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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陶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

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及其制作工艺。该种张开型

裂纹厚釉白瓷，包括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和釉

层。本发明提供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在白瓷

表面形成纵向延伸的爆裂痕，裂痕外翻从外至

里，裂痕深入坯体、深度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小，

从触感上能摸到明显凹凸的基理，结合手拉坯的

横向环形纹理，效果美观；为了更好的显示出爆

裂纹的纹理，使用了釉面清透、釉层薄、明亮度高

的釉水，同时提高釉料黏性，保证很好的保护裂

纹的使用寿命，同时透明度高可以更好的提现裂

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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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其特征在于，包括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和釉层，所述内层坯

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40-50份、煅烧滑石20-30份、石英10-15份、高硅土10-15份、钠长

石1-5份；所述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0-30、白云土20-30份、膨润土10-15份、

莫来石10-15份、钠长石10-15份、纳米氧化铝5-10份、Al2O3晶须1-5份、莫桑石颗粒1-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层坯体的原料组分

如下：高岭土46份、煅烧滑石28份、石英13份、高硅土11份、钠长石2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

分如下：高岭土27、白云土23份、膨润土14份、莫来石12份、钠长石11份、纳米氧化铝6份、

Al2O3晶须4份、莫桑石颗粒3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颗粒的直径大于

0.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釉层的原料组分如

下：高岭土20-30份、石英20-30份、长石10-20份、烧滑石10-20、份、硅酸锆1-5份、钛酸钡1-5

份。

6.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的制备方法，制作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

瓷及其制作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根据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制备内层坯体泥料、爆裂层坯体泥料；

步骤2，使用内层坯体泥料在拉坯机上使用拉坯成型，制成雏坯；

步骤3，将爆裂层泥料覆盖于雏坯外，继续转动拉坯机在雏坯的表明形成爆裂坯体层；

步骤4，使用1100-1200的火焰快速在爆裂坯体层外进行烘烤，至表面形成纵向裂纹；

步骤5，继续转动拉坯成型，雏坯继续扩张使爆裂坯体层顺着裂纹开裂，形成爆裂纹路，

坯体制成；

步骤6，等待坯体干燥后，在坯体表面施釉；

步骤7，将施釉后的坯体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330-1335℃，烧成后获得张开型裂纹厚

釉白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覆盖于

雏坯外的爆裂坯体层后，对爆裂坯体层进行修坯，修至的厚度为3-10mm。

8.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使用爆裂

坯体层外进行烘烤的时间为10-30秒。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釉层步骤6

中所述釉层的厚度为0.2-0.3mm。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的烧成

温度控制如下：

窑炉经4-5小时，从室温升温至300℃；

窑炉经2-3小时，从300℃升温至800℃；

窑炉经3-4小时，从800℃升温至1200℃；

窑炉经3-4小时，从1200℃升温至烧成温度，并在烧成温度下保温2-3小时；

窑炉停火，经自然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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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及其制作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德化制瓷业唐代便有记载,宋、元时烧制青、白瓷,明代后得到巨大发展,以烧白瓷

著称。德化白瓷瓷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

下,釉中隐隐呈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象牙白”“鹅绒白”“中国白”之称。传统的德化白瓷以

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为最突出的特点。手拉坯成形是一种古老陶瓷成

型技术，它是在转动的轮盘上，用手工将可塑泥料拉制成各种形状坯体的方法，传统德化白

瓷也大多有使用的手拉坯的陶瓷制品，但都会在其表面会覆盖一层透明釉层，以尽可能的

将将手拉的纹理遮盖，使陶瓷表面摸起来光滑细腻。

[0003]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你的变化，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不

断提高，如果能将传统的德化白瓷与手拉胚的粗犷风格的进行一个结合，提供一种全新的

釉面效果，对德化白瓷的表面进行装饰，对德化白瓷的推广和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及其制作工

艺。

[0005] 本发明提供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包括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和釉层，所述内层

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40-50份、煅烧滑石20-30份、石英10-15份、高硅土10-15份、钠

长石1-5份；所述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0-30、白云土20-30份、膨润土10-15

份、莫来石10-15份、钠长石10-15份、纳米氧化铝5-10份、Al2O3晶须1-5份、莫桑石颗粒1-5

份。

[0006] 进一步的，内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46份、煅烧滑石28份、石英13份、高硅

土11份、钠长石2份。

[0007] 进一步的，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7、白云土23份、膨润土14份、莫来

