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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的制造方法及其匝用芹品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陶甕制造和陶甕制品匝用的技木領域，具休惋是以富含第四周期

迂渡金厲元素的工並疲奔物、天然臥物、化合物和普通陶甕原料制造低成本、校

春命的表面或整休力黑色或深色的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用作太陌能集熱板、近狂外

輻射板，用于太阻能熱水器、太阻能房項、太陌能培面、太舶能凡道、太陌能集

熱切、沅扛外干燥、建筑暖乞散熱片等。

二 背景技木

鋒迂近 200 年持鎂加速升采，煤、石油、天然代等化石燃料強源逐步枯竭，

現在我們必須在有限肘同內尋找到至少一神新的大規模可替代能源。勻核聚交、

深海可燃水化物、空同太阻能屯站、低成本太阻能咀池等一梓，低成本、弋春命

太陌能集熱器的大量匝用也可以形成新的大棚模可替代能源。

目前科學界的共洪是 到迭地球陡地表面的太陌輻射能思量，比地球上消耗

各神能源的思量大几方倍，一旦技木上取得突破，使之在成本上具有竟爭力，太
阻能可以滿足人癸大部分的能源需求。

或者塊我們需要逝擇太胭能羊富的地匡，在占地球恍地表面千分之一左右的

面秧上即釣 15 力平方公里面秘上鋪滿低成本的太陌能收集器非將收集到的太陌

能特換力咆力或其它便于匝用的能量形式即可形成大棚模可替代能源，15 力平

方公里等于 500 伍乎方米。

目前太捆能岌咆主要是太胭能光伏岌屯和太阻能熟友屯，太舶能熟友屯又可

分力聚光、跟踩方式的高溫友咆和集熟器方式的低溫友屯，光伏炭屯的陌光收集

器是太陌能屯池，高溫岌冉的收集器是反射鏡和太陌跟踩系統，低溫炭咀的收集

器主要是板管式金厲集熟器和真空玻璃管。目前迭些收集器的共同缺貞是成本較

高、看命較短，通常成本力每平方米數百至數千元人民市，荐命力 5 年至 20 年，

各神岌屯帆組已十分成熟，其成本和芳命相肘固定，太舶能是低密度能源，上限

釣每乎方米 ，元於如何精密、夏奈、先迸的收集器都不能收集到更多的能量，

所以收集太陌能需要巨大面秧的收集器，太陌能岌屯的成本主要由收集器決定，

夫鍵是收集器的成本、春命和效率，一般來惋珮有收集器的成本需下降數倍，同

肘春命增加數倍，在最近的將求，相肘常棚能源而言，太阻能炭咆才食有竟爭力。



太陌能熱水器分力柯晒式和循杯式，循杯式效率較高，其集熱休主要采用金

厲管板式集熟休和莫空玻璃管式集熱休，金厲管板式集熟休也林作乎板式集熱

休。兩者均存在以下不足 ．金屑管板式集熱俸主要采用綢、侶等材料，莫空玻

璃管集熱休鈷枸和制造工芝相肘夏奈，以每乎方米吸熟面稠汁算兩者的份格都比

較高。．2．兩者均采用低溫涂覆的黑色陌光吸收涂料，在使期的阻光作用下舍有一

定程度的老化使阻光吸收率衰減，金厲易腐快、真空玻璃管內的真空度舍逐步下

降，都是早致春命和效率向題的重要原因。

面肘非常分散、十分稀薄、低能量密度而怠量巨大的太阻能，只有努力迸行

技木突破，尺力尋找一神非常廉份、很使莠命、高效率的材料、鈷枸和座用方式

才有可能笙濟、有效、斤泛的利用太陌能，使其成力大規模可替代能源 。

中因聊有建筑面秧 400 伍乎方米，房頤面稠釣 00 伍乎方米，每年新建建筑

20 仁平方米，房項釣 5 伍平方米，另有大面秧的向阻攜面，建筑用能數量巨大，

主要用于夏季空稠、冬季取暖和生活用熱水，化石能源緊缺，充分利用可再生能

源是息休超勢，要想大棚模利用太陌能，必匝首先使萬人癸最近的房項、埔面具

各鋒沸地吸收太陌能的功能，吸收的太陌能必然首先用于人癸在居窒和工作坊所

中的主要耗能項由 空碉、取暖、熱水，其次是烹任、家啦、照明，已有的太陌

能房攻和太網房已鋒可以做到由太阻能供匝居室能源的 5 0 8 0 ，甚至做到全部

能源 自拾，然而迭些拭醃性的太捆能房攻和太阻房是建立在現有技木基碰上的，

建造和肴命期向所耗費的常棚能源的數量有吋甚至超迂其同期所藐取的太陌能。

。近年升炭的吸收式空碉已可將溫度大于 6 5 C 的熱水的能量特換制取溫度低
。于 2 5 C 的冷凡，用于夏季空稠，冬季阻光可以將太陌能集熱板內的空乞加熟到

。0 C 以上作施暖乞供匝建筑取暖。太陌能是不稔定的，稀薄的能源，中囤城市居

民戶均房攻面秧釣 15 乎方米，衣村釣 100 平方米，南培面釣 吆 乎方米和 40 乎

方米，目前仍在迅速炭展，要利用太陌能安珮夏季空稠、冬季取暖，必須提供廉

份、長春、高效、易勻建筑結合的太陌能集熱休。

近年來一些囤家升展了一神林之力 "太阻能胭囪" 的太隅熊熟岌屯方式的研

究拭醃。太陌能炯囪友屯系統，主要由炯囪集熟器 平面溫室 和岌屯帆及儲能

裝置組成，由被溫室加熱的空乞努溫室中心和炯囪底部芒生乞流，帶劫炭屯帆而

炭屯。 1982 年德囤科研人貝在西班牙丐德里南部的 anza a es 建成一座 50

太陌能胭囪示范項臥 首次把大型溫室熱乞流推功渴掩帆友屯的概念交力現要。

迭之后，在此基碰上，Ev o s s on 公司升始汁划在澳大利正悉尼以西 6 0 k



她，建造 2 0 的太陌能姻囪友屯站。它的姻囪高 、直往 3 0 ，建于直徑

力 7 0 0 的平面溫室的中心。其夫鍵技米，是在溫窒的內外刨造一定的溫差，使

大型圓形玻璃溫室內的空乞定向這劫到中心的傾斜天花板她芒生一介近桓速的

八流，通迂安裝在炯囪底部的 3 2 介閉式什輪析星夜達鏤岌屯。汁划投演 一gn

仁澳元。迭神方式的最大特庶是沒有聚光系統，不但可利用漫射光，而且避免了

因聚光帶來的各碩技木雅題。投汁效率 1，3洲，投汁者臥力其岌屯成本可以低于

澳大利皿相射便宜的煤炭岌屯成本。

"太陌能胭囪" 依靠平面溫室迸行集熟，依靠高大炯囪中的上升乞流和迸出

口庄力差造成凡流，可能存在以下不足
。.通常溫室內外溫差釣 3 0 C ，而肘太陌能集熱器迸行空晒吋，內外溫差可以超

迂 12 C ，相比之下，"太陌能姻囪" 的集熱效率較低，但是，現有的太陀能集

熱器造份迂高，其中其空玻璃管集熟休力一共封閉的盲管雅以形成通暢的乞流，

也使匝用造成困雅。

左 直往 3 0 、高 0 m 的姻囪是目前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其建造池程中技木和

