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279471.6

(22)申请日 2020.04.10

(71)申请人 瑞丽市点土文化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678400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瑞丽市姐勒村委会畔崩村民小组

309号1楼106号

(72)发明人 张玉　张国荣　汤丽菊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盛鼎宏图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53203

代理人 王辉

(51)Int.Cl.

C04B 33/04(2006.01)

C04B 33/13(2006.01)

C04B 35/14(2006.01)

C04B 35/622(2006.01)

B07B 1/28(2006.01)

B07B 1/42(2006.01)

B07B 1/4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配方及其制作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配方及

其制作工艺，在保留傣陶制品艺术价值的前提

下，通过一些方法改进，缩短加工时间，简化制作

流程。陶泥配方包括以下成分：原泥料、腐殖酸

钠、仙水、原料水；原泥料成分包括但不限于一下

成分：SiO2、Al2O3、Fe2O3、K2O、TiO2、FeO、Na2O；傣

陶工艺品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原泥料前处

理、原料水前处理、泥浆制备、泥浆过滤、泥浆压

饼、浆饼计重、压膜、脱模、阴干、烧制、表面加工。

本发明在保留傣陶制品艺术价值的前提下，通过

对傣陶工艺品生产制作的配方、工艺流程、设备

全方位的改进，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率，对傣陶的现代化生产提供了完整且系统化的

生产流程，对傣陶文化的传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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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成分：原泥料、腐殖酸钠、仙水、原料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其特征在于，所述陶泥成分按重量配比

为：原料泥40份、腐殖酸钠6-18份、仙水0.3-2.4份、原料水2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泥料成分包括但不

限于SiO2、Al2O3、Fe2O3、K2O、TiO2、FeO、Na2O。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泥料成分按重量配

比为：SiO2  50-80份、Al2O3  12-23份、Fe2O3  2-18份、K2O  1-3份、TiO20.9-1 .8份、FeO  0.1-

0.6、Na2O  0.1-0.3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泥料成分按重量配

比为：SiO2  70份、Al2O3  15份、Fe2O3  12份、K2O  2份、TiO2  1.5份、FeO  0.3、Na2O  0.2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泥为建水陶泥；

所述原料水为德宏州境内瑞丽江江水。

7.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振动筛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筛分室(1)、振动筛本体

(2)；筛分室(1)内设置有固定平台(3)；固定平台(3)下方设置有支撑柱(4)；振动筛本体(2)

设置于固定平台(3)上方；振动筛本体(2)底部设置有振动电机(5)；振动电机(5)设置有两

台，对称设置在出料口(9)两侧；动筛本体(2)底部边缘和固定平台(3)通过若干弹簧(6)连

接；所述振动筛本体(2)内部由上到下依次活动设置有若干层筛网(7)；每层筛网(7)侧壁设

置有中间料出料口(8)；振动筛本体(2)底部中央设置有出料口(9)；出料口(9)底部连接设

置有出料螺旋(10)；出料螺旋(10)末端设置在筛分室(1)外部；振动筛本体(2)顶部设置有

封盖(11)；封盖(11)中央设置有进料口(12)；进料口(12)内贯通设置有进料通道(13)；进料

通道(13)末端设置于筛分室(1)外部；进料通道(13)顶部设置有进料螺旋(14)。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口(9)与出料螺旋(10)之间设置

有出料通道(15)；出料通道(15)包括第一出料段(16)和第二出料段(17)；第一出料段(16)

一端与出料口(9)连接，另一端与第二出料段(17)连接；第一出料段(16)设置为柔性材质；

第二出料段(17)贯穿固定设置在固定平台(3)上，底部与出料螺旋(10)连接；所述第二出料

段(17)上连通设置有废液出料管(18)；废液出料管(18)末端连接设置废液回收箱(19)；所

述第二出料段(17)上连接设置有进气管道(20)；进气管道(20)末端连接设置有电热鼓风机

(21)；封盖(11)内壁上设置有高压喷头(23)；高压喷头(23)连接进水管(24)；所述进料口

(12)内部边缘设置有弹簧缓冲圈(22)；进料通道(13)末端经过弹簧缓冲圈(22)设置于封盖

(11)内部；进料通道(13)末端设置为喇叭状。

9.使用权利要求8所述装置的傣陶工艺品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原泥料前处理：将原泥料干燥至含水量低于5％以下，加入球磨机研磨，研磨后的原

