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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及其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

及其生产方法，包括坯体，所述坯体包括砖坯层

和面料层，所述砖坯层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

凹腔；所述面料层设置于砖坯层的上表面，并且

所述面料层填平所述砖坯层的凹腔。设置所述面

料层覆盖所述砖坯层的表面，解决了干法成型的

瓷砖坯体表面粗糙的问题，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

陶瓷砖的坯体的表面平整光滑，大大地提高了成

品瓷砖釉面的平滑度。而且，所述砖坯层的上表

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根据材料力学原理可

知，所述凹腔使干法成型的所述砖坯层的应力分

散，不易发生干燥开裂，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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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包括坯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坯体包括砖坯层和面料

层，所述砖坯层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

所述面料层设置于砖坯层的上表面，并且所述面料层填平所述砖坯层的凹腔；

砖坯层为干法制粉获得的陶瓷粉料冲压成型，面料层为球磨制成的陶瓷浆料干燥后高

温烧结而成；

所述面料层的配方包括40～60％瘠性原料；

所述砖坯层的凹腔的横截面为弧形，即所述凹腔从边缘到中心逐渐向内凹陷；

所述砖坯层的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为3～5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砖坯层和所述面料

层的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釉料层和印花

层，所述釉料层设置于所述面料层与所述印花层之间。

4.生产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A,使用干法造粒的粉料冲压制成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的砖坯，对砖坯进行

素烧，得到素烧坯；

步骤B，选用与步骤A的砖坯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的公知陶瓷砖生产用原

料制成浆料；

步骤C，将所述浆料注入步骤A获得的素烧坯的凹腔内，所述浆料应将所述凹腔填平，得

到坯体；

步骤D，对步骤C获得的坯体进行干燥，经高温烧成后获得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

所述步骤B中，所述浆料的细度为300目筛的筛余为3～4g/100ml，所述浆料的比重为

1.72～1.76，所述浆料的含水率为34～38％，所述浆料的涂四流速杯流速为40～60s/ml；

所述步骤A中砖坯的素烧温度为1000～105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

中，所述浆料通过淋釉器注入所述素烧坯的凹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

包括：

步骤D1，将步骤C获得的坯体在25～280℃中干燥20min；

步骤D2，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釉料；

步骤D3，将施釉后的坯体在1100～1150℃下烧制，然后对烧制后的坯体进行抛光，制成

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2

还包括印花工序：先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底釉，然后印花，再在印花后的坯体的上

表面施予面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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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陶瓷生产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及其生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陶瓷的干法成型工艺为将磨碎后的陶瓷粉料经过干法造粒后倒入压制模具

中，再通过冲压成型机压制成砖坯。由于干法造粒形成的陶瓷粉料颗粒形状多为粒径大小

不一的椎体和/或柱体，而不像传统的喷雾造粒那样形成均匀的球体颗粒；从而使其压制出

来的砖坯存在粉料颗粒不易控制、坯面粗糙等缺陷，进而产生成品瓷砖釉面的平滑度低、美

感差、优等品率低等问题；而且，砖坯应力集中，在干燥和烧成过程中容易发生干燥开裂，破

损率高，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砖坯内部应力分散，成品表面平滑，损耗率低的干压

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及其生产方法。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包括坯体，所述坯体包括砖坯层和面料层，所述砖坯

层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

[0006] 所述面料层设置于砖坯层的上表面，并且所述面料层填平所述砖坯层的凹腔。

[0007] 这样的结构，利用砖坯层上表面向下凹陷的凹腔将干法制粉冲压成形砖坯内的应

力分散在弧形砖面上，在干燥和烧成过程中，可以减少砖坯的破损率，同时使用面料层将凹

腔填平，目的是获得平整的砖面。为了使其具有较好的复合效果，面料层是由浆料干燥后而

获得的。

[0008] 优选地，所述砖坯层的凹腔的横截面为弧形，即所述凹腔从边缘到中心逐渐向内

凹陷；

[0009] 所述砖坯层的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为3～5mm。

[0010] 一般而言，砖坯层表面具有凹陷纹理即可缓解应力，但其截面为弧形，且凹腔从边

缘到中心逐渐向内凹陷的结构可以使应力获得更好的分散。砖坯层的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