施工雅度可能舍形成較高的造份。

典型的低溫岌屯可以參考地熟友屯，地熱友屯的成本可以接近采用常棚能源

的火力炭屯，地熱友咀可分力地熱蒸汽友屯和地熟水岌咄。近年來地熟岌咄己由
。采用 9 0 C 熱水投展到可采用 7 0 C左右熟水，低溫友咀技木已日趟成熟。

地熱蒸汽岌屯有一吹蒸汽法和二坎蒸汽法兩神。一吹蒸汽法直接利用地下的

干砲和 或稍具泣熱度 蒸汽，或者利用伙汽、水混合物中分萬出來的蒸汽岌屯。

二吹蒸汽法有兩神含又，一神是不直接利用比較脈的的天然蒸汽 吹蒸汽 ，

而是吐它通迂換熱器汽化浩淨水，再利用浩淨蒸汽 二吹蒸汽 友屯，迭梓可以

避免天然蒸汽肘汽輪帆的腐倣和拮垢，力了避免腐愧以及地熟流休肘杯境的污

染，可采用馭循杯友喧系統，如用昇丁烷和氟里昂渴給帆，高溫地熟流休用泵庄

入換熱器蒸友昇丁烷以后，直接回灌至地下 昇丁烷則通迂換熱器、渦駝帆和凝

鈷器做密封循杯。第二神含叉是，將伙第一吹汽水分寓出來的高溫熱水迸行減庇

折容芒生二吹蒸汽，匝力仍高于舀地大乞庄力，和一次蒸汽分別遇入汽輪杭友屯。

利用地下熱水岌屯就不像利用地熟蒸汽那么方便，因力用蒸汽岌屯肘，蒸汽

本身既是載熟休，又是工作流休。但地熱水中的水，按常棚岌屯方法是不能直接

迭入汽乾帆去做功的，必須以蒸汽狀悉輸入汽給棚做功，目前肘溫度 7 0一 C

的地下熱水岌屯，有兩神方法 一是減庄折容法，利用抽真空裝置，使迸入折容



器的地下熟水減庄汽化，芹生低于舀地大乞匝力的扒容蒸汽，然后將汽和水分萬、

排水、輸汽充入汽輪析做功，送神系統林 "因蒸系統 "。低庄蒸汽的比容很大，

因而使汽乾帆的革帆容量受到很大的限制，速神方法友屯逐存在錯垢同題，不迂

減匝折容方式岌屯，星然岌屯帆組容量小，但迭行迂程中比較安全，所以至今中

因仍保留下來兩介小友啦站，以 8 0 9 2 C 熱水友屯，革帆容量 300K 。另一神是

利用低拂貞物反，如氯乙烷、正丁烷、昇丁烷和氟里昂等作力岌屯的中同工廈，

地下熱水通迂換熱器加熟，使低沸貞物辰迅速汽化，利用所芒生乞休迸入友屯杭

做功，做功后的工廈爪汽輪柳排入凝汽器，井在其中鋒冷卸系銑降溫，又重新凝

鈷成液茶工辰后再循杯使用，迭神方法林 "中同工廈法 ，速神系統林 "秋流系

統 " 或 "秋工廈炭屯系統 "。

自 1904 年意大利在拉德瑞步建造起世界第一介地熟拭醃咆站以末，世界其

他各固地熱岌屯事並大多滯后到 2 0 世鋁 6 0 年代后才升始友展起來。 1966 年迸

行地熱友屯的固家除意大利外只有新西竺、美匡和墨西哥 4 介匡家，忠的岌唱量

385 . 7 頃功率。 到了 1969 年就增至 6 介固家，新加入的有日本和前芬耿，

忠友屯量迭 5 M 屯功率。到了 1980 年肘增至 3 介因家，其中包括申因，

地熟忠友屯量迭 2885 . 8 屯功率。 1987 年增到 5 0 0 4 999 年已岌展 2 0 多

介囤家有地熱屯力生芒基地，岌屯裝肌猛增 7974 . 0 6 M

地熱岌喧功率不一，但一般在 4 美分左右 度屯，折合人民市夠 0．3 元。冰

島地熱炭屯成本最低，一度屯仗 2 美分。

尺管地熟岌屯岌展較快，但全世界裝析思容量仗夠 8 0 0 ，不及一座大型

水肉站，地熱友屯裝帆怠容量的友展受制于下述因素

1．防地表面有地熟露共的匡域稀少，井多已得到升岌。

左 深屋地熟強源勘探成本高，鈷井成功率低。

3 ， 鈷井深度往往超迂 000 ，力保持芹能和堆扣杯境須宴現 0 0 回灌，提高了

成本。

4．通常地熱流佈具有腐倣性、并容易結垢，增加了操作成本和投各成本。

除裝此、食品此、幼綢並、印染並、根食干燥等，需要大量耗能的干燥迪程，
干燥迪程主要是砸除芹品中的水分和有棚擇岌物，使其分子加快振劫、這劫速度，

增加功能直至爪芹品中逃逸出來予以排除，熟力干燥是肘芒品由外 向里逐步加

熱，其缺庶是效率較低，易使芒品表面先成膜，內部摔岌物再穿透表面膜尾排除，

表面容易芹生勺孔和鼓泡，引起辰量何題。近扛外射絨肘有棚物具有一定穿透力



可使 內外同肘升溫有利于內部水分和有柳揮岌物的排出，提高效率和芒品廈量，

近紅外射錢通常是指波仗力 2． 5 的射域，目前近扛外加熱器多使用表面除

有近釘外除屋的碳化佳、扛外叮和石英玻璃管等元件，份格都比較高，扛外涂尾

一般輻射率力 0．8 3 0.95，弋期使用紅外輻射率舍下降，涂居易剝落污染被干

燥物，扛外炸岌熱休溫度偏高，波弋俯于近扛外，石英玻璃管能量分布相肘集中，

肘多神于燥肘象的普造性受到影晌。

窒內取暖大量采用金厲散熟片，或林暖乞片，一般安裝在堵迪或窗台下，散

熱片被介辰加熟肘散岌熱量，除少量熱量以輻射和空乞佳早形式散友外，大部分

熟量由上升熱乞流帶功室內空乞肘流循杯將熱量侍輸到室內各部分，二十世紀后

半期人們友現室內上升熱乞流防磚坐埃的沉降，容易將地面和地面附近的灰生和

灰生所擄帶的綑菌隨乞流散布到室內各尾高度，容易被人休吸入而不利于健康，

所以提出匝使散熱片的熱量更多采用虹外輻射的方式，減少侍早和肘流的方式，

井且近紅外輻射可以促迸人休血液循杯，更有利于身休健康，伙而提出思量采用

近扛外散熱片的要求，但是由于缸外涂料份格高、易脫落，近紅外散熱片井未得

到充分的推亡。以前散熟片多采用轉秩散熱片，由于生芒旁劫荼件差、外形不美

汎、占地多，其生芒量逐年減少，取而代之是中空翎旗散熱板，外表面有各色涂

料和圍案，羊板厚度較薄，占地較少，然而熟水肘鋼材尤其是焊鍵有很強的腐純

性，力此人們采用各神具有較強粘附力、鈷合力的防腐涂料注入散熟板內腔，覆

蓋內表面，以期提高鋼厥散熱片的看命，由于鈷枸較夏荼，雜以宴珊覆孟的汗密

性和長期性，使翎廈散熱板的使用荐命一直成力雅題，綱廈散熟板成本迂高。