泥料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中进行筛分，从出料螺旋(10)出料，得到粒度在500目及

以下的粉料，备用；粒径大于500目的颗粒返回球磨机中继续研磨，直至达到要求粒度；干湿

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在使用前提前启动电热鼓风机(21)，将设备内的水气烘干；

2)原料水前处理：取原料水，加入适量沉淀剂、脱色剂、杀菌剂，静置10h，然后过滤、煮

沸、冷却、二次过滤，静置，得到原料水，备用；

3)泥浆制备：首先将原料泥和一半量的原料水混合搅拌得到泥浆A，然后将腐殖酸钠溶

解到另一半的原料水中，得到的溶液少量多次加入泥浆A中，得到泥浆B；继续搅拌泥浆B，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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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入仙水，得到泥浆C；将泥浆C放入练泥机搅拌3-4小时，得到成品泥浆；

4)泥浆过滤：启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将步骤3)得到的泥浆从进料螺旋(14)

通入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筛分，筛分完成后成品从出料螺旋(10)中送出，备用；

5)泥浆压饼：将步骤4)得到的浆料根据含水量的不同要求放入压饼机中压饼；

6)浆饼计重：对单个的浆饼称重；

7)压膜：根据制作要求，将浆饼通过压模机压入模具中；

8)脱模：将压入浆饼的模具放置于干燥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3-4小时后，脱模；

9)阴干：将脱模后的陶器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自然晾干，晾干时间控制在3-4天；

10)烧制：将步骤9得到的陶器在1150℃的气窑内烧制8-9h，然后停止加热，随气窑自然

降温到常温后，从窑内取出；

11)表面加工：将步骤10)得到的陶器通过打磨机进行表面抛光，然后打蜡处理，及得到

成品傣陶工艺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傣陶工艺品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结束后，启动

高压喷头(23)，对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清洗，清洗后含有浆料残渣的废水储存

于废液回收箱(19)内沉淀后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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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配方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陶瓷工艺品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配方及  其

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  之

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  具有独特的意

义，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在  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

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中国劳动  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

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  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

术特征。

[0003] 傣族制陶一般简称为傣陶，云南制陶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而作为少数民  族中非

常勤劳的傣族，掌握制陶技术已经3000多年。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 的傣族人民，创造

了极其丰富的宗教艺术形式，这在傣族制作的陶器上充分反 映了出来。傣族陶器还被大量

应用在佛寺屋顶和屋脊，反映着人们对自然及自  然神的崇拜。比如缅寺正脊中央的小塔，

垂脊上的孔雀、龙、凤、狮、象等，  连续排列于屋脊的火焰形瓦饰，以及放置在佛寺的龙首凤

身的“鸱吻”等。而  屋顶的挂瓦形态一般取自傣族地区常见的植物的根茎、花草、树木等进

行加工，  常见的有获菜芽、红毛树花、芭蕉花等形状，并且上釉，以防止日晒雨淋后变  黑。

佛寺屋脊上用陶制的孔雀、龙、凤、狮、象等佛教吉兽作为装饰，是因为  傣族地区溪流两岸

栖息着孔雀，给人带来温柔之情和吉祥幸福之感。而龙凤则  是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代

表吉祥如意。

[0004] 传统的傣陶制作工艺需要纯手工柴火烧陶，从挖泥，练泥，发酵，揉泥，拉  胚，做

陶，修胚，雕刻，晾干，装窑，烧制等10余道工序，5天5夜才能出窑， 并且这5天里要轮流守夜

不能断火，所有的过程不用机器，全凭烧窑人的经验  累积。窑内的温度达到1000至1400多

度。烧之前是一种颜色，出窑之后千变  万化，都是不同的色系，窑变的陶很独特，上面的釉

是天然落灰釉，晶莹透亮， 不上色和上釉，对身体没有任何危害。

[0005] 傣族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原始宗教与佛教信仰的交织，这是  傣陶

的由来，也是傣族的精神，更是傣陶的精髓所在。而傣族世代的文化、艺  术、传承都与傣陶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傣族人民越来越重  视起来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

傣陶工艺品因其精美的工艺和历史沉淀，是文化  传播与传承的极佳载体，但由于傣陶长久

以来的手工制作传统工艺和极具地域  特色的制作原料，阻碍了其批量化高效率生产的脚

步，使傣陶长久以来都处于  一种边缘化的陶艺文化，难以进入大众社会；因此，寻求一些制

作工艺上的革  新和改进，加快傣陶制品的生产效率，是傣陶文化未来得以传播和发扬的必

经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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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避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配方及其  制