设置为3～5mm，这是因为在此范围内，砖坯的破损率最低。

[0011] 优选地，所述面料层的配方包括40～60％瘠性原料。在面料层的配方中包括40～

60％瘠性原料，这是因为面料层最好是通过注入浆料，待浆料干燥后形成，若其中有较多的

塑性料，则会使浆料年度增大，比重降低，含水率偏高，这样在浆料干燥后形成的面料层可

能会出现收缩开裂、向内严重凹陷等问题，进而影响品质，因此，在面料层的配方应含有较

多的瘠性原料，其可以调节干燥收缩，并且在较低含水率下保证浆料的流动性。

[0012] 优选地，上述砖坯层的配方和所述面料层的配方相同。配方相同，两者最后烧结是

不易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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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所述砖坯层和所述面料层的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选择在

此数值范围，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砖坯层和面料层之间因烧成收缩系数差异较大而造成

的分层等缺陷。

[0014] 优选地，还包括釉料层和印花层，所述釉料层设置于所述面料层与所述印花层之

间。在面料层表面布施釉料，进行印花装饰，会获得较为丰富的装饰效果。这里布施釉料可

以采用公知的遮盖型底釉，当然透明、半透明等釉料也可以选择，印花可以采用包括但不限

于喷墨、滚筒、丝网等公知的印花工艺。

[0015] 优选地，上述坯体的厚度为9～11mm。在此坯体凹陷深度范围内，将坯体厚度设定

为9～11mm，可以获得较高的坯体强度。

[0016] 优选地，生产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步骤A,使用干法造粒的粉料冲压制成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的砖坯，对砖坯

进行素烧，得到素烧坯；

[0018] 步骤B，选用与步骤A的砖坯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的公知陶瓷砖生产

用原料制成浆料；

[0019] 步骤C，将所述浆料注入步骤A获得的素烧坯的凹腔内，所述浆料应将所述凹腔填

平，得到坯体；

[0020] 步骤D，对步骤C获得的坯体进行干燥，经高温烧成后获得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

瓷砖。

[0021] 优选地，上述步骤B中，选用浆料的细度为300目筛的筛余为3～4g/100ml，浆料的

比重为1.72～1.76，浆料的含水率为34～38％，浆料的涂四流速杯流速为40～60s/ml。在此

工艺参数下的浆料，可以获得较好的砖面效果，表面均匀，而且不易开裂。

[0022] 优选地，所述步骤A中砖坯的素烧温度为1000～1050℃。

[0023] 需要说明，步骤A和步骤B的顺序可以对调。

[0024] 优选地，所述步骤C中，所述浆料通过淋釉器注入所述素烧坯的凹腔内。

[0025] 优选地，所述步骤D包括：

[0026] 步骤D1，将步骤C获得的坯体在25～280℃中干燥20min；

[0027] 步骤D2，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釉料；

[0028] 步骤D3，将施釉后的坯体在1100～1150℃下烧制，然后对烧制后的坯体进行抛光，

制成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

[0029] 优选地，所述步骤D2还包括印花工序：先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底釉，然后

印花，再在印花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面釉。

[0030] 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设置所述砖坯层和所述面料层，设置所述面料层覆盖

所述砖坯层的表面，解决了干法成型的瓷砖坯体表面粗糙的问题，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

瓷砖的坯体的表面平整光滑，大大地提高了成品瓷砖釉面的平滑度。而且，所述砖坯层的上

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根据材料力学原理可知，所述凹腔使干法成型的所述砖坯层的

应力分散，不易发生干燥开裂，提高产品质量。

[0031] 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先对干法造粒压制成的所述砖坯素烧成

素烧坯，然后再将所述浆料注入素烧坯的凹腔内以填平所述凹腔得到坯体，从而避免干法

成型的砖坯中铁杂质溢出和表面粗糙等缺陷对成品釉面质量的影响。利用注浆成型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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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表面极度平滑的特点，将所述浆料填平素烧坯的凹腔，既解决了干法成型的砖坯中铁杂

质溢出和表面粗糙的问题，又避免了注浆成型工艺中的喷墨干燥工序，降低成品损耗，提高

成品釉面的美感和质感，实现生产工艺的资源友好利用。

附图说明

[0032] 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内容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0033] 图1是本发明其中一个实施例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结构示意图。