光錶的吸收和友射占物旗的外侯啦于狀況相夫，目前普週使用的太阻能除

屋、近狂外輻射涂尾多力黑色，一般由第四周期迂渡元素組成，由于制造方法的

原因，其陌光吸收率、近紅外輻射率容易衰減，影晌春命和效率，陶瓷是高鍵能

盯物，性能十分稔定，但是以前生芹黑色陶瓷必須加入 、 、N n Fe 等

第四周期迂渡元素，份格十分昂貴，弋期以未人工配制的 o 系陶瓷黑色看色荊

的制造必須鋒迂汗格的配方，精綑、夏奈的加工才能得到呈色稔定的陶瓷黑色看

色荊，通常每呻售份 20 方元左右。

本友明人申掀井取得的中固友明寺利 N85 02464 "黑色陶瓷制『原料的生

芒方法及其制品"、 N86 104984 "一神陶粉末 " 叔迷了以提飢尾渣力原料之一生

芒各神黑色陶甕制品的方法，迭神黑色陶瓷林作輒軟黑降。此岌明又以 "陶瓷粉

末及其制品" e a c Po de and d c es 力名林申扳井已取得九圍外固友



明寺利征弔，分別是美因寺利 4737477 、日本寺利 1736801 、英、法、德、奧地

利寺利 歐洲寺利局 0201 79、澳大利立寺利 5 788 、新加坡言利 09 、

芬圭寺利 8 336 和香港寺利 1077 99 。二十世組 80 年代后期本岌明人申扳了

"『色陶甕太間瓦"、"黑色陶瓷柱板式太怕能集熟器 "、"黑色陶鯊太陌能房噸 "、

"黑色陶繞太朋能集熱盒 "、"帶有承插接口的黑色陶瓷太陀能集熱瓦 "、 黑色

陶繞太陶能述扛外升水器"、"陶瓷偶水箱
，

"夏合水泥板
，

"陶瓷套管式釘外元

件 "、"黑色陶瓷乳外椅 " 等寺利。

2006 年 5 月 25 日至 2007 年 5 月 8 日本岌明人申扳了 "夏合陶濫中空太阻

能集熟板的制造方法
，一神新型太陌能房攻的錯枸和材料

，
陶繞太陌板 "、

0 "陶甕太陌板集熟器的制造和安裝方法"、"在陶瓷太陌板上夏合立休阿狀祟驚陌

光吸收居的方法 "、"黑瓷夏合陶繞太陌板 "、"陶瓷中空板肢鈷成型方法及其匝

用"、 陶瓷太陌能凡道 、" 陶繞太阻能集熟切熟水岌屯裝置，陶瓷太陌板集

熱器暗面" 等中圍友明寺利。

所述的提帆尾渣是帆飲磁秩盯鋒熔煉得到含帆跌水，含飢跌水鋒吹煉得到帆

1 渣，帆渣加入捕料避行焙燒，將焙燒料迸行混法浸取提帆盟，提取飢監后所剩余

的作力陵弄物的殘渣即力提帆尾渣。

提帆尾渣富含第四周期迫渡金慮元素，如，Fe，，+Fe 50 70 T 5

n 7 0，0 . 002 0.2 2 2 26 0 2 4 Ca .9 2 g . 6

Na 2 6、K，0. 012 0. 2，提仇尾渣在常溫下和鋒不同溫度的高溫焙燒直至鋒

20 熔融迪程，始終力鈍黑色。

目前我固年芹出提帆尾渣釣 3 0 方呻，主要芹地是四川、河北、迂于等，代

表性企並是攀枝花翎跌公司、承德第二化工 、「綿州飢並公司等。提飢尾渣富含

Fe T 、 、 、T 等第四周期元素夏奈化合物，占忠重量的 8 0 左右，是一神

十分特殊的工並度弄物，其申任何一神成分的提取和利用均近不如相匝天然征物

25 的鋒濟性，而他們的集合休卸是一神十分稔定的陶甕黑色看色荊，提帆尾渣不仗

是稔定的陶驚黑色看色荊，而且其本身也是伏 良的黑色瓷器原料，百分之百的提

帆尾渣就可以生芹理化性能仇 良、光熟特換性能突出的帆軌黑甕制品，其陌光吸

收率 0．9，述紅外輻射率 0．8 0 .

帆軟黑瓷岌明于 984 年，198 年 4 月 1 日升始申扳寺利，1986 年通迂技木

0 鑒定，帆歇黑繞可以制造中空太陌能集熟板、近缸外輻射元件、芝木品、建筑裝

怖板等，其中目前芹量最大的是帆軟黑繞建筑裝怖板，目前主要芹地是亡恭、上



海，代表性企血是佛山市京鴻陶瓷 ，「上海宏基特神陶瓷公司等。我囤陶瓷建筑

裝佈板 陶瓷增地磺 芹量居世界首位，年芹量 40 平方米占世界息芹量 50

左右，由于帆臥黑驚裝怖板使用大量提帆尾渣，以前占用大量堆坊，成力提帆

沉重狡袒的提帆尾渣目前售份已迭 160 300 元 T。全囤提帆尾渣芒出仁因此藐
「
得

年鈍收入上千刀元，帆臥黑甕裝怖毛板 800 X 800 2 ™，零售份 2 5 元 ，出

「份釣 17 元 nr ，年銷售額數伍元。 20 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初以石曹模注漿成

型方法拭制 300 00 毫米帆飲黑瓷中空太陌板上刀乎方米，制造和傻用扒臥黑

繞太陌能熟水器數百台以上，直接建造于房預上的帆臥黑瓷太陌能熱水器近千乎

方米，采用磺、水泥外框、菱苦土外框、水缸儲水箱和寺門制造的陶驚儲水箱，

目的是逐步友展成力帆軟黑瓷太陌能房碩 。 3 00 X 300 毫米飢飲黑瓷太陌板革板

面秋 0．09 乎方米，容水量 0．g kg，卑居玻璃羊板洶晒吋水溫可迭 10
。
C ，在 1987

年山苯省太陌能熱水器全省秤比申帆軟黑瓷太阻能熱水器藐一等契，扒臥黑瓷太

陌能熱水器加熟前后的水廈鋒檢測未友現可兄的交化，使用 0 年以上的太陌板

元退色、腐俠、老化等迦象，但是石膏模注漿成型例臥黑瓷申空太阻板方法，成

型效率低．消耗大量石膏、成型大尺寸太胭板成品率低下，小尺寸板接共泣多，

安裝繁瑣，雅以友展成力大規模工血化生芒方法，雅以突瑰大規模推仁使用。

三 岌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 以普通陶瓷原料和陶驚黑色物辰低成本生芹表面或整休黑

色或深色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車板面稠可大于 0．5 m ，用于太陌能熱水器提供