作工艺，在保留傣陶制品艺术价值的前提下，通过一些方法改进，缩短加工 时间，简化制作

流程。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包括以下成分：原泥料、腐殖酸钠、仙水、原料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陶泥成分按重量配比为：原料泥40份、腐殖酸钠6-18份、  仙水0.3-

2.4份、原料水20份。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原泥料成分包括但不限于SiO2、Al2O3、Fe2O3、K2O、TiO2、FeO、Na2O。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原泥料成分按重量配比为：SiO2  50-80份、Al2O3  12-23份、  Fe2O3 

2-18份、K2O  1-3份、TiO2  0.9-1.8份、FeO  0.1-0.6、Na2O  0.1-0.3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原泥料成分按重量配比为：SiO2  70份、Al2O3  15份、Fe2O3  12份、K2O 

2份、TiO2  1.5份、FeO  0.3、Na2O  0.2份。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原料泥为建水陶泥；所述原料水为德宏州境内瑞丽江江水。

[0014] 进一步的，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振动筛装置，该装置包括筛分室、振动筛本  体；筛

分室内设置有固定平台；固定平台下方设置有支撑柱；振动筛本体设置  于固定平台上方；

振动筛本体底部设置有振动电机；振动电机设置有两台，对  称设置在出料口两侧；动筛本

体底部边缘和固定平台通过若干弹簧连接；所述  振动筛本体内部由上到下依次活动设置

有若干层筛网；每层筛网侧壁设置有中  间料出料口；振动筛本体底部中央设置有出料口；

出料口底部连接设置有出料  螺旋；出料螺旋末端设置在筛分室外部；振动筛本体顶部设置

有封盖；封盖中  央设置有进料口；进料口内贯通设置有进料通道；进料通道末端设置于筛

分室  外部；进料通道顶部设置有进料螺旋。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出料口与出料螺旋之间设置有出料通道；出料通道包括第一  出料

段和第二出料段；第一出料段一端与出料口连接，另一端与第二出料段连  接；第一出料段

设置为柔性材质；第二出料段贯穿固定设置在固定平台上，底  部与出料螺旋连接；所述第

二出料段上连通设置有废液出料管；废液出料管末  端连接设置废液回收箱；所述第二出料

段上连接设置有进气管道；进气管道末  端连接设置有电热鼓风机；封盖内壁上设置有高压

喷头；高压喷头连接进水管；  所述进料口内部边缘设置有弹簧缓冲圈；进料通道末端经过

弹簧缓冲圈设置于  封盖内部；进料通道末端设置为喇叭状。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傣陶工艺品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原泥料前处理：将原泥料干燥至含水量低于5％以下，加入球磨机研磨，  研磨后

的原泥料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中进行筛分，从出料螺旋  (10)出料，得到粒度在

500目及以下的粉料，备用；粒径大于500目的  颗粒返回球磨机中继续研磨，直至达到要求

粒度；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  振动筛在使用前提前启动电热鼓风机，将设备内的水气烘干；

[0018] 2)原料水前处理：取原料水，加入适量沉淀剂、脱色剂、杀菌剂，静置10h，  然后过

滤、煮沸、冷却、二次过滤，静置，得到原料水，备用；

[0019] 3)泥浆制备：首先将原料泥和一半量的原料水混合搅拌得到泥浆A，然后  将腐殖

酸钠溶解到另一半的原料水中，得到的溶液少量多次加入泥浆A  中，得到泥浆B；继续搅拌

泥浆B，同时加入仙水，得到泥浆C；将泥浆  C放入练泥机搅拌3-4小时，得到成品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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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4)泥浆过滤：启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将步骤3)得到的泥浆从  进料螺旋

通入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筛分，筛分完成后成品从 出料螺旋中送出，备用；

[0021] 5)泥浆压饼：将步骤4)得到的浆料根据含水量的不同要求放入压饼机中  压饼；

[0022] 6)浆饼计重：对单个的浆饼称重；

[0023] 7)压膜：根据制作要求，将浆饼通过压模机压入模具中；

[0024] 8)脱模：将压入浆饼的模具放置于干燥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3-4小时后，  脱模；