[0034] 其中：坯体1；砖坯层11；面料层12；釉料层2；印花层3。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需要说明，

附图仅为说明本方案的示意图，并未严格按照比例绘制，而且为了突出某些结构特点，在具

体位置可能有相应的放大或缩小。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例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包括坯体1，如图1所示，所述坯体1包括砖坯

层11和面料层12，所述砖坯层11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

[0038] 所述面料层12设置于砖坯层11的上表面，并且所述面料层12填平所述砖坯层11的

凹腔。

[0039] 建筑陶瓷的干法成型工艺为将磨碎后的陶瓷粉料经过干法造粒后倒入压制模具

中，再通过冲压成型机压制成砖坯。由于干法造粒形成的陶瓷粉料颗粒形状多为粒径大小

不一的椎体和柱体，而不像传统的喷雾造粒那样形成均匀的球体颗粒；从而使到压制出来

的砖坯存在粉料颗粒不易控制、坯面粗糙等缺陷，进而产生成品瓷砖釉面的平滑度低、美感

差、优等品率低等问题；而且，砖坯应力集中，容易发生干燥开裂，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0040] 而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设置所述砖坯层11和所述面料层12，所述砖坯层11

为干法制粉获得的粉料冲压成型，限于干法制粉的特点，其冲压成形的砖坯层11的表面粗

糙不平，而所述面料层12为球磨制成的浆料干燥后高温烧结而成，因此面料层12的表面平

整光滑，因此设置所述面料层12覆盖所述砖坯层11的表面，解决了干法成型的瓷砖坯体表

面粗糙的问题，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坯体1的表面平整光滑，后续对其进行施釉

和/或印花装饰，也会大大地提高成品瓷砖釉面的平滑度。

[0041] 而且，所述砖坯层11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根据材料力学原理可知，所述

凹腔使干法成型的所述砖坯层11的应力分散，不易发生干燥开裂，提高产品质量。

[0042] 优选地，所述砖坯层11的凹腔的横截面为弧形，即所述凹腔从边缘到中心逐渐向

内凹陷；所述砖坯层11的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为3～5mm。所述砖坯层11的凹腔从边缘到中

心逐渐向内凹陷，从而将集中在中部的应力向砖坯层11的四周分散，进而使砖坯层不易发

生干燥开裂，降低成品破损率。所述砖坯层11的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为3～5mm，优选为

4.5mm。若所述中心凹陷深度太小，则应力分散作用不明显，成品破损率高；若所述中心凹陷

深度太大，则所述砖坯层11的厚度过小，强度下降，容易发生断裂。

[0043] 优选地，所述面料层12的配方包括40～60％瘠性原料；所述砖坯层11的配方和所

述面料层12的配方相同。所述瘠性原料为石英、长石等天然矿物，与水混合后没有粘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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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所述面料层12的原料的流动性，便于向砖坯层11注入面料层12时自由水的排出；同时，也

减少所述面料层12在干燥和烧成时的收缩，起到骨架作用。而且，若瘠性原料比例太低，则

所述面料层12的原料较为粘稠，流动性差，不便于自由水的排出，也使得所述面料层12的强

度降低，所述面料层12的上表面不能保持水平而发生凹陷，影响成品表面的平滑度；若瘠性

原料比例太高，则所述面料层12的浆料的流动性大，容易因自由水过快排出而使面料层12

在干燥时产生通孔，进而使烧后的面料层12的上表面变粗糙不平。

[0044] 所述砖坯层11的配方和所述面料层12的配方相同，从而使所述砖坯层11和所述面

料层12达到相同的收缩值，保持一致性。当然或者所述砖坯层11的配方和所述面料层12的

配方不相同，保持一定差异，也可以使坯体1形成不同的层次，产生独特的装饰效果。

[0045] 优选地，所述砖坯层11和所述面料层12的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从

而防止因两者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过大，而降低所述坯体1的平滑度，甚至使坯体1

在干燥和烧成时发生开裂，增大成品破损率。

[0046] 优选地，还包括釉料层2和印花层3，如图1所示，所述釉料层2设置于所述面料层12

与所述印花层3之间；所述坯体1的厚度为9～11mm。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还包括釉料