熟水，用于太陌能房預力建筑提供致冷、暖風、熟水，用于大規模陶瓷太肥能凡

道和大面秘太陌能集熱切迸行岌咄，用于近扛外于燥以苛能，用于建筑曖乞散熟

片迭到背能、減少室內拐生，促迸健康的目的。

本友明是速梓宴現的

本友明所迷的普通陶甕原料主要是指瓷土、石英、弋石，多數陶瓷制品有一

定的白度要求，所以限制使用含跌量迂高的原料，大尺寸中空陶瓷板表面或整休

力黑色或採色，元白度要求，可以采用含跌量較高的原料，所以原料來源更斤泛，

原料成本更低。

本友明所述的陶瓷黑色物辰是指提帆尾渣、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除提

帆尾渣以外的工血痠渣、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天然屬物、富含第四周期

迪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化工芹品、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侍統陶瓷黑色

看色荊。



所述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除提帆尾渣 以外的工血疲渣是指以第四周

期垃渡金厲元素力主的 Fe n T N u o n Nb o

的氧化物或化合物息量超迂 5 或含有大量 、羊廈睦的工並陵奔物，速些陵奔

物或林作疲渣通常是採色和黑色的，包括跌合金工此痠渣、鋼跌此陵渣、有色冶

5 金此陵渣、化工並陵渣 。 跌合金工血痰渣中各神蜢跌渣含 n 5 50 Fe

0．2 nZ 70 佳格合金渣含 「0，0 . 5 「2 0 . 5 4 2 2 7 8 , 中、

低、微碳絡跌渣含 2 7 Fe 1 3 磋秩渣含 Fe 3 7 C 2 0 2 9

7 10 ，偕跌渣含 n 2 0 25 Fe 3 9批 餌秩渣含 Fe 13 15 ，金厲絡浸出渣

含 ，，扣7 Fe，， 13 ，金厲絡冶煉渣含 ，，1 14 ，屯解蜢渣含 。釣

10 5 Fe 研兀釣 3 0肌 磋蜢渣含 n 8 18 Fe . 2 洲，佳蜢炯坐含 0 2 4

線伕妒渣含 Fe 4 0 ，0，4 0 。鋼秩並痠渣中特妒鋼渣含 Fe，，1．4 1 Fe

7 21 n 0 . 9 4. 5 , 乎妒例渣含 F e ，. 7 7. 4 Fe 7 36 Mn 6 3 9 ,

軋翎氧化跌皮含 Fe，，接近 00 ，帆臥磁秩研煉秩渣含 T 0 17 Fe，，釣 4

帆飲磁秩肝煉鋼渣含氧化跌 1 3 n 1 1．娥、 ，0，2．3 2．9 、T 2 2 . 9

15 有色冶金並度渣中屯妒綱渣含 F e 2 6 3酗，嗣鼓凡妒水粹渣 俗林黑砂 含 Fe +

Fe 0 4 0 50 混法煉銅浸出渣含 Fe 0 . 3 P b . 0 5 .姚 B . 5

n 04 ，緒胭仕炯水粹渣是將煉鉛斤出的鼓風妒炯渣再鋒胭化妒回收鉛、梓后

的弄渣內含 F e 38 . 6 38. 7 P b 6 0. 3 7 n 8 . 3 , 煉侶 制造 ，0，
肘排出弄渣赤泥含 F e，0，8 0 T ，乙 5 ，化工血疲渣中以硫跌碇

「
制造硫酸肘

2 0 芹出的硫秩研燒渣含 Fe 4 1 49 Fe 10 10. 4 . 4 0. 5 n . 1 0. 5

u 2 4

所迷天然肝物是指含有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肝物如普通跌研，褐紅色，

含 Fe，0，0 70 ，絡跌研，暗紅色，含 ，0，3 0 54 Fe 12 7 ，扶秩肝，黑紫

色，含 T 5 0 60 Fe 2 2 35 Fe 0 7 15 n . 5 4 蜢肝，黑褐色 n

2 5 40 78 n 4 32 Fe 8 含線褐跌肝，褐色，含 . 2 1. 4 o . 0. 蛾、

3 Fe 3 5 50 帆臥磁跌肝，黑色，含 4 1 8 T 9 3 4 Fe 5 50

Fe 9 34 n . 2 6 0 . 1 0. 洲，妮秩研，黑色，含 Nb 9 8 a ，
1 15 1 3 n 3 S n 2 5 Fe 2 2 0 黑特肝、黑褐色，含 0

6 5 67 Fe 2 1 n 8 12 n . 17 0. 8 . 逝用迭些富含迂渡元素的工

3 0 血痠弄物和天然研物的目的是力陶繞太陌板整佈或表面居提供看色的成分，使整

休或表面侯呈現深色或黑色，使其吸收更多的陌光或岌射更多的近紅外射域 。



所迷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仕工芹品主要是指第四周期迂渡

金厲元素 T 、 、 、 n、F 、N 的化合物和化工芒品，迭些化合物和

化工尹品可以用作陶甕黑色看色剎。

所迷富含第四周期迪渡金厲元素的估統陶甕黑色看色荊是指以上迷化合物

和化工芒品有目的配制的鋒迂加工、寺用于使陶驚呈現黑色的混合物。

本岌明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以形狀、材廈和用途分癸。 以形狀分癸吋，

大尺寸中空陶驚板分力多孔陶瓷板、半通孔陶瓷板、通孔陶瓷板、封口陶繞板，

以材辰分癸肘，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分力夏合陶瓷板和均瘋陶瓷板，夏合陶瓷板是

指黑甕表面尾勻以普通陶畿原料制造的驚廈基休銓高溫燒鈷夏合力一休的大尺

寸中空陶瓷板，均旗陶甕板是指整休力黑色或深色的大尺寸中空陶甕板，以用途

分癸肘，大尺寸中室陶瓷板分力大尺寸中空陶瓷太隅板、大尺寸中空陶驚近扛外

輻射板、大尺寸中空陶瓷建筑暖乞散熟板。

以普通陶甕原料鋒常規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真室拼

制帆拼制方法成型，鋒加工成力多孔、半通孔、通孔、封口中空陶瓷板素胚，以

提帆尾渣和 或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血曖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

迫渡金厲元素的天然肝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

黑色看色荊加入或不加入普通陶瓷原料磨制成泥漿，將泥漿覆蓋在上迷中空陶瓷

板素胚表面，銓千燥、燒成力黑瓷夏合陶瓷板、立佈阿狀黑瓷夏合陶瓷板 或以

除提帆尾渣以外的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屑元素的工並疲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

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天然研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迫渡金厲元素的仇合物和 或陶