[0025] 9)阴干：将脱模后的陶器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自然晾干，晾干时间控制  在3-4

天；

[0026] 10)烧制：将步骤9)得到的陶器在1150℃的气窑内烧制8-9h，然后停止加  热，随气

窑自然降温到常温后，从窑内取出；

[0027] 11)表面加工：将步骤10)得到的陶器通过打磨机进行表面抛光，然后打蜡  处理，

及得到成品傣陶工艺品。

[0028] 进一步的，步骤4)结束后，启动高压喷头，对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  进行清

洗，清洗后含有浆料残渣的废水储存于废液回收箱内沉淀后回收利用。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0] 1)传统的傣陶由于使用地域特色的原料，为了保证陶器品质，只能手  工制作，不

能通过压模等现代化手段制作，工序繁琐，且耗费人力；  本发明通过对原料配比的改进，实

现了模具化批量生产，得到的产 品规格统一，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模具化生产的傣陶依

然可以  达到手工制作傣陶的艺术高度；

[0031] 2)本发明通过对配方、工艺流程的改进，可以实现陶器烧制后颜色、  光泽度的精

确控制；

[0032] 3)本发明通过对配方、工艺流程的改进，可以实现模具快速脱模，且  不会对陶器

的艺术性产生破坏；

[0033] 4)本发明通过对加工设备的改进，使制作过程中的废料得以再次回收  利用，降低

了生产成本；

[0034] 5)本发明通过配方、工艺流程的改进，缩减了生产制作周期，节约了  制作加工的

时间成本。

[0035] 综上，本发明在保留傣陶制品艺术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对傣陶工艺品生产制  作的

配方、工艺流程、设备全方位的改进，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对傣陶的现代化

生产提供了完整且系统化的生产流程，对傣陶文化的传播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附图说明

[0036] 图1本发明所述的傣陶工艺品陶泥振动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筛分室1；振动筛本体2；固定平台3；支撑柱4；振动电机5；弹簧  6；筛网7；中

间料出料口8；出料口9；出料螺旋10；封盖11；进料口12；进  料通道13；进料螺旋14；出料通

道15；第一出料段16；第二出料段17；废液  出料管18；废液回收箱19；进气管道20；电热鼓风

机21；弹簧缓冲圈22；高  压喷头23；进水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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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所示：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包括以下成分：原泥料、腐殖酸钠、仙水、原料水。

[0041] 实施例2：

[004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陶泥成分按重量配比为：原料泥40份、腐殖酸  钠6-18

