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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贝冰水晶瓷的坯体泥料，该

坯体泥料的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

71 .0～76 .5%的SiO2、10～13%的Al2O3、0 .1～

1.5%的K2O、0.1～1.2%的Na2O、0.1～3%的MgO、

3.0～8%的BaO、0.1～1.5%的CaO以及4.5～7%的

灼烧减量。本发明所涉及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材料

之主晶相为钡冰长石晶体，它具有与次晶相石英

晶体、玻璃相体相近的折射率。主、次晶相折射率

的同步耦合，能有效消除各晶界间的光散射效

应，极大提高瓷坯的白度、明度、莹润度，改善瓷

坯的质感。以该瓷材为坯料，施以传统制瓷技法，

可以烧制出剔透如冰、灵动若水、莹润似玉的日

用餐茶具和陶瓷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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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坯体泥料的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

71.0～76.5%的SiO2、10～13  %的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

3.0～8  %的BaO、0.1～1.5%的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坯体泥料的配方按化学组

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6.2%的SiO2、12.7%的Al2O3、1.2%的K2O、0.4  %的Na2O、0.9  %的MgO、3.2%

的BaO、0.3%的CaO以及4.8  %的灼烧减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坯体泥料的配方按化学组

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5.7%的SiO2、10.2%的Al2O3、1.1%的K2O、0.3%的Na2O、1.8%的MgO、5.0%的

BaO、0.2%的CaO以及5.4%的灼烧减量。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坯体泥料的配方按化学组

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4.0%的SiO2、11.0  %的Al2O3、0.9%的K2O、0.2%的Na2O、0.5%的MgO、6.7  %

的BaO、0.1%的CaO以及6.4  %的灼烧减量。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坯体泥料的配方按化学组

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1.6%的SiO2、12.0  %的Al2O3、1.4%的K2O、0.3%的Na2O、2.9  %的MgO、4.7 

%的BaO、1.0%的CaO以及5.8%的灼烧减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配方中的化学组分通过按

重量份的下述原料引入：石英块矿50份、钾钠长石块矿10份、重晶石块矿5份、煅烧滑石5份、

超细高岭土精泥25份、膨润土5份。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配方中的化学组分通过按

重量份的下述原料引入：超细硅微粉51份、钾长石细粉9份、滑石粘土6份、超细高岭土精泥

18份、膨润土5份、碳酸钡9份、氧化铝2份。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其特征在于，该配方中的化学组分通过按

重量份的下述原料引入：石英块矿49份、钾钠长石块矿8份、钡长石粉12份、海泡石粘土6份、

超细高岭土精泥20份、膨润土5份、外加氧化铝0.5份。

9.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依次进行的下述生产步骤：

a.配料称量：对组成配方的瘠性矿物原料、粘土质矿物原料、细粉级化工原料进行匹

配、组合并准确称量，使得其化学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符合下列配比范围：71 .0～76 .5%的

SiO2、10～13  %的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3.0～8  %的

BaO、0.1～1.5%的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

b.泥料制备：瘠性矿物原料破碎→轮碾→打碓→瘠性矿物粗粉称量投料→球磨→卸料

出浆；粘土质矿物原料、细粉级化工原料称量投料→球磨→卸料出浆；两组料浆混合搅拌匀

浆→稀释→筛分→除铁→成品浆取样检测；压滤→泥饼→真空炼泥→成品泥料；根据入磨

原料的细度、粒度灵活调整研磨工序工艺，当选用细粉或超细粉级矿物原料组方时，省略上

述的破碎、轮碾、打碓工序，所有原料合并一次性入磨；球磨至泥料粒度达D50≤5µm，卸料出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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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个白瓷新瓷种的坯体泥料，更具体地是指提供一种可在1270～1320

℃温区内，并同时适应氧化、还原气氛烧成的高端白瓷坯泥配方及其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传统白瓷，发韧于唐宋，兴盛于明清，自来延袭石英、长石、粘土（高岭土）三元

