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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

踪和分选的方法，包括：往淋面釉后的砖坯表面

打印图案，打印系统生成的信息传播媒介；烧制，

获取烧成后的瓷砖版面信息，与系统预设的生产

标准版对比，若信息匹配，自动将实时温度曲线

录入数据库中，进入下一工序；若出现偏差，判定

为非正常品，判断缺陷类型，然后将图像信息录

入信息传播介质，分拣，分开堆放；再次识别其信

息传播媒介，按照预设的工艺调整抛光设备的工

艺参数，抛光；然后识别其信息传播媒介，进行平

整度检测，将检测数据录入资料库中；再次获取

瓷砖的信息，分选，入库，并将瓷砖的性能信息录

入数据库中；所述方法能够实现产品信息的识

别、记录、跟踪和分选便于产品的查询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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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01.在淋完面釉后的砖坯表面打印印花图案，然后将生产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可见

光照射下呈透明的信息传播媒介打印在砖坯上；

A02.砖坯进入窑炉烧制，烧制完成后通过窑炉出口的视觉检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仪摄

取烧成后的瓷砖的版面信息，与系统预设的标准版的瓷砖版面信息对比，若信息匹配，自动

将实时温度曲线录入系统数据库中，瓷砖进入自动拣砖机，进入下一工序；若出现偏差，判

定为非正常产品，根据检测出的像素点数据不同，判断出现的偏差为色差还是釉面缺陷，然

后将图像信息录入信息传播介质，进入瓷砖分拣系统，分开堆放；

A03.经过步骤A02处理后的瓷砖进入抛光前磨边工序前通过紫外线扫描仪识别其信息

传播媒介，获得瓷砖的信息，然后按照预设的工艺要求及时调整抛光设备的工艺参数，抛光

处理；

A04 .抛光后的瓷砖通过平整度检测仪识别其信息传播媒介，对瓷砖的平整度进行检

测，并将其平整度的信息录入生产管理系统资料库中；

A05.经过步骤A04处理后的瓷砖进入对色台，通过视觉检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仪获取

瓷砖图像信息像素点，计算与标准像素点差异的百分比，区分瓷砖不同色号进行分选，包装

入库，并在移动终端上将分选后瓷砖的性能信息录入系统数据库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A01前还包括在生产管理系统中设定瓷砖的工艺条件和工艺参数，与生产管理系统生成

的信息传播媒介一一匹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A01中，通过全自动单色印刷机将高温无色磁性荧光油墨打印在砖坯上，形成在可见光照

射下呈透明的信息传播媒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传播媒介为二维码和条形码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A02中视觉检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仪对瓷砖信息的处理还包括上传该瓷砖的温度曲线，

摄取每一块瓷砖的图像信息，对出现色差的瓷砖在信息传播媒介上进行标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A02还包括将引起报警的对象进行标记，并对该对象进行色号评级，进行有釉面缺陷瓷砖

的分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视

觉检测系统为CCD视觉检测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A05中，瓷砖分选、入库后录入数据库中的瓷砖性能信息包括：优良等级、吸水率、防污等

级、摩擦系数、抗折强度、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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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砖的智能化生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

踪和分选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瓷砖作为一种脆性材料，具有比较局限的物理抗性和化学抗性，在生产的过程中

必须有专人实时在线监管和记录，对于瓷砖比较容易出现的各种缺陷和色差问题都只能依

赖人工去进行分选，既耗时又耗力。

[0003] 目前，还没有出现解决瓷砖识别、记录、跟踪生产状况并进行自动分选的方法。在

记录、跟踪、分选的环节上，目前还是采用人工追踪监管的方法。在陶瓷砖的信息识别上，行

业上普遍采用以下两种方法：①采用超高频PFID技术，将厂家信息与瓷砖的基本资料写入

RFID标签中，并将标签压入瓷砖中，通过读写器读取瓷砖内的标签信息；②在已经烧制好的

瓷砖上通过激光刻蚀打上特有的记号码。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容易损坏瓷砖结

构并且操作复杂。

[0004] 中国专利CN  101503126A公开了一种瓷砖隐形防伪标识的生产方法，实际上是在

烧制抛光后的陶瓷砖上粘贴防伪标识，再施加保护膜防护；该工艺需要将瓷砖升温后才能

够粘贴防伪标识，工艺复杂，并且只是一个信息识别的过程，并未做到信息的记录和传递、

分选的系列化操作。

[0005] 虽然瓷砖的部分生产流程实现了机械化，但对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来说，实现瓷