份、仙水0.3-2.4份、原料水20份。

[0043] 实施例3：

[0044] 在实施例1-2的基础上，所述原泥料成分包括但不限于SiO2、Al2O3、Fe2O3、  K2O、

TiO2、FeO、Na2O。

[0045] 实施例4：

[0046] 在实施例1-3的基础上，所述原泥料成分按重量配比为：SiO2  50-80份、Al2O3  12-

23份、Fe2O3  2-18份、K2O  1-3份、TiO2  0.9-1.8份、FeO  0.1-0.6、Na2O  0.1-0.3  份。

[0047] 实施例5：

[0048] 在实施例1-4的基础上，所述原泥料成分按重量配比为：SiO2  70份、Al2O3  15份、

Fe2O3  12份、K2O  2份、TiO2  1.5份、FeO  0.3、Na2O  0.2份。

[0049] 实施例6：

[0050] 一种傣陶工艺品陶泥振动筛装置，该装置包括筛分室(1)、振动筛本体(2)；  筛分

室(1)内设置有固定平台(3)；固定平台(3)下方设置有支撑柱(4)；  振动筛本体(2)设置于

固定平台(3)上方；振动筛本体(2)底部设置有振动 电机(5)；振动电机(5)设置有两台，对

称设置在出料口(9)两侧；动筛本  体(2)底部边缘和固定平台(3)通过若干弹簧(6)连接；所

述振动筛本体(2) 内部由上到下依次活动设置有若干层筛网(7)；每层筛网(7)侧壁设置有

中间  料出料口(8)；振动筛本体(2)底部中央设置有出料口(9)；出料口(9)底  部连接设置

有出料螺旋(10)；出料螺旋(10)末端设置在筛分室(1)外部；  振动筛本体(2)顶部设置有封

盖(11)；封盖(11)中央设置有进料口(12)；  进料口(12)内贯通设置有进料通道(13)；进料

通道(13)末端设置于筛分室  (1)外部；进料通道(13)顶部设置有进料螺旋(14)；

[0051] 所述出料口(9)与出料螺旋(10)之间设置有出料通道(15)；出料通道  (15)包括第

一出料段(16)和第二出料段(17)；第一出料段(16)一端与出  料口(9)连接，另一端与第二

出料段(17)连接；第一出料段(16)设置为柔  性材质；第二出料段(17)贯穿固定设置在固定

平台(3)上，底部与出料螺旋  (10)连接；所述第二出料段(17)上连通设置有废液出料管

(18)；废液出料  管(18)末端连接设置废液回收箱(19)；所述第二出料段(17)上连接设置有 

进气管道(20)；进气管道(20)末端连接设置有电热鼓风机(21)；封盖(11) 内壁上设置有高

压喷头(23)；高压喷头(23)连接进水管(24)；所述进料口  (12)内部边缘设置有弹簧缓冲圈

(22)；进料通道(13)末端经过弹簧缓冲圈  (22)设置于封盖(11)内部；进料通道(13)末端设

置为喇叭状。

[0052] 实施例7：

[0053] 一种傣陶工艺品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4] 1)原泥料前处理：将原泥料干燥至含水量低于5％以下，加入球磨机研磨，  研磨后

的原泥料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中进行筛分，从出料螺旋  (10)出料，得到粒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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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目及以下的粉料，备用；粒径大于500目的  颗粒返回球磨机中继续研磨，直至达到要求

粒度；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  振动筛在使用前提前启动电热鼓风机(21)，将设备内的水气烘

干；

[0055] 2)原料水前处理：取原料水，加入适量沉淀剂、脱色剂、杀菌剂，静置10h，  然后过

滤、煮沸、冷却、二次过滤，静置，得到原料水，备用；

[0056] 3)泥浆制备：首先将原料泥和一半量的原料水混合搅拌得到泥浆A，然后  将腐殖

酸钠溶解到另一半的原料水中，得到的溶液少量多次加入泥浆A  中，得到泥浆B；继续搅拌

泥浆B，同时加入仙水，得到泥浆C；将泥浆  C放入练泥机搅拌3-4小时，得到成品泥浆；

[0057] 4)泥浆过滤：启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将步骤3)得到的泥浆从  进料螺旋

(14)通入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筛分，筛分完成后  成品从出料螺旋(10)中送出，

备用；

[0058] 5)泥浆压饼：将步骤4)得到的浆料根据含水量的不同要求放入压饼机中  压饼；

[0059] 6)浆饼计重：对单个的浆饼称重；

[0060] 7)压膜：根据制作要求，将浆饼通过压模机压入模具中；

[0061] 8)脱模：将压入浆饼的模具放置于干燥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3-4小时后，  脱模；

[0062] 9)阴干：将脱模后的陶器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自然晾干，晾干时间控制  在3-4

天；

[0063] 10)烧制：将步骤9得到的陶器在1150℃的气窑内烧制8-9h，然后停止加热， 随气

窑自然降温到常温后，从窑内取出；

[0064] 11)表面加工：将步骤10得到的陶器通过打磨机进行表面抛光，然后打蜡处  理，及

得到成品傣陶工艺品。

[0065] 步骤4)结束后，启动高压喷头(23)，对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  清洗，清

洗后含有浆料残渣的废水储存于废液回收箱(19)内沉淀后回收利用。

[0066] 实施例7：

[0067] 一种傣陶工艺品制作工艺：

[0068] 原料泥：建水陶泥：质量比SiO2  70份、Al2O3  15份、Fe2O3  12份、K2O  2份、  TiO2  1.5

份、FeO  0.3、Na2O  0.2份。

[0069] 原料水：德宏州境内瑞丽江江水。

[0070] 配比按质量：原料泥40份、腐殖酸钠11份、仙水0.4份、原料水20份。

[0071] 制作工艺：

[0072] 1)原泥料前处理：将原泥料干燥至含水量低于5％以下，加入球磨机研磨，  研磨后

的原泥料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中进行筛分，从出料螺旋  10出料，得到粒度在500

目及以下的粉料，备用；粒径大于500目的颗粒  返回球磨机中继续研磨，直至达到要求粒

度；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  筛在使用前提前启动电热鼓风机21，将设备内的水气烘干。