组合的配方框架。千年以降，其配方基本框架几无更化。及至明季，福建德化窑将钾钠长石

的配量推至极致，烧制了名闻遐迩的建白瓷（即象牙白、高长石瓷）瓷器，其坯泥配方以高配

比长石为其特征。长期以来，高长石瓷就是国内高档日用瓷、艺术瓷的主要应用瓷材。但由

于高端建白瓷生产需仰赖优质天然矿物原料（优级钾长石、优级粘土等），故而，在优质矿产

资源日见枯竭的今天，高端建白瓷的规模化生产，几成无米之炊，已然不可持续。此外，它的

高玻相特性，使得其瓷坯在烧成中濡变性大，烧成范围窄，变形率高、产品规正度低，稀缺难

求的高档矿物原料和高难度的生产工艺使得高端建白瓷成为陶瓷市场里的阳春白雪，物稀

价贵，难以普及。

[0003] 为突破高端白瓷生产的困境，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唐山率先从英国引进并成功

生产了骨质瓷。七、八十年代、山东淄博又先后研发创制了滑石瓷、高石英瓷等新瓷种，使高

档白瓷的瓷种有了一定的拓宽。上述新瓷种之生产虽无原料资源稀缺之忧，但却存生产工

艺技术之困。如骨质瓷、滑石瓷由于其材料自身性能的限制，其烧成工序必须采用高温素

烧、低温釉烧以及仿形匣钵扣烧的烧成制式，因而烧造工序繁冗，高耗低效。由于施行低温

釉烧的烧成制式，骨质瓷、滑石瓷普遍存在釉面硬度低、耐划刻性差的质量问题；此外，骨质

瓷还兼存热震性能差、坯体强度低等材料性能方面的不足。高石英瓷虽然能按常规制式烧

成，但由于瓷品坯体膨胀系数高，也增大了窑烧工序的工艺技术管理难度。因而，研制一种

原料供应充足，技术操作易行、能趋避现有白瓷坯材劣势的高端白瓷新材料，乃是陶瓷材料

界梦寐以求的夙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及其制作工艺，以克服高端建白

瓷矿物原料稀缺匮乏、坯体烧成范围窄、生产成品率低等不足。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1.0

～76.5%的SiO2、10～13  %的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

3.0～8  %的BaO、0.1～1.5%的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

的微量杂质Fe2O3、TiO2等元素。该泥料适合在1270～1320℃温度范围内，以氧化焰或还原

焰烧成。

[0007] 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所列化学组份，优选下述三个实施方案，通过以下重量份

的原料组方引入：其一，石英块矿50份、钾钠长石块矿10份、重晶石块矿5份、煅烧滑石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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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高岭土精泥25份、膨润土5份。其二，超细硅微粉51份、钾长石细粉8份、滑石粘土7份、超

细高岭土精泥18份、膨润土5份、碳酸钡9份、氧化铝2份。其三，石英块矿49份、钾钠长石块矿

10份、钡长石粉10份、滑石粘土6份、超细高岭土精泥20份、膨润土5份、外加氧化铝1份。

[0008] 更为具体地：

[0009] 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6 .2%的SiO2、12 .7%的

Al2O3、1.2%的K2O、0.4  %的Na2O、0.9  %的MgO、3.2%的BaO、0.3%的CaO以及4.8  %的灼烧减

量。

[0010] 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5 .7%的SiO2、10 .2%的

Al2O3、1.1%的K2O、0.3%的Na2O、1.8%的MgO、5.0%的BaO、0.2%的CaO以及5.4%的灼烧减量。

[0011] 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4 .0%的SiO2、11 .0  %的

Al2O3、0.9%的K2O、0.2%的Na2O、0.5%的MgO、6.7  %的BaO、0.1%的CaO以及6.4  %的灼烧减量。

[0012] 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1 .6%的SiO2、12 .0  %的

Al2O3、1.4%的K2O、0.3%的Na2O、2.9  %的MgO、4.7  %的BaO、1.0%的CaO以及5.8%的灼烧减量。

[0013] 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的制作工艺，它包括依次进行的下述生产步骤：

[0014] a.配料称量：对组成配方的瘠性矿物原料、粘土质矿物原料进行匹配、组合并准确

称量，使得其化学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符合下列配比范围：71.0～76.5%的SiO2、10～13  %的