石12份、钠长石11份、纳米氧化铝6份、Al2O3晶须4份、莫桑石颗粒3份。

[0008] 进一步的，石英颗粒的直径大于0.5mm。

[0009] 进一步的，釉层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0-30份、石英20-30份、长石10-20份、烧

滑石10-20、份、硅酸锆1-5份、钛酸钡1-5份。

[0010] 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的制备方法，制作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张开型裂纹厚釉

白瓷及其制作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11] 步骤1，根据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制备内层坯体泥料、爆裂层坯体泥

料；

[0012] 步骤2，使用内层坯体泥料在拉坯机上使用拉坯成型，制成雏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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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3，将爆裂层泥料覆盖于雏坯外，继续转动拉坯机在雏坯的表明形成爆裂坯体

层；

[0014] 步骤4，使用1100-1200的火焰快速在爆裂坯体层外进行烘烤，至表面形成纵向裂

纹；

[0015] 步骤5，继续转动拉坯成型，雏坯继续扩张使爆裂坯体层顺着裂纹开裂，形成爆裂

纹路，坯体制成；

[0016] 步骤6，等待坯体干燥后，在坯体表面施釉；

[0017] 步骤7，将施釉后的坯体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330-1335℃，烧成后获得张开型裂

纹厚釉白瓷。

[0018] 进一步的，步骤3中覆盖于雏坯外的爆裂坯体层后，对爆裂坯体层进行修坯，修至

的厚度为3-10mm。

[0019] 进一步的，步骤3中使用爆裂坯体层外进行烘烤的时间为10-30秒。

[0020] 进一步的，釉层步骤6中所述釉层的厚度为0.2-0.3mm。

[0021] 进一步的，步骤7中的烧成温度控制如下：

[0022] 窑炉经4-5小时，从室温升温至300℃；

[0023] 窑炉经2-3小时，从300℃升温至800℃；

[0024] 窑炉经3-4小时，从800℃升温至1200℃；

[0025] 窑炉经3-4小时，从1200℃升温至烧成温度，并在烧成温度下保温2-3小时；

[0026] 窑炉停火，经自然降温。

[0027] 本发明制备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在白瓷表面形成纵向延伸的爆裂痕，裂痕外

翻从外至里，裂痕深入坯体、深度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小，从触感上能摸到明显凹凸的基

理，结合手拉坯的横向环形纹理，效果美观；为了更好的显示出爆裂纹的纹理，使用了釉面

清透、釉层薄、明亮度高的釉水，同时提高釉料黏性，保证很好的保护裂纹的使用寿命，同时

透明度高可以更好的提现裂纹的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9] 本发明提供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包括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和釉层，釉层的厚

度为0.2-0.3mm，所述内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

[0030] 高岭土40-50份、煅烧滑石20-30份、石英10-15份、高硅土10-15份、钠长石1-5份；

[0031] 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0-30、白云土20-30份、膨润土10-15份、莫来

石10-15份、钠长石10-15份、纳米氧化铝5-10份、Al2O3晶须1-5份、莫桑石颗粒1-5份，其中所

述石英颗粒的直径大于0.5mm；

[0032] 釉层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0-30份、石英20-30份、长石10-20份、烧滑石10-20、

份、硅酸锆1-5份、钛酸钡1-5份。

[0033] 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及其制作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34] 步骤1，根据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制备内层坯体泥料、爆裂层坯体泥

料；

[0035] 步骤2，使用内层坯体泥料在拉坯机上使用拉坯成型，制成雏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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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步骤3，将爆裂层泥料覆盖于雏坯外，继续转动拉坯机在雏坯的表明形成爆裂坯体

层，爆裂坯体层干燥至含水率为20-30％时，对爆裂坯体层进行修坯，修至的厚度为3-10mm；

[0037] 步骤4，使用1100-1200的火焰快速在爆裂坯体层外进行烘烤，烘烤的时间为10-30

秒，至表面形成纵向裂纹；

[0038] 步骤5，继续转动拉坯成型，雏坯继续扩张使爆裂坯体层顺着裂纹开裂，形成爆裂

纹路，坯体制成；

[0039] 步骤6，等待坯体干燥后，在坯体表面施釉，釉层的厚度为0.2-0.3mm；

[0040] 步骤7，将施釉后的坯体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330-1335℃，烧成后获得张开型裂

纹厚釉白瓷，烧成温度控制如下：

[0041] 窑炉经4-5小时，从室温升温至300℃；

[0042] 窑炉经2-3小时，从300℃升温至800℃；

[0043] 窑炉经3-4小时，从800℃升温至1200℃；

[0044] 窑炉经3-4小时，从1200℃升温至烧成温度，并在烧成温度下保温2-3小时；

[0045] 窑炉停火，经自然降温。

[0046] 具体实施例一：

[0047] 本发明提供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包括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和釉层；

