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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包括
平面砖体和设置在平面砖体上的凸起块，
凸起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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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往上包括一次熔块层、图案层和二次熔块
层，
制作凸起不依赖压制模具，
无论要在砖面上
做何种图案的凸起都是在普通平面砖胚的基础
上进行加工，
避免了每个款式的瓷片都专门定制
一个压胚模具所造成的成本高、
时间长的问题，
适合小批量生产或多款式生产，
满足私人定制的
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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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其特征在于包括平面砖体(1)和设置在所述平面砖体(1)上的凸
起块(2)，
所述凸起块(2)从下往上包括一次熔块层(21)、
图案层(23)和二次熔块层(25)。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局部凸起瓷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次熔块层(21) 和图案层
(23)之间还设置有底釉层(22)，
所述图案层(23)的轮廓在所述底釉层(22)的轮廓之内。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局部凸起瓷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图案层(23) 和二次熔块层
(25)之间还设置有面釉层(24)，
所述图案层(23)的轮廓在所述面釉层(24)的轮廓之内。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局部凸起瓷片，
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熔块层(25)呈盖状，
下缘
直接与所述一次熔块层(21)接触，
并将所述图案层(23)包裹在内。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局部凸起瓷片，
其特征在于所述平面砖体(1)在所述凸起块
(2)以外的区域铺有透明釉或金属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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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瓷片，
特别涉及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瓷片在装饰性上发展出越来越多样的艺
术效果。一些厂家为了使印有图案的瓷片视觉效果更强，
因应预设图案的形状对砖胚进行
造型，
在砖胚将要印图案的区域整体或局部做出凸起。现有技术中的局部凸起瓷片使用经
定制模具压制的砖胚，
凸起的形状由模具决定，
不同的图案就需要不同的模具，
大批量生产
时相对比较合适，
然而模具定制成本高，
等待时间长，
无法满足小批量生产、私人定制或多
款式生产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不依赖模具造型的局部凸起瓷
片。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包括平面砖体和设置在所述平面砖体上的凸起块，
所述凸起
块从下往上包括一次熔块层、
图案层和二次熔块层。
[0006] 优选地，
所述一次熔块层和图案层之间还设置有底釉层，
所述图案层的轮廓在所
述底釉层的轮廓之内。
[0007] 优选地，
所述图案层和二次熔块层之间还设置有面釉层，
所述图案层的轮廓在所
述面釉层的轮廓之内。
[0008] 优选地，
所述二次熔块层呈盖状，
下缘直接与所述一次熔块接触，
并将所述图案层
包裹在内。
[0009] 优选地，
所述平面砖体在所述凸起块以外的区域铺有透明釉或金属釉。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凸起瓷片不依赖压制模具，
无论要
在砖面上做何种图案的凸起都是在普通平面砖胚的基础上进行加工，
避免了每个款式的瓷
片都专门定制一个压胚模具所造成的成本高、
时间长的问题，
适合小批量生产或多款式生
产，
满足私人定制的市场需求。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正试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
1、
平面砖体；
2、
凸起块；
21、
一次熔块层；
22、
底釉层；
23、
图案层；
24、
面釉层；
25、
二次熔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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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照图1至图3，
一种局部凸起瓷片，
包括平面砖体1和设置在所述平面砖体1上的
凸起块2，
所述凸起块2从下往上包括一次熔块层21、
图案层23和二次熔块层25。平面砖体1
由平面砖胚烧成，
平面砖胚由泥料压制成型，
压制所用的模具为常规的压胚模具，
即无论瓷
片需要凸起的位置在哪，
无论凸起的形状如何，
都只需要用同一个压胚的模具。凸起块2的
位置由即将要印的图案决定，
依要做出凸起块2的位置制作丝网，
利用丝网印刷的方法，
将
熔块铺到平面砖胚上，
布施时可借助布料机布施。熔块为一种玻璃颗粒，
熔块堆烧成后会连
成一块紧密与砖体结合的玻璃，
为了方便丝网布施，
使用前要先将熔块机械打碎至80-180
目。经高温烧成冷却后，
平面装胚变为平面砖体1，
平面砖体1的上面牢固地附着上一次熔块
层21，
此时相当于现有技术中用定制模具压出的砖胚烧成砖体。平面砖体1在所述凸起块2
以外的区域可铺有透明釉或金属釉。
[0017] 一次熔块层21和图案层23之间还设置有底釉层22，
所述图案层23的轮廓在所述底
釉层22的轮廓之内。
图案层23由陶瓷喷墨机打印而得。在一次熔块层22上淋底釉，
可使喷墨
更加分明，
图案附着得更加牢固。
[0018] 图案层23和二次熔块层25之间还设置有面釉层24，
所述图案层23的轮廓在所述面
釉层24的轮廓之内。
面釉可使图案在外观上更加出彩，
现得更加光滑，
富有质感。
[0019] 二次熔块层25的成型方法和一次熔块层21的成型方法相同，
在施面釉后，
同样通
过布料机布施熔块，
第二次布施的轮廓应不小于第一次布施的轮廓，
再经烧成后，
由于熔融
流变的性质，
一次熔块层21和二次熔块层25轻度结合，
将底釉层22、
图案层23、
面釉层23完
全包裹在内，
立体效果强，
质感饱满。
[0020] 现有技术中的瓷片造型依赖模具压制砖胚，
一种款式就要定制一种模具。制造模
具花费时间长，
成本高，
且大部分陶瓷厂做陶瓷并不拥有自己的模具部门，
多数是委托专门
的模具制作商合作定制，
这样在时间和成本的花费上更大。做好模具后很方便大批量生产，
然而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必然需要多个款式，
千篇一律的瓷片很难有竞争力，
这样同期几十
个款式就需要几十个制作砖胚模具，
成本高昂。对于小批量的订单或私人定制的订单更是
无法满足。尤其是私人定制，
一间房子的装潢也要用到几种不同的瓷片，
每种的数量又很
少。另外，
做好模具连续生产后，
无法根据上批的瑕疵微调瓷片凸起位置，
即使是微调也意
味着重新开模。
[0021] 而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凸起瓷片在设计制作时，
无论怎样设计瓷片上凸起的位置都
不需要用到特定的压胚模具，
所有款式都可以统一使用普通平面砖胚。生产多种款式或想
微调瓷片凸起的位置时就重制丝网，
改变丝网印的图形。制一个丝网比制一个模具要快很
多，
成本也十分低，
生产时能够随意换布料机的丝网造型出多种款式的凸面瓷片。适合小批
量生产或多款式生产，
满足私人定制的市场需求。
[0022]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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