砖的识别、记录、跟踪、分选的智能化，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瓷砖的生产质量是非常有帮

助的。

[0006] 可见，现有技术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发明内容

[0007]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

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以新型荧光油墨打印的信息传播媒介，实现瓷砖生产信息智能化跟踪，

解决现有技术瓷砖生产中信息跟踪的技术空白，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了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包括：

A01.在淋完面釉后的砖坯表面打印印花图案，然后将生产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可见

光照射下呈透明的信息传播媒介打印在砖坯上；

A02.砖坯进入窑炉烧制，烧制完成后通过窑炉出口的紫外线扫描仪完成定位获取瓷砖

标准版色图像信息，后经CCD视觉检测系统扫描出的实时瓷砖图像信息与系统预设的标准

版色的瓷砖版面信息对比，若信息匹配，自动将实时温度曲线录入系统数据库中，瓷砖进入

自动拣砖机，进入下一工序；若出现偏差，判定为非正常产品，根据检测出的像素点数据不

同，判断出现的偏差为色差亦或是釉面缺陷，后将图像信息录入信息传播介质，进入瓷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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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系统，分开堆放。

[0009] A03.经过步骤A02处理后的瓷砖进入抛光前磨边工序前通过紫外线扫描仪识别其

信息传播媒介，获得瓷砖的信息，然后按照预设的工艺要求及时调整抛光设备的工艺参数，

抛光处理；

A04.抛光后的瓷砖通过平整度检测仪识别其信息传播媒介，对瓷砖的平整度进行检

测，并将其平整度的信息录入生产管理系统资料库中；

A05.经过步骤A04处理后的瓷砖进入对色台，通过视觉检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仪获取

瓷砖图像信息像素点，计算与标准像素点差异的百分比，区分瓷砖不同色号进行分选，包装

入库，并在移动终端上将分选后瓷砖的性能信息录入系统数据库中。

[0010] 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中，所述步骤A01前还包括在生产

管理系统中设定瓷砖的工艺条件和工艺参数，与生产管理系统生成的信息传播媒介一一匹

配。

[0011] 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中，所述步骤A01通过全自动单色

印刷机将高温无色磁性荧光油墨打印在砖坯上，形成在可见光照射下呈透明的信息传播媒

介。

[0012] 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中，所述信息传播媒介为二维码和

条形码中的一种。

[0013] 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中，所述步骤A02中视觉检测系统

和紫外线扫描仪对瓷砖信息的处理还包括上传该瓷砖的温度曲线，摄取每一块瓷砖的图像

信息，对出现色差的瓷砖在信息传播媒介上进行标记。

[0014] 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中，所述视觉检测系统为CCD视觉

检测系统。

[0015] 所述的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中，所述步骤A05中，瓷砖分选、入

库后录入数据库中的瓷砖性能信息包括：优良等级、吸水率、防污等级、摩擦系数、抗折强

度、热稳定性。

[0016] 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所述方法通过荧光油墨将信息

传播媒介打印在砖坯上，相对于传统的在瓷砖上植入识别介质的方法，成本更低，与瓷砖的

相容性好，不破坏瓷砖本省的物理性能，操作简单，易于控制；对现有传统生产流水线的改

动相对较小，改造难度低，而且能够适应大规模生产；一品一码，建立商品信息管理数据链

和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监控，方便查询产品信息，提高产品质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

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732765 A

4



[0019]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瓷砖识别、记录、跟踪和分选的方法，包括：

S01.在生产管理系统中设定瓷砖的工艺条件和工艺参数，与生产管理系统生成的信息

传播媒介一一匹配。

[0020] 每一块进入生产线的砖坯对应一个由系统生成的信息传播媒介，然后通过系统设

定的工艺条件和工艺参数与该信息传播媒介匹配。具体地，所述信息传播媒介为二维码和

条形码中的一种，本实施方式中，所述信息传播媒介为二维码，二维码作为广泛使用编码方

式，相对条形码来说能够存储更多的信息，也能够表示更多的数据类型。

[0021] S02.在淋完面釉后的砖坯表面打印印花图案，然后将生产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

