgO、3.20％的K2O、1.15％的Na2O、

13.56％的ZnO和4.53％的烧失量。

[0027] 制备方法：

[0028] 1)将瓷质砖砖坯坯料各原料组分与水混合加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处理，坯料添加

量按质量百分比计为所述坯料各组分与水的总重量的65％，控制球磨机填充率为75％，球

磨至混合物料细度为0.25，后经除铁、250目筛网过筛、喷粉和陈腐，得砖坯粉料；

[0029] 2)将步骤1)所得砖坯粉料置于压机中进行半干压制成型，得砖坯；

[0030] 3)步骤2)所得砖坯经干燥后布施底釉形成底釉层，底釉层与砖坯层的色差值不高

于0.2，在底釉层上进行图案装饰形成灰色色调的装饰层，后经布施透明釉形成透明抛釉

层，再进入烧成窑中于1220℃高温烧成，最后经抛光和磨边处理，得实施例1成品。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自上而下包括砖坯层、底釉层、装饰层和透

明抛釉层。其中：

[0033] 砖坯层按坯料原料质量百分比计由55％的陶瓷抛光废料、15％的细度为400目的

单质硅粉和30％的砖坯基料组成，所述陶瓷抛光废料中含有不低于其总质量2％的含镁胶

凝材料和不低于其总质量0.1％的碳化硅颗粒；

[0034] 底釉层按原料质量百分比计97％的底釉基础釉料和3％的铁铬黑陶瓷色料组成，

所述底釉基础釉料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67.72％的SiO2、20.90％的Al2O3、0.09％

的Fe2O3、0.01％的TiO2、0.41％的CaO、0.9％的MgO、6.08％的K2O、0.95％的Na2O、1.21％的

ZnO、0.59％的ZrO2和1.1％的烧失量；

[0035] 透明抛釉层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45 .89％的SiO2、7 .33％的Al2O3、

0.05％的Fe2O3、0.02％的TiO2、6.78％的CaO、5.54％的MgO、3.25％的K2O、1.89％的Na2O、

14.56％的ZnO和5.51％的烧失量。

[0036] 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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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1)将瓷质砖砖坯坯料各原料组分与水混合加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处理，坯料添加

量按质量百分比计为所述坯料各组分与水的总重量的70％，控制球磨机填充率为80％，球

磨至混合物料细度为0.21，后经除铁、250目筛网过筛、喷粉和陈腐，得砖坯粉料；

[0038] 2)将步骤1)所得砖坯粉料置于压机中进行半干压制成型，得砖坯；

[0039] 3)步骤2)所得砖坯经干燥后布施底釉形成底釉层，底釉层与砖坯层的色差值不高

于0.2，在底釉层上进行图案装饰形成黄金色色调的装饰层，后经布施透明釉形成透明抛釉

层，再进入烧成窑中于1200℃高温烧成，最后经抛光和磨边处理，得实施例2成品。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高掺量抛光废料的釉面瓷质砖，其自上而下包括砖坯层、底釉层、装饰层和透

明抛釉层。其中：

[0042] 砖坯层按坯料原料质量百分比计由40％的陶瓷抛光废料、10％的细度为600目的

单质硅粉和50％的砖坯基料组成，所述陶瓷抛光废料中含有不低于其总质量2％的含镁胶

凝材料和不低于其总质量0.1％的碳化硅颗粒；

[0043] 底釉层按原料质量百分比计98％的底釉基础釉料和2％的铁铬黑陶瓷色料组成，

所述底釉基础釉料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67.72％的SiO2、20.90％的Al2O3、0.09％

的Fe2O3、0.01％的TiO2、0.41％的CaO、0.9％的MgO、6.08％的K2O、0.95％的Na2O、1.21％的

ZnO、0.59％的ZrO2和1.1％的烧失量；

[0044] 透明抛釉层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为：47 .25％的SiO2、6 .25％的Al2O3、

0.05％的Fe2O3、0.02％的TiO2、7.84％的CaO、6.01％的MgO、3.17％的K2O、1.55％的Na2O、

13.21％的ZnO和5.11％的烧失量。

[0045] 制备方法：

[0046] 1)将瓷质砖砖坯坯料各原料组分与水混合加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处理，坯料添加

量按质量百分比计为所述坯料各组分与水的总重量的68％，控制球磨机填充率为70％，球

磨至混合物料细度为0.23，后经除铁、250目筛网过筛、喷粉和陈腐，得砖坯粉料；

[0047] 2)将步骤1)所得砖坯粉料置于压机中进行半干压制成型，得砖坯；

[0048] 3)步骤2)所得砖坯经干燥后布施底釉形成底釉层，底釉层与砖坯层的色差值不高

于0.2，在底釉层上进行图案装饰形成白色色调的装饰层，后经布施透明釉形成透明抛釉

层，再进入烧成窑中于1180℃高温烧成，最后经抛光和磨边处理，得实施例3成品。

[0049]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凡与本发明类似的工艺及所作的等效变化，

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8484114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