[0048] 内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46份、煅烧滑石28份、石英13份、高硅土11份、钠

长石2份；

[0049] 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7、白云土23份、膨润土14份、莫来石12份、钠

长石11份、纳米氧化铝6份、Al2O3晶须4份、莫桑石颗粒3份，其中所述石英颗粒的为0.8-

1.0mm；

[0050] 釉层的原料组分如下：高岭土28份、石英27份、长石19份、烧滑石18、份、硅酸锆4

份、钛酸钡4份，。

[0051] 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及其制作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52] 步骤1，根据内层坯体、爆裂层坯体的原料组分制备内层坯体泥料、爆裂层坯体泥

料；

[0053] 步骤2，使用内层坯体泥料在拉坯机上使用拉坯成型，制成雏坯；

[0054] 步骤3，将爆裂层泥料覆盖于雏坯外，继续转动拉坯机在雏坯的表明形成爆裂坯体

层，爆裂坯体层干燥至含水率为25％时，对爆裂坯体层进行修坯，修至的厚度为5mm；

[0055] 步骤4，使用1100-1200的喷枪火焰快速在爆裂坯体层外进行烘烤，烘烤的时间为

15秒，至表面形成纵向裂纹；

[0056] 步骤5，继续转动拉坯成型，雏坯继续扩张使爆裂坯体层顺着裂纹开裂，裂纹深度

为0.5-3mm，形成从表面向中间开裂的形成爆裂纹路，坯体制成；

[0057] 步骤6，等待坯体干燥后，在坯体表面施釉，釉层的厚度为0.2mm；

[0058] 步骤7，将施釉后的坯体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332℃，烧成后获得张开型裂纹厚

釉白瓷，烧成温度控制如下：

[0059] 窑炉经4小时，从室温升温至300℃；

[0060] 窑炉经2.5小时，从300℃升温至800℃；

[0061] 窑炉经3小时，从800℃升温至1200℃；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978068 A

5



[0062] 窑炉经3.5小时，从1200℃升温至烧成温度，并在烧成温度下保温2-3小时；

[0063] 窑炉停火，经自然降温。

[0064] 本发明制备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在白瓷表面形成纵向延伸的爆裂痕，裂痕外

翻从外至里，裂痕深入坯体、深度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小，从触感上能摸到明显凹凸的基

理；

[0065] 与传统的裂纹釉不同，裂纹釉是在釉层上具有细小的裂纹，其形成机理是利用釉

的膨胀系数大于坯的膨胀系数，使得釉层发生龟裂、收缩的差值越大，龟裂的程度也越大，

但其是在釉层上进行开裂，因此其只能是有细小的裂纹，裂纹太大釉层就会脱落，而从触感

上甚至感觉不到裂纹的存在，或者说只有一道的感觉，其效果和冲击力都不够明显，本申请

提供的张开型裂纹厚釉白瓷，使用双层坯体，内层坯体使用能保持德化白瓷基本特性的坯

体原料，爆裂层坯体引入纳米氧化铝和Al2O3晶须协同作为增韧剂，由于坯体是有内层和外

层相复合，使用纳米氧化铝和Al2O3晶须可以增加内层和外层之间的结合力，增加材料断裂

的难度，同时Al2O3晶须为在裂纹面之间形成桥接现象，防止裂纹过大，保证裂纹的效果，在

爆裂层坯体中增加了硬度较高的莫桑石颗粒颗粒，莫桑石颗粒弥散在爆裂层坯体中，使用

手拉坯成型时对坯体的水平方向上形成拉力，莫桑石颗粒能够阻碍材料被拉伸并在坯体垂

直面上形成收缩，并在使用1100-1200的喷枪火焰快速烘干时使坯体形成裂痕，当坯体形成

裂痕后在进一步拉坯时坯体水平方向上再次受力，增加了材料的开裂程度，形成纵向爆裂

效果，爆裂痕深入爆裂层坯体中，结合手拉坯的横向环形纹理，效果美观；

[0066] 为了更好的显示出爆裂纹的纹理，使用了特殊的釉料，引入的原料保证釉面清透、

釉层薄、明亮度高的釉水，同时釉料中引入的钛酸钡可以满足析晶乳浊剂的要求，提高釉料

黏性，保证很好的保护裂纹的使用寿命，同时透明度高可以更好的提现裂纹的效果。

[0067]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

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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