可见光照射下呈透明的信息传播媒介打印在砖坯上；

具体地，所述信息传播媒介通过全自动单色印刷机使用高温无色磁性荧光油墨打印在

砖坯上，该高温无色磁性荧光油墨在可见光的照射下不显现颜色，对瓷砖的表面图案不构

成影响，也不会影响瓷砖的理化性能。

[0022] S03.砖坯进入窑炉烧制，烧制完成后通过窑炉出口的视觉检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

仪摄取烧成后的瓷砖的版面信息，与系统预设的标准版的瓷砖版面信息对比，若信息匹配，

自动将实时温度曲线录入系统数据库中，瓷砖进入自动拣砖机，进入下一工序；若出现偏

差，判定为非正常产品，根据检测出的像素点数据不同，判断出现的偏差为色差亦或是釉面

缺陷，然后将图像信息录入信息传播介质，进入瓷砖分拣系统，分开堆放。进一步地，视觉检

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仪对瓷砖信息的处理还包括上传该瓷砖的温度曲线和瓷砖实时版色

信息差异，与标准设置对比。

[0023] 高温无色磁性荧光油墨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能够显现出图像信息，紫外线扫描仪

能够通过扫描瓷砖上的信息传播媒介获取瓷砖的信息，视觉检测系统摄取瓷砖的版面图

像，传送至图像处理系统，根据像素分布、亮度和颜色等信息转变为数字化信号，图像处理

系统通过对这些数字化信号进行运算，与数据库中标准版的数据进行对比，能够将瓷砖版

面出现色差或出现的缺陷进行标记，在分拣环节分类拣出，然后通过无线通信网络技术，将

该瓷砖版面出现的问题以及温度曲线信息上传到该瓷砖的资料库中，降低了质量损失，同

时减少了劳动力，降低成本。

[0024] S04.经过上述步骤处理后的瓷砖进入抛光前磨边工序前通过紫外线扫描仪识别

其信息传播媒介，获得瓷砖的信息，然后按照预设的工艺要求及时调整抛光设备的工艺参

数，抛光处理；该工艺能够根据每一块瓷砖的偏差智能化地对设备的参数进行调整，得到规

格一致的产品，工艺的可控性强，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0025] S05.抛光后的瓷砖通过平整度检测仪识别其信息传播媒介，对瓷砖的平整度进行

检测，并将其平整度的信息录入生产管理系统资料库中；进行平整度检测前的瓷砖首先经

过除尘处理，清除抛光后产生的粉尘、杂质，避免影响其平整度的测试。对其平整度信息的

检测和录入，有助于后续步骤对瓷砖进行分选，按照质量的不同筛选分类。

[0026] S06.平整度检测后的瓷砖进入对色台，通过视觉检测系统和紫外线扫描仪获取瓷

砖图像信息像素点，计算与标准像素点差异的百分比，区分瓷砖不同色号进行分选，打包入

库，然后在移动终端上将分选后瓷砖的优良等级、吸水率、防污等级、摩擦系数、抗折强度、

热稳定性录入系统数据库中。在分选阶段再一次地对生产线上的瓷砖进行识别、与标准版

的信息对照，能够进一步把关产品的质量，严格控制分选的阶梯质量。入库信息的录入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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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产品的查找和质量回溯。

[002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03还包括将出现色差或釉面缺陷的瓷砖在信息传播媒介上

进行标记，在窑尾经分拣系统分类处理。  避免不良品流入后续工序，增加后续工作量。

[0028] 具体地，所述视觉检测系统为CCD视觉检测系统。CCD视觉检测系统主要包括光源、

镜头和控制系统，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减少了对工人技能高低的依赖性和劳

动强度，精度高。

[0029] 上述方法中，所述生产管理系统通过电信号与生产线上的各设备连接，获取设备

信息，发出指令让设备执行，控制整个生产流程的进行，每一块瓷砖在系统中建立一个档

案，并将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统一记录到该档案的目录下，便于查找和数据分析。

所述方法对每一块瓷砖的信息进行跟踪、采集、汇总、查询、管理等，建立了瓷砖的信息管理

数据链和流通过程监管系统，便于产品信息的查找、跟踪处理，实施方便，可控性强。

[0030]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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