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3.0～8  %的BaO、0.1～1.5%的

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

[0015] b.泥料制备：瘠性矿物原料破碎→轮碾→打碓→瘠性矿物粉料称量投料→球磨→

卸料出浆；粘土质矿物原料、细粉级化工原料称量投料→球磨→卸料出浆；两组料浆混合搅

拌匀浆→稀释→筛分→除铁→成品浆取样检测；压滤→泥饼→真空炼泥→成品泥料；

[0016] c.根据入磨原料的细度、粒度灵活调整研磨工序工艺，当选用细粉或超细粉级矿

物原料组方时，b项工艺流程前段（破碎、轮碾、打碓等工序）可省略；所有原料可合并一次性

入磨；球磨时间根据入磨物料的细度、粒度酌情掌握，使其成品浆料粒径达到D50（中位粒

径）≤5µ，方可卸料出浆。

[0017] 作为白瓷新瓷种的贝冰水晶瓷，因其材料性能上的优势，恰能趋避高长石瓷、骨质

瓷、滑石瓷等诸瓷种材料性能的劣势，为高端白瓷提供相对理想的坯体材料。首先，作为本

发明瓷材主晶相的钡冰长石晶体本身就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矿物晶体，加之它与次晶相石英

晶体、玻璃相体具有相近的折射率。主、次晶相折射率的同步耦合，能有效消除各晶界间的

光散射效应，极大提高瓷坯的白度、明度、莹润度，改善瓷坯的质感。也就是说，凭借贝冰水

晶瓷配方技术，它可以用较普通的矿物原料（钾钠长石、高岭土等），配制烧造出高端的白瓷

制品。加上其组方中可引入碳酸钡等某些化工原料，这对高端白瓷产业突破天然矿物资源

瓶颈制约，走出靠天吃饭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本发明采用过饱和的SiO2化学

计量比配方，可使瓷坯在烧结矿化过程中，产生较多量的SiO2熔融体。SiO2熔液的粘稠性，

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玻璃熔液的流变性，从而降低瓷坯变形率，确保制品规正度。再次，贝

冰水晶瓷瓷坯具有烧成低收缩的特性，相较于烧成收缩一般都大于17%的高长石瓷，贝冰水

晶瓷的烧成收缩基本都小于16%。贝冰水晶瓷的这一特性，对降低瓷坯烧成收缩应力，抑制

瓷坯变形、提高制品规正度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其四，钡冰长石晶体是一种低膨胀材

料，将钡冰长石晶相引入高石英质瓷坯，在中和瓷坯膨胀率方面，二者恰能取长补短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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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故而，贝冰水晶瓷能将其瓷坯的膨胀系数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β=220～250×10﹣7/℃

区间）。相较于高石英质瓷膨胀系数β≧250×10﹣7/℃，贝冰水晶瓷的这一特性，亦有利于改

善它的坯釉适应性，扩大釉料的适配范围。据此，凡始熔温度在1170℃左右，膨胀系数β在

190～200×10﹣7/℃区间的白瓷生料釉、熔块釉大多可适配于贝冰水晶瓷。

[0018] 综上所述，与其它高端白瓷坯泥相比，贝冰水晶瓷坯泥具有原料广来源、成形高塑

性、烧温宽范围、玻化抗濡变、成瓷低收缩、制品耐热震等一系列经济技术优势。以该泥料为

坯材，施以传统制瓷技法，可以烧制出剔透如冰、灵动若水、肥腴比脂、莹润似玉的日用餐茶

具和陶瓷艺术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方式一

[0020] 本实施方式的贝冰水晶瓷坯泥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71 .0～

76.5%的SiO2、10～13  %的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3.0

～8  %的BaO、0.1～1.5%的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的

微量杂质Fe2O3、TiO2等元素。

[0021] 以上配方中的相关化学物质，可通过天然矿物石英、高岭土、膨润土、滑石粘土、海

泡石粘土、钾钠长石、瓷石、钡长石或化工原料碳酸钡、硫酸钡等引入。

[0022] 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的制作工艺，它包括依次进行的下述生产步骤：