[0073] 2)原料水前处理：取原料水，加入适量沉淀剂、脱色剂、杀菌剂，静置10h，  然后过

滤、煮沸、冷却、二次过滤，静置，得到原料水，备用；

[0074] 3)泥浆制备：首先将原料泥和一半量的原料水混合搅拌得到泥浆A，然后  将腐殖

酸钠溶解到另一半的原料水中，得到的溶液少量多次加入泥浆A  中，得到泥浆B；继续搅拌

泥浆B，同时加入仙水，得到泥浆C；将泥浆  C放入练泥机搅拌3-4小时，得到成品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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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4)泥浆过滤：启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将步骤3得到的泥浆从进  料螺旋

14通入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筛分，筛分完成后成品从  出料螺旋10中送出，备

用；

[0076] 5)泥浆压饼：将步骤4得到的浆料根据含水量的不同要求放入压饼机中压  饼；

[0077] 6)浆饼计重：对单个的浆饼称重；

[0078] 7)压膜：根据制作要求，将浆饼通过压模机压入模具中；

[0079] 8)脱模：将压入浆饼的模具放置于干燥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3-4小时后，  脱模；

[0080] 9)阴干：将脱模后的陶器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自然晾干，晾干时间控制  在3-4

天；

[0081] 10)烧制：将步骤9得到的陶器在1150℃的气窑内烧制8-9h，然后停止加热， 随气

窑自然降温到常温后，从窑内取出；

[0082] 11)表面加工：将步骤10得到的陶器通过打磨机进行表面抛光，然后打蜡处  理，及

得到成品傣陶工艺品。

[0083] 如表1所示，为部分工艺制品制作工艺参数：

[0084] 表1部分工艺制品制作工艺参数

[0085]

[0086] 实施例8：

[0087] 一种傣陶工艺品制作工艺

[0088] 原料泥：建水陶泥：质量比SiO2  70份、Al2O3  15份、Fe2O3  3份、K2O  2份、TiO2  1 .0

份、FeO  0.1、Na2O  0.1份。

[0089] 原料水：德宏州境内瑞丽江江水。

[0090] 配比按质量：原料泥40份、腐殖酸钠10份、仙水0.5份、原料水20份。

[0091] 制作工艺：

[0092] 1)原泥料前处理：将原泥料干燥至含水量低于5％以下，加入球磨机研磨，  研磨后

的原泥料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中进行筛分，从出料螺旋  10出料，得到粒度在500

目及以下的粉料，备用；粒径大于500目的颗粒  返回球磨机中继续研磨，直至达到要求粒

度；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  筛在使用前提前启动电热鼓风机21，将设备内的水气烘干；

[0093] 2)原料水前处理：取原料水，加入适量沉淀剂、脱色剂、杀菌剂，静置10h，  然后过

滤、煮沸、冷却、二次过滤，静置，得到原料水，备用；

[0094] 3)泥浆制备：首先将原料泥和一半量的原料水混合搅拌得到泥浆A，然后  将腐殖

酸钠溶解到另一半的原料水中，得到的溶液少量多次加入泥浆A  中，得到泥浆B；继续搅拌

泥浆B，同时加入仙水，得到泥浆C；将泥浆  C放入练泥机搅拌3-4小时，得到成品泥浆；

[0095] 4)泥浆过滤：启动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将步骤3得到的泥浆从进  料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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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通入干湿两用型泥料分层振动筛进行筛分，筛分完成后成品从  出料螺旋10中送出，备

用；

[0096] 5)泥浆压饼：将步骤4得到的浆料根据含水量的不同要求放入压饼机中压  饼；

[0097] 6)浆饼计重：对单个的浆饼称重；

[0098] 7)压膜：根据制作要求，将浆饼通过压模机压入模具中；

[0099] 8)脱模：将压入浆饼的模具放置于干燥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3-4小时后，  脱模；

[0100] 9)阴干：将脱模后的陶器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自然晾干，晾干时间控制  在3-4

天；

[0101] 10)烧制：将步骤9得到的陶器在1150℃的气窑内烧制8-9h，然后停止加热， 随气

窑自然降温到常温后，从窑内取出；

[0102] 11)表面加工：将步骤10得到的陶器通过打磨机进行表面抛光，然后打蜡处  理，及

得到成品傣陶工艺品。

[0103] 如表1所示，为部分工艺制品制作工艺参数：

[0104] 表1部分工艺制品制作工艺参数

[0105]

[010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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