层2和印花层3，所述釉料层2可使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表面更为平滑光亮，具有防污抗

腐蚀等性能；所述印花层3使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表面具有丰富多彩的花纹，增强所述

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装饰效果。所述坯体1的厚度为9～11mm，优选为10mm。

[0047] 优选地，生产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8] 步骤A,使用干法造粒的粉料冲压制成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的砖坯，对砖坯

进行素烧，得到素烧坯；

[0049] 步骤B，选用与步骤A的砖坯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的公知陶瓷砖生产

用原料制成浆料；

[0050] 步骤C，将所述浆料注入步骤A获得的素烧坯的凹腔内，所述浆料应将所述凹腔填

平，得到坯体；

[0051] 步骤D，对步骤C获得的坯体进行干燥，经高温烧成后获得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

瓷砖。

[0052] 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先对干法造粒压制成的所述砖坯素烧成

素烧坯，然后再将所述浆料注入素烧坯的凹腔内以填平所述凹腔得到坯体，从而避免干法

成型的砖坯中铁杂质溢出和表面粗糙等缺陷对成品釉面质量的影响。所述砖坯通过素烧烧

成素烧坯后强度大大提高，以支撑步骤C的注浆工序；同时由于素烧坯完全失水，从而所述

步骤C中所述素烧坯可迅速吸收注入浆料的水分，使浆料快速填平所述凹腔，提高注浆成型

速度。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利用注浆成型的面料层表面极度平滑的特

点，将所述浆料填平素烧坯的凹腔，既解决了干法成型的砖坯中铁杂质溢出和表面粗糙的

问题，又避免了注浆成型工艺中的喷墨干燥工序，降低成品损耗，提高成品釉面的美感和质

感，实现生产工艺的资源友好利用。

[0053] 所述步骤A使用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的砖坯，可通过具有下表面向外凸

起的上模的模具压制而成，所述模具设置下表面向外凸起的所述上模，从而形成上表面为

向内凹面的所述模腔，采用所述模具压制出来的砖坯的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所述

砖坯应力分散，不易发生干燥开裂，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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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所述步骤B，选用与步骤A的砖坯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0.05的公知陶瓷砖