繞黑色看色荊勻普通陶驚原料笙常規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

由真空拼制帆拼制方法成型，鋒加工、干燥、燒成力多孔、半通孔、通孔、封口

的均旗陶瓷板，上述夏合陶瓷板、立休岡狀黑瓷夏合陶瓷板、均旗陶瓷板統林大

尺寸中空陶瓷板，將具有迸出口的陶凳端共板勻通孔陶繞板肢緒成力肢鈷型封口

陶瓷板，將若千封口陶瓷板迸出口串接或將若干多孔陶瓷板、半通孔陶繞板、通

孔陶甕板、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附件鋒肢接或套接串耿成力大尺寸中空陶甕板執

列，將隔熱保溫材料鈷合在大尺寸中空陶瓷板或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叛列的底部和

四周，上面覆蓋透明蓋板則成力陶繞太陌板集熱器和陶甕太陌板集熱器臥列，大
尺寸中空陶瓷太陌板集熱器和大尺寸陶繞太陌板集熟器圳列可用于陶瓷太陌能

熟水器、陶瓷太陌能房預、陶瓷太陌能凡道友屯裝置、陶甕太陌能集熱坊熟水友

屯裝置，大尺寸申空陶甕板可用作陶瓷近扛外輻射板和陶瓷建筑暖乞散熟板 。



大尺寸中空夏合陶瓷板的制造方法 以普通陶瓷原料鋒常棚陶瓷原料她理方

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真空拂制帆拼制方法拼出成型力多孔陶甕板素拯，

鋒加工使通孔在兩端或一端她互相遵通，成力兩端通孔相連的通孔陶瓷板素胚和

一端通孔相遵的半通孔陶甕板素胚，在通孔陶瓷板素胚丙端用陶瓷泥漿粘接同神

材廈的具有迸出口的端共板素胚成力封口陶驚板素胚，以提帆尾渣和 或其他富

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此陵渣和 或天然肝物和 或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