[0023] a.配料称量：对组成配方的瘠性矿物原料、粘土质矿物原料进行匹配、组合并准确

称量，使得其化学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符合下列配比范围：71.0～76.5%的SiO2、10～13  %的

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3.0～8  %的BaO、0.1～1.5%的

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

[0024] b.泥料制备：瘠性矿物原料破碎→轮碾→打碓→瘠性矿物原料粗粉称量投料→球

磨→卸料出浆；粘土质矿物原料、细粉级化工原料称量投料→球磨→卸料出浆；两组料浆混

合搅拌匀浆→稀释→筛分→除铁→成品浆取样检测；压滤→泥饼→真空炼泥→成品泥料；

[0025] c.根据入磨原料的细度、粒度灵活调整研磨工序工艺，当选用细粉或超细粉级矿

物原料组方时，b项工艺流程前段（破碎、轮碾、打碓等工序）可省略；所有原料可合并一次性

入磨；球磨时间根据入磨物料的细度、粒度酌情掌握，使其成品浆料粒径达到D50（中位粒

径）≤5µ，方可卸料出浆。

[0026] 实施方式二

[0027]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方式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

百分比包括：76.2%的SiO2、12.7%的Al2O3、1.2%的K2O、0.4  %的Na2O、0.9  %的MgO、3.2%的

BaO、0.3%的CaO以及4.8  %的灼烧减量。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的微量Fe2O3、TiO2

等杂质元素。以上配方中的相关化学物质，可通过天然矿物石英粉、高岭土、膨润土、优质瓷

石、滑石、重晶石等引入。

[0028] 实施方式三

[0029]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方式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

百分比包括：75.7%的SiO2、10.2%的Al2O3、1.1%的K2O、0.3%的Na2O、1.8%的MgO、5.0%的BaO、

0.2%的CaO以及5.4%的灼烧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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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的微量杂质Fe2O3、TiO2等元素。以上配方中的相

关化学物质，可通过天然矿物石英粉、高岭土、膨润土、滑石粘土、钾钠长石、碳酸钡等引入。

[0031] 实施方式四

[0032]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方式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

百分比包括：74.0%的SiO2、11.0  %的Al2O3、0.9%的K2O、0.2%的Na2O、0.5%的MgO、6.7  %的

BaO、0.1%的CaO以及6.4%的灼烧减量。

[0033] 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的微量杂质Fe2O3、TiO2等元素。以上配方中的相

关化学物质，可通过天然矿物石英粉、高岭土、膨润土、滑石粘土、钠长石、氧化铝、碳酸钡等

引入。

[0034] 实施方式五

[0035]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方式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

百分比包括：71.6%的SiO2、12.0  %的Al2O3、1.4%的K2O、0.3%的Na2O、2.9  %的MgO、4.7  %的

BaO、1.0%的CaO以及5.8%的灼烧减量。（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的微量Fe2O3、TiO2

等杂质元素。以上配方中的相关化学物质，可通过天然矿物石英粉、高岭土、结合粘土，膨润

土、滑石、钾长石、透辉石、钡长石等引入。

[0036] 实施方式六

[0037]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一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方式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

百分比包括：73.0%的SiO2、10.7  %的Al2O3、0.6%的K2O、0.5%的Na2O、1.2%的MgO、5.5  %的

BaO、1.4  %的CaO以及6.8  %的灼烧减量。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的微量Fe2O3、TiO2

等杂质元素。以上配方中的相关化学物质，可通过天然矿物石英粉、高岭土、海泡石粘土，膨

润土、钾长石、钡长石、硅灰石等引入。

[0038] 实施方式七

[0039] 贝冰水晶瓷坯体泥料，该坯体泥料的生产配方按化学组份质量百分比包括:  71.0

～76.5%的SiO2、10～13  %的Al2O3、0.1～1.5%的K2O、0.1～1.2  %的Na2O、0.1～3%的MgO、

3.0～8  %的BaO、0.1～1.5%的CaO以及4.5～7%的灼烧减量。此外，该配方中还含有被动引入

的微量杂质Fe2O3、TiO2等元素。

[0040] 该泥料在满足上述配方化学组份的条件下，还可以用示性矿物表示法，列明配方

如下：石英块矿50份、钾钠长石块矿10份、重晶石块矿5份、煅烧滑石5份、超细高岭土精泥25

份、膨润土5份。以上矿物原料，按配方瓷泥常规生产工艺投入生产流程，石英、长石、重晶石

块矿等瘠性料经破碎、轮碾、打碓成粗粉后，以料:球：水=1:1.5:0.6的比例投加球磨罐，经

42～48小时研磨卸料出浆。高岭土精泥、膨润土等粘土类矿物材料以料：球：水比例为1:

1.5:1的配比入磨研磨10～12小时，卸料出浆。以上两组浆料（瘠性浆料和粘土浆料）在大池

搅拌混合均匀后，经磁选、筛分，取样检测、试烧合格后，即可榨泥压滤，炼泥、陈腐备用。以

上两组浆料，球磨时，各自可添加0.1～0.3%的腐植酸钠、CMC助磨增塑。

[0041] 实施方式八

[0042]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七不同之处在于：在满足该配方化学组份的条件下，本实

施方式可用示性矿物表示法，列明配方如下：超细硅微粉51份、钾长石细粉9份、海泡石粘土

8份、超细高岭土精泥18份、膨润土3份、碳酸钡9份、氧化铝2份。以料:球：水=1:1.5:0.8的比

例，所有矿物原料、化工原料以及助磨、增塑剂等一次性投加球磨罐，经38～42小时研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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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卸料出浆。大池匀浆后，经磁选、筛分，取样检测、试烧合格后，即可榨泥压滤，炼泥、陈腐

备用。

[0043] 实施方式九

[0044]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七不同之处在于：在满足该配方化学组份的条件下，本实

施方式可用示性矿物表示法，列明配方如下：超细硅微粉50份，钾钠长石细粉8份，透辉石粉

6份，超细高岭土精泥21份，膨润土6份，碳酸钡8.0份，氧化铝1.0份。以料:球：水=1:1.5:0.8

的比例，所有矿物原料、化工原料以及助磨、增塑剂等一次性投加球磨罐，经38～42小时研

磨，到点卸料出浆。大池匀浆后，经磁选、筛分，取样检测、试烧合格后，即可榨泥压滤，炼泥、

陈腐备用。

[0045] 实施方式十

[0046]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七不同之处在于：在满足该配方化学组份的条件下，本实

施方式可用示性矿物表示法，列明配方如下：超细硅微粉48份，低品位钾长石细粉14份，滑

石粘土8份，超细高岭土精泥15份，膨润土6份，碳酸钡7.5份，氧化铝1.5份。以料:球：水=1:

1.5:0.8的比例，所有矿物原料、化工原料以及助磨、增塑剂等一次性投加球磨罐，经3,8～

42小时研磨，到点卸料出浆。大池匀浆后，经磁选、筛分，取样检测、试烧合格后，即可榨泥压

滤，炼泥、陈腐备用。

[0047] 实施方式十一

[0048] 本实施方式与实施方式七不同之处在于：在满足该配方化学组份的条件下，本实

施方式可用示性矿物表示法，列明配方如下：石英块矿49份、钠长石块矿8份、钡长石粉8份、

硅灰石粉3、滑石粘土6份、超细高岭土精泥20份、膨润土5份、氧化铝1份。以上矿物原料，按

配方瓷泥常规生产工艺投入生产流程，氧化铝、钡长石粉、硅灰石粉以及经破碎、轮碾、打碓

后的石英、钾钠长石粉料，以料:球：水=1:1.5:0.6的比例投加球磨罐，经42～48小时研磨卸

料出浆。高岭土精泥、滑石粘土、膨润土等粘土类矿物材料以料：球：水比例为1:1.5:1的配

比入磨研磨12～18小时，卸料出浆。以上两组浆料（瘠性浆料和粘土浆料）在大池搅拌混合

均匀后，经磁选、筛分，取样检测、试烧合格后，即可榨泥压滤，炼泥、陈腐备用。以上两组浆

料，在球磨时，各可添加0.1～0.3%的腐植酸钠、CMC助磨增塑。

[0049]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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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