生产用原料制成浆料，从而防止因两者烧成收缩系数之差的绝对值过大，而降低所述坯体

的平滑度，甚至使坯体在干燥和烧成时发生开裂，增大成品破损率。而且，可调整所述浆料

的表面张力以使制成的坯体表面具有丰富多彩的机理，增强制成的陶瓷砖产品的装饰效

果；也可以采用多组分多比例混用的所述浆料，以便于调整坯体整体的膨胀系数等参数，增

加生产工艺调整的灵活性，提高制成的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性能。

[0055] 优选地，所述步骤B中，选用细度为300目筛的筛余为3～4g/100ml的所述浆料，所

述浆料的比重为1.72～1.76，所述浆料的含水率为34～38％，所述浆料的涂四流速杯流速

为40～60s/ml。

[0056] 选用的所述浆料的颗粒细小均匀，从而能够制成表面极度平滑的所述坯体；而且，

所述浆料的比重大，含水率低，从而防止因浆料含水过多，而使得步骤C制成的所述坯体表

面不能保持水平而发生凹陷，影响成品釉面的平滑度；所述浆料的涂四流速杯流速为40～

60s/ml，所述浆料的流动性好，便于自由水的排出，提高坯体成型速度。

[0057] 优选地，所述步骤A中砖坯的素烧温度为1000～1050℃，素烧的作用主要是使砖坯

的水分挥发、有机物挥发和燃烧、碳酸盐分解，矿物组成和结构初步形成，从而使烧成的素

烧坯具有足够的强度，为后续的浆料注入起到支撑作用。

[0058] 优选地，所述步骤C中，所述浆料通过淋釉器注入所述素烧坯的凹腔内。所述浆料

通过淋釉器无增压地注入所述素烧坯的凹腔内，所述浆料自由落体注入，无需增压，操作简

单，投入成本低。

[0059] 优选地，所述步骤D包括：

[0060] 步骤D1，将步骤C获得的坯体在25～280℃中干燥20min；

[0061] 步骤D2，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釉料；

[0062] 步骤D3，将施釉后的坯体在1100～1150℃下烧制，然后对烧制后的坯体进行抛光，

制成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

[0063] 所述步骤D1可采用热风强制干燥，缩短坯体干燥时间。所述步骤D2为对坯体的上

表面施釉，使烧成的瓷砖具有防污抗腐蚀等性能，提高产品质量。而且，步骤D3中，对烧制后

的坯体进行抛光，使烧成的瓷砖的表面更为平滑光亮，色泽匀称，更有层次感。

[0064] 优选地，所述步骤D2还包括印花工序：先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底釉，然后

印花，再在印花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面釉。所述步骤D2中增加印花工序，可提高所述干压

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装饰效果，扩大适用范围。所述印花工序使用传统陶瓷印花技术，包括

喷墨印花、丝网印花和辊筒印花等。

[0065] 实施例2

[0066] 本实施例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7] 步骤1,按质量份数计算，称取10份粘土，38份泥沙，51份长石和1.2份陶瓷添加剂，

干法造粒压制成上表面具有向下凹陷的凹腔的砖坯，并且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为4.5mm，砖

坯的边缘厚度为11mm；

[0068] 步骤2，将步骤1中的砖坯在1020℃下烧制30min,获得素烧坯；

[0069] 步骤3，按质量份数计算，称取10份粘土，38份泥沙，51份长石和1.2份陶瓷添加剂，

混合球磨成细度为300目筛的筛余为3～4g/100ml的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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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步骤4，将步骤3获得的浆料通过淋釉器注入步骤2获得的素烧坯的凹腔内，所述浆

料应将所述凹腔填平，得到坯体；

[0071] 步骤5，将步骤4获得的坯体在150℃中干燥20min；

[0072] 步骤6，在干燥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底釉，干燥15min；再在施底釉后的坯体的上

表面喷墨印花，再在印花后的坯体的上表面施予面釉；

[0073] 步骤7，将步骤6施釉印花后的坯体在1120℃下烧制60min，然后对烧制后的坯体进

行抛光，即可制得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

[0074] 制得的所述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表面平整光滑，釉面平滑度好，外观优美，抗

折强度为45.86。

[0075] 实施例3

[0076]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制成砖坯层11的凹腔的

中心凹陷深度不同的陶瓷砖，每种中心凹陷深度的陶瓷砖制出1000件，并比较每种中心凹

陷深度的陶瓷砖的破损率和抗折强度，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77]

[0078]

[0079] 表1

[0080] 由表1可知，当所述砖坯层11的凹腔的中心凹陷深度太小，则所述砖坯层11的应力

分散作用不明显，成品陶瓷砖破损率高；当所述中心凹陷深度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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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则所述砖坯层11的厚度过小，强度下降，容易发生断裂。因此，所述砖坯层11的凹

腔的中心凹陷深度为3～5mm，优选为4.5mm，使应力分散，陶瓷砖强度适合，破损率低。

[0082] 实施例4

[0083] 根据实施例1所述的干压注浆成型的陶瓷砖的生产方法，制成面料层12的瘠性原

料含量不同的坯体，并比较坯体表面平滑度，结果如下表2所示：

[0084]

瘠性原料含量(％) 坯体表面平滑度

20～40 有凹陷，不平滑

40～60 平整光滑

60～80 表面粗糙，有孔洞

[0085] 表2

[0086] 由表2可知，当所述面料层12的瘠性原料含量太低，则所述面料层12的原料较为粘

稠，流动性差，不便于自由水的排出，也使得所述面料层12的强度降低，使制得的坯体表面

不能保持水平而发生凹陷，影响成品釉面的平滑度；当所述面料层12的瘠性原料含量太高，

则所述面料层12的原料的流动性过大，容易因自由水过快排出而使面料层12产生通孔，制

得的坯体表面变粗糙不平。因此，所述面料层12的瘠性原料含量设置为40～60％，既保证有

足够的流动性使自由水快速排出，又确保制得的坯体表面光滑平整，提高成品陶瓷砖的釉

面的平滑度。

[0087]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发明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这些方式都将落入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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