看色荊加入或不加入普通陶瓷原料磨制成黑色泥漿，將此黑色泥漿覆蓋在多孔陶

瓷板素胚、通孔陶鯊板素胚、半通孔陶瓷板素胚、封口陶繹板素胚表面，銓干燥、

燒成，即得到基休是普通陶繞，表面是黑色陶甕戾的大尺寸多孔、通孔、半通孔、

封口夏合陶甕板，統林大尺寸中空夏合陶甕板。

大尺寸中空夏合陶甕板的表面黑色陶瓷戾可以制成立伸岡狀飴枸以提高阻

光吸收率，林作大尺寸中空立休岡狀黑瓷夏合陶瓷板，制造方法是 用常規干燥

的方法使上迷中空陶瓷板素拯成力充分千燥的素拯，以提帆尾渣和 或其他富含

第四周期泣渡金厲元素的工並度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天然盯物

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驚黑色看色荊和 或佳統陶驚

黑色看色荊加入或不加入普通陶繞原料磨制成泥漿，以匝縮空乞將泥漿噴涂在干

燥的中空陶瓷板素胚表面上，采用卑支噴恰或多支噴掩噴涂，控制庄縮空乞的庄

力、流量和泥漿的比例使初期勻千燥的陶瓷板素胚表面相接舢的零滴由于千燥素

胚的快速吸水和霎滴的表面張力形成具有一定強度、相肘千燥、粘附于素胚板表

面的泥粒，后鏤噴落的霎滴首先遇到速些具有一定吸混能力的突出于表面的泥

粒，粘附在泥粒上，依吹堆秧成柱狀、尖塔狀、立壁狀、蜂竄狀、多孔狀的非均

勻、不達鏤、被吸混而具有一定強度的霎滴泥料堆稠休，舀迭些立休堆秧伸迭到

一定高度失去吸混能力前停止噬霉，伙而在中空陶驚素胚板表面得到立休阿狀黑

繞的素胚居，將此具有立休阿狀黑繞素胚尾的中空陶瓷素胚板鋒干燥后迸行高溫

燒制，控制燒成溫度和肘間使立休阿狀黑瓷素拯居勻中空陶繞板素胚同吋燒拮力

立休阿狀黑繞居和甕旗中空陶降板基休，高溫燒錯使立伸阿狀黑濫房勻繞廈中空

陶繞板基佈燒鈷夏合力一伸，成力立休阿狀黑瓷夏合陶瓷板，噴涂肘哦栓以一定

角度丐中空陶瓷板素胚表面作相肘這功，革柚嶼涂肘，單椎在素胚板表面上方作

棚則性移劫扣描，使送功速度、泥漿噴出速度勻素胚吸混速度相肘匝，碗保霎滴

堆秧伸始終具有相匝的吸混能力，使粘附在堆秧休上的霎滴中的大量水分通迂相

肘干燥的堆秧佈侍避至干燥的素胚中，使新粘附的霧滴迅速失去部分水分而具有



一定形狀和強度，不要使霎滴聚力流劫的泥漿伙而使堆秧物倒塌成力乎面居，多
椅曠涂肘，中空陶瓷板素胚在噬恰下方這劫，使迄功速度、噴柚間隔距萬勻泥漿

噴出速度和素胚吸混速度相肘匝，以迭到上迷目的，碉整泥漿配方和水分決定泥

漿中顆粒之同的內聚力，控制匝縮空乞的匝力、流量和泥漿的比例抉定噴出霎滴

的速度和大小，霎滴是泥漿勻空乞的混合物是中空的泥漿球，粘附在堆秧物上肘，

失去部分水分而硬化成中空硬亮，部分球休破碎，形成立休岡伏多孔的堆秧伸，

泥漿的配方、內聚力、失去水分的速度決定堆秘休的乎均直往和高度，堆秧休高

度力 0．1一3 毫米，堆秧休中充瀰的毛細孔是于燥素胚吸收水分肘造成的水分這

功通道，燒成肘形成微細孔穴，燒成后堆秧休的每一介立柱、尖塔、立壁、蜂窩

壁上布滿孔穴，孔徑力 0． 50 微米，立休阿狀黑甕陌光吸收尾呈黑色。

大尺寸中空均旗陶瓷板的制造方法 以除提帆尾渣以外的其他富含第四周期

迂渡金厲元素的工並魔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泣渡金厲元素的天然肝物和 或富

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荊勻普通陶瓷原料銓常棚

陶繞原料灶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其空摒制棚拂制方法拼出成型力多

? 陶瓷板素胚，鋒加工使通孔在兩端或一端她互相運通，成力兩端通孔相達的通

孔板和一端通孔相連的半通孔板素胚，在通孔板素胚丙端用陶驚泥漿粘接同神材

廈的具有避出口的端共板素胚成力封口陶甕板素胚，鋒干燥、燒成，即得到整休

力黑色或深色的各神大尺寸中空均廈陶瓷板。

上迷大尺寸封口陶瓷板也可用肢接的方法成型，特上迷具有迸出口的端共板

素胚燒錯成力具有迸出口的陶甕端共板用有杭或元棚肢粘剎粘拮在通孔板的西

端即力肢鈷型封口陶甕板。

以普通陶瓷原料努常棚陶甕制品生芒方法制造陶驚端共板、陶驚迸出管口、

帶迸出管口的陶甕端共板、大管口陶瓷端共板、大管口陶繞套接端共板、多孔陶

瓷套接接共、羊孔陶瓷套接接共，統林力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附件，其表面均可夏

合黑瓷尾，或用有帆材料、有彈性的有杭材料、金肩材料制造附件，將若干封口

陶瓷板的迸出管口用耐老化的軟旗管、不銹鋼箍相達接枸成大尺寸中空陶繞板執

列，或將若干多孔陶繞板、半通孔陶瓷板、通孔陶瓷板勻大尺寸申空陶瓷板附件

采用肢接或套接的方法相連接枸成大尺寸中空陶瓷板臥列，扒列內部是達通的，

形成一集通道，完成肢接的大尺寸中室陶瓷板執列，用于太陌能利用肘，底部和

四周被保溫材料包圃，此肘匝及肘蓋上透明蓋板，不要通水，使其在隅光空晒溫

度下，肢粘荊自行完成固化迂程。



所迷肢接采用的肢粘荊是杯氧癸、酣醒癸、有析佳癸、含氮朵杯癸、磋酸盆

芙、磷酸盆癸等各秤有帆、元杭肢粘剎，杯氧癸、盼醒癸、有杭磋癸、含氮奈杯

癸等有杭肢粘剎仗期耐高溫溫度可以迭到 200 40 C，磋酸監癸、磷酸盆癸等

元帆肢粘荊使期耐高溫溫度可迭到 900 70 C，兩者都可以咬期承受零下几十

度的低溫，陶甕太陌板、建筑取曖用近扛外散熟板在板端情況下的杯境、使用溫

度是 30 C 冬夜 至 20 C 太陌板空晒 ，可以采用有帆肢粘荊，近扛外輻射

板的使用溫度力 4 0 600 C ，一般主要采用元杭肢粘荊。

大尺寸中空陶甕板、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釗列可用于太陌能、近紅外輻射干燥、

建筑暖乞散熱，用于太陌能利用吋你作陶甕太肥板和陶甕太陌板臥列，用于近扛

外輻射肘林作陶瓷沅扛外板和陶繞近扛外板執列，用于建筑暖乞肘林作陶甕散熱

板和陶瓷散熱板執列。陶瓷太陌板和陶瓷太舶板級列告保溫隔熱材料、透明蓋板

相鈷合枸成陶瓷太陌板集熱器和陶驚太胭板集熟器臥列可用于陶甕太阻能熟水

器、陶瓷太阻能房預、陶瓷太陌能爪道戈冉裝置、陶繞太陌能集熟切熱水岌唱裝

置。

陶甕太陌板集熱器的制造方法 以澆注、模庇、噴除、粘鈷、帆械鈷合等方

法將具有一定強度、厚度的保溫隔熱材料牢固的結合在陶甕太陌板的底部和四周

側面，側面的保溫隔熟材料高于陶繞太阻板的集熱面，在陶瓷太阻板兩端接口她

的保溫隔熱材料中予留兩板之阿連接管和固定件的位置和達接肘的操作空阿，形

成陶瓷太網板集熟盒，在集熱盒碩部覆蓋透明蓋板即成力陶甕太陌板集熟器，陶

瓷太阻板集熟器上的保溫隔熟材料是革一品神，或是多品神夏合，丐此相同，將
保溫隔熟材料錯合在陶瓷太陌板臥列的底部和四周側面，側面的保溫材料高于陶

瓷太阻板的集熱面，頂部覆蓋透明蓋板即成力陶瓷太陌板集熱器臥列。

所述的保溫隔熱材料是指有帆微孔狀保溫隔熱材料如硬廈聚氨脂、酌醒、脈

醒、聚稀怪、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等泡抹塑料，元帆微孔狀保溫隔熟材料如微孔

磺酸鈣、微孔鋁酸鈣、佳藻土、元析泡沫肢凝材料等，針錐狀保溫隔熱材料勻錯

合剎的混合物其中針堆狀保溫隔熱材料如岩棉、盯棉、玻璃棉、磋酸鋁軒棉、元

帆人造針錐、有析針堆等，散粒狀保溫隔熱材料勻鈷合荊的混合物其中散粒狀保

溫隔熟材料如膨肢珍珠岩、膨服姪石、陶粒、泡沫石棉等，居狀隔熟材料如尾狀

中空蛙枸隔熱材料、房狀爽心鈷枸隔熟材料等，使用中所有陌光可以照射到的保

溫隔熱材料表面均覆蓋防老化涂屋，如聚脈、杯氧榭脂、丙烯酸村脂等。

所迷陶瓷太陌板集熱盒或陶鶯太陌板集熱器可以在工「制造，其生芒可以宴

班工「化和安裝安現模坎化，拮合在陶甕太怕板底部和四周的保溫隔熟材料也是



陶瓷太阻板的出「包裝材料，并使陶甕太陌板的裝卸、迄輸、安裝更加安全可靠，

佼安裝和今后的錐修更加快速、筒卑、方便。

陶瓷太帕能熱水器的拮枸 普通太阻能熱水器由集熟器、支架、水箱枸成，

將普通太陌能集熱器換成陶甕太陌板集熱器或陶禽太陌板集熟器執列，即力陶驚

太陌能熟水器。

陶盜太陌能房預的緒枸和安裝方法 將陶甕太陌板集熟器揪列或陶甕太陌板

集熱器接口肘接口以達接管相達接形成圳列，整弄的排放在覆蓋防水房的房碩結

枸居上，安裝上下氾集管和水箱，透明蓋板之間的接縫上涂夏防水材料，同隔一
定距萬安裝口型材板，即枸成陶繞太陌能房項，陶甕太阻板集熟器底部的保溫尾

同肘也是房項的保溫居，兩者共用保溫屋，透明蓋板既是集熱器的透光、保溫、

防水尾也是房碩的上防水屋，夏天太阻能房碩芹生的熟水升劫吸收式空凋，力建

筑致玲，冬天將陶瓷太陌能房攻中的水放掉，陌光加熱陶驚太朋板集熟器中的空

乞，將熟空勺鋒泣水箱中的螺旋管泵入建筑物力房間提供曖乞井加熱水箱中的

水，春、夏、秋、冬，陶驚太阻能房攻都可以提供熟水，將陶甕太陌能房碩安裝

在暗面上即枸成陶瓷太阻能增面。

所述的透明蓋板是指玻璃板、透明塑料板等。

所迷的達接管是指耐老化、耐腐柚的軟廈的塑料管．佳橡肢管、橡塑管等，

硬廈的綱管、不銹翎管、陶瓷管、塑料管等，軟旗管的固定和密封可采用不銹翎

管箍、綱卡箍、卡簧、熟收縮帶等，硬廈管的固定和密封可采用有帆、元桐的肢

粘荊、腋凝材料等。

所述 歐米咖 型材板是指鍍辟例板或彩涂翎板加工成的口形狀的型材板，

底迪竟度 60一200 咖，稜高 80 250 卹，梭筑 1 30 咖，其庶迪的兩翼固定在屋

攻或坡面上，肘陶瓷太陌板集熱器起到保折和園折作用，安裝和堆修肘可作力操

作者的支撐貞。

陶甕太阻能凡道友屯裝置 將陶甕太胭板集熱器臥列分坦安裝在向阻山坡和

山坡下的坡地上，上下左右分組，每狙分若千執列，陶甕太陌板集熟器執列中的

太陌板上下首尾相通，下口勻避風管相通，上口勻熱風支道相通，迸風管勻熟凡

支道均勻水乎面成一定傾角，乞流方向由下向上，避八管下口敞升，上口封閉，

熱風支道下口封閉，上口丐思凡道相通，空乞爪迸凡管下口迸入在集熱器中被陌

光加熱向上鋒熱爪支道迸入忠凡道，伙息凡道上口排出，迸凡管迸口她形成狡庄，
忠凡道出口她形成正庄，在逃凡管迸口她和息風道出口她安裝空乞渦輪杭，空乞



在庄力差下形成乞流，推功渦乾帶劫岌塢帆炭屯，或者去掉避凡管，在熱風支道

和思凡道內逐級安裝空乞渦乾杭。

。通常溫室內外溫差釣 30 C，陶瓷太陀板集熱器執列內外溫差可以超池 120

。
C ，陶繞太陌能凡道可能比太陌能姻囪具有更高的效率，陶瓷太陌板集熱器揪列

的造份低于玻璃溫室，熱凡支道和忠凡道倚山勢而建造份也低于姻囪，因此陶瓷

太陌能凡道可能具有更低的岌屯成本。

陶驚太陌能集熱坊熟水岌屯裝置 在向阻山坡上或相肘乎坦的荒雕、荒地、

沙漠建造陶繞太陌能集熱踢熱水友屯裝實，向捆坡面勻水乎面爽魚接近舀地節

度，力 5 55 度，將相肘乎坦的地面修整力南北圳斷面力鋸齒形的向陌坡面，用

大型升淘帆順奈西方向挖洶，形成淘的向阻坡面，將挖出的土、石、沙堆秧在洶

的向阻坡面一側的地面上，堆成堆稠物坡面，淘的坡面和堆秧物的坡面共同枸成

陶繞太隅能集熱坊的向阻坡面，在挖相卻的洵吋，淘的背阻坡面萬升前一荼淘的

堆稠物一段距萬，中伺形成一集水乎通道，將坡碩、坡面、淘底整乎、秀宴、加

固，沿坡攻敷投上水管即出水管，萬淘底夠 100 50 敷投水平下水管即迸水

管，在上、下水管之阿安裝掏瓷太陀板集熱器圳列，執列上口勻上水管達通，下

口勻下水管達通，阻光加熱陶瓷太捆板中的水，熱水沿出水管迸入熟水罐，熱水

罐中的熱水迸入岌咆裝置將熱能特佔力劫能做功岌屯后迸入冷水罐，或熱水罐中

的熱水迸入聚光型高溫太阻能裝置被避一步加熱成力更高溫度的熱水、汽水混合

物、高溫高庄蒸汽迸入友屯裝置岌冉后迸入冷水罐，玲水罐中溫度較低的水迸入

陶瓷太阻板集熱器趴列中再吹被太陌能加熟。

勻地熟水友啦相比，用陶瓷太陌能集熱切藐取熟水，其流量可以大于任何一

座已知的地熱田供匝的熟水流量，井且不必迸行凡險很大的地熱螢源勘探，不需

迸行耗援巨大的鈷井和度水回灌，所取得熱水不余結垢和腐愧投各，所以陶瓷太

肥能集熱切熱水岌屯裝置的岌唱成本可能低于地熱水友屯成本。

陶甕近紅外輻射板 將大尺寸多孔陶瓷板通孔內穿入常規屯岌熱休，在側面

和背面覆蓋住酸侶針錐玷、岩棉毯、肝棉毯、玻璃師錐毯等耐高溫元析保溫隔熟

材料，則形成陶甕近紅外輻射板，在大管口大尺寸中空陶瓷板趴列中通入高溫燃

帛等高溫乞流在其丙側和背面覆蓋上迷保溫隔熟材料，則形成大尺寸中空陶甕近

紅外輻射板執列，丙者的黑瓷面力近扛外輻射面，可用于隔歇式的近紅外千燥妒

和姪鍥式的近扛外干燥隧道，比侍統近紅外元件成本更低、看命更弋，看命期河

乎均效率更高。



陶繞建筑暖乞散熟板 將大尺寸封口陶甕板或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鋤列的遴出

口改造力勻建筑暖乞系統的接口相一致，通入熱水或蒸汽，則成力大尺寸陶甕建

筑暖乞散熟板，速神散熟板將大部分能量以近扛外射錢形式向外輻射，減少了空

乞肘流，即減少了灰生和綑菌在室內肘流循杯折散，近紅外射域有利于增加人休

血液循杯，有益健康，井且速神散熱板具有較低的成本和很杖的使用莠命。

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的成本、荐命、效率 目前一呻普通瓷辰突心毛板釣 600

元，特秩 3000 元，鋼材 4500 元，偶材 24000 元，綱材 70000 元，甕廣材料什格

低廉是由于原料儲量大、分布亡泛、這距短、加工溫度可低于 120
。
C 、加工工

芭筒羊，金厲材料份格昂貴是由于原料儲量少、有效含量低、達距近、加工溫度

釣 1600 、或需冉解冶煉、加工工芝夏朵，迭些因素是雅以改交的。 目前 800

X800 n 帆臥黑瓷裝怖毛板生尹成本可低于 17 元 m ，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忠

厚 20 40 ，壁厚 1一 ，爪原料神癸、草位面稠原料用量、成型方法和效率、

干燥燒成的能耗、投各神癸、相同芒量的「房面秧、用工數量等方面衡量比較，

可以伙力舀兩者均采用大規模生芒肘，兩者的生芹成本具有可比性。

驚旗材料理化性能十分稔定，不腐愧、不老化、不退色、元毒、元害、元放

射性，只要所迸擇制造的芹品不必承受或制定使用規則使其避免承受強烈的柳械

沖苗和熱沖苗，則其使用荐命可以上百年或更桂。

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的壁厚可以迭到 一5 卹，太阻板、紅外輻射板、暖乞板

的使用均勻熱侍早有夫，思管陶瓷材料是熱的不良早休，但由于壁薄、熟佳早距

萬短，所 以大尺寸中空陶縈板仍具有較高的效率，由于黑瓷表面屋光熟性能穗定，

使其在很弋的荐命期同具有較高的平均效率。

面肘非常分散、十分稀薄、低能量密度而息量巨大的太陌能，只有努力迸行

技木突破，咫力尋找一神非常廉份、很仗荐命、高效率的材料、緒枸和匝用方式

才有可能鋒濟、有效、亡泛的利用太胭能，使其成力大規模可替代能源 。大尺寸

申空掏瓷板的研炭和大量匝用是太阻能成力大棚模可替代能源的有效途徑之一。

四 附團槐明

以下鈷合附囤洋細悅明本友明的特貞

圈 1 表示以普通陶甕泥料或加入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陶登泥料用其空拼制

成型方法成型力多孔陶瓷板素胚 ，鋒加工成力兩端通孔相連的通孔陶驚板素胚

2，丙端粘鈷具有迸出口的端共板素胚 ，成力封口陶瓷板素胚 4， 、入 4 也表

示堅燒成后的多孔陶瓷板、通孔陶甕板和封口陶繞板。



團 2 表示噴恰占陶瓷封口板素拯表面成一定角度噴出霎化的泥漿。

團 3 表示羊支曠恰在素胚板表面上方作扣描移劫，逐行噴涂霎化的泥漿，逐步形

成立休阿狀黑瓷陌光吸收居的素胚尾。

圍 4 表示鋒燒成夏合在封口陶濫板表面的立休柯狀黑甕陌光吸收居。

團 5 表示陶繞太陌板集熟盒，即末裝透明板的陶甕太阻板集熱器的材料、形狀和

緒枸。

團 6 表示陶繞太陌板集熟器以軟管、管箍相達接的方法。

團 7 表示由大管口陶甕端共板、大管口陶瓷套接端共板、通孔陶繹板、多孔陶驚

板、多孔陶驚套接接共、單孔陶瓷套接接共肢緒而成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臥列。

圍 8 表示由大管口彈性套接端共板、半通孔陶瓷板、多孔陶瓷板、彈性帶圈套接

組成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執列。

圍 9 表示以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集熟器臥列組成的陶瓷太陌能房碩的鈷枸，29 表

示安裝和堆修肘支撐操作人員的墊板，墊板由 型材板支撐。

圈 10 是陶瓷太陌能房咬的側初團，表示透明蓋板、陶濫太陌板、下防水房之間

的位實英系，透明蓋板既是陶瓷太陀板集熱器臥列的組成部分，同肘起到房項上

防水居的作用。

圍 1 1 表示 型材板橫截面的形狀和尺寸，底迪竟度 N 力 60一20 ，稜高 力

80 250 ，稜筑 L力 30 咖。

圍 吆 表示陶瓷太陌能凡道岌頃裝置的局部鈷枸。

圍 13 表示陶瓷太陌能凡道友屯裝置的整休鈷枸和建造方法。

團 14 表示陶瓷太阻能集熱坊熱水友屯裝實的笙枸和布局。

團 15 表示陶瓷太陀能集熟切的向阻坡道和陶瓷太阻板集熱器執列的鈷枸勻瑛接

方式。

團 16 表示陶瓷太阻能集熱坊鋸茵形向胭坡面的建造方法。

圍中

1 多孔陶瓷板素胚、多孔陶甕板 2 通孔陶瓷板素胚、通孔陶瓷板 3

具有迸出口的陶瓷端共板素胚、具有逆出口的陶瓷端共板 4一一封口陶

驚板素胚、封口陶繞板

立休阿伏黑繞阻光吸收居的素胚侯 6一一噴椅 7 霎化的黑驚泥

漿

8 銓燒成的立休阿狀黑繞開光吸收居及其微細孔穴 9一一燒成肘立休阿



狀黑瓷居勻封口陶瓷板之同形成的迪渡錯合屋 10 夏合立休阿狀黑瓷居

的封口陶瓷板

11 鈷合保溫隔熟材料的封口陶驚太阻板 12—一保溫隔熟材料 13

一不磷例管箍

14 耐老化的軟廈達接管 15 大管口陶濫端共板 6 多孔陶甕

套接接共

17一一革孔陶驚套接接共 8一一大管口陶瓷套接端共板 19 肢粘荊

2 0一一大管口彈性套接端共板 2 1一一半通孔陶甕板 2 2一一彈性帶圈

2 3 大尺寸中空陶甕太阻板集熟器扒 24 Q 形板材 2 5 流休

氾集管 26 流休下氾集管 2 7 下防水居 2 8 玻璃板或其他

透明蓋板兼房項上的防水屋 29 安裝勻錐修用的墊板 3 0 息凡道

3 1 熟風支道 2 迸凡管 3 3 息凡道渦乾 3 4一一迸風管渦

箝 3 5 山峰 3 6一一向陌坡面 3 7 出水管 熱水管

3 8 迸水管 冷水管 39一一熱水罐 40一一冷水罐 4 1 渦輪友

屯帆組

4 2 向陌坡道的堆秘部分 4 3 水乎通道 44 洶 4 5 地面

五 具休安施方案

寞施例

1．以普通陶驚原料粘土、石英、仗石加水磨制成泥漿，池脯后鋒庄濾力水

份 8 的泥料，鋒粗鋸、其空銖泥成力泥段，以莫空拼制杭拼出成型竟 700

思厚 3 0 ．具有 2 介孔、壁厚 3 、弋度 15 的多孔板素胚，去掉多孔板

兩端局部同壁，成力通孔丙端相通的通孔板素拯，在丙端以泥漿粘接同梓材廈的

具有迸出管口的端共板，成力封口板素胚，道舀干燥后待用，以帆軟磁跌肝 3 5

蜢盯 3 0 、烙跌肝 2 5 重量百分比，下同 ，普通陶瓷原料 2 0 ，共同磨制成泥

漿，迂 200 目肺，以常規方法噴涂在封口板素拯表面，干燥后燒成 1200 乙，成

力表面力窯降陌光吸收居，基休力普通陶甕的大尺寸中空夏合陶驚太阻板。

么 提飢尾渣 65 ，芬州 20 ，焦室石 1 砌口水球磨 24 小肘，泥漿含水率

4 0 ，以匝縮空乞將泥漿曠涂在干燥的仗 X 竟力 12O0X800 毫米的中空陶甕太陌

板素胚表面上，空乞庄力 0．6 pa、 。噴椅勻垂直面成 70 角向下噴霎，噴柚距素

胚表面 3 0 0 毫米，單恰逐行扣描噴涂 2 分紳，使初期噴出的霉滴被板面吸混固化，

后鏤噴在堆秧休上的霧滴被己鋒固化的堆秧休吸混固化，最婆形成立伸阿狀黑瓷



阻光吸收素拯侯，將整件太陌板素胚笙千燥、1240 C燒制，堆秧休高度 0 2 毫米，

成力具有立休阿狀黑瓷陌光吸收居的帆臥黑甕夏合陶甕太阻能集熟板。

3．以陶瓷並通常臥力是劣廈原料的氧化秩含量力 0 、氧化臥含量力 3．2

的陶甕原料 4 0 和蜢秩渣 2 5 、金厲絡冶煉渣 20臥 硫秩研燒渣 5 用通常陶瓷投

各和工芝制成泥料，鋒寞空鍊泥和豚腐后以真空拼出棚拂制成力多孔陶甕板拯

休，胚板鋒干燥、燒成即成力整休力黑灰色的均旗陶驚太阻板。

4．將硬廈聚氨脂泡抹塑料的液休原料混合均勻后注入模具內，炭泡固化使聚

氨脂泡沫塑料拮合在夏合陶瓷太陌板的底部和四周，四周的泡沫塑料比太陀板吸

熟面高 25 ，打升模具取出聚氨脂泡抹塑料和夏合陶瓷太陌板的鈷合休，聚氨

脂泡沫塑料外表面有一居光滑、堡硬的未岌泡侯，鈷合休力夏合陶瓷太陌板集熟

盒，上孟透明孟板即成力夏合陶瓷太陌板集熟器。

5．校 1400 恤筑 8 0 的以立休岡狀黑驚阻光吸收侯力表面的夏合陶甕通孔

板占具有選出管口的陶瓷端共板、用杯氧村脂粘接成力封口陶瓷太陌板，底部和

四周拮合硬辰聚氨脂泡沫塑料，表面粘拮 4 厚玻璃板，成力大尺寸封口陶瓷大
。

陌板集熟器，傾斜 35 C放置在支架上，支架上部放置水箱，將水箱上口占集熱

器上口接通，水箱下口勻集熱器下口接通，在水箱中注入水，即成力大尺寸中空

陶甕太阻板熱水器。

6．家庭住宅帆軌黑瓷太朋能房碩系統，太阻能房砸的向阻面面秧 100 平方

米，在篩度 37 度地匡，勻水乎面成 30 度央角，房攻結枸居是厚度 0．5 毫米彩側

板成型的槽板，卓件槽板弋 8 米，臥向安裝，千槽底冤度力 740 毫米，立迪高度

120 毫米，帆軟黑瓷夏合陶瓷太陌板長度 500 毫米，筑度 700 毫米，思厚 22 毫

米，壁厚 2 毫米，放在槽內，太阻板勻槽底之間是厚度 30 毫米的聚氨脂泡沫塑

料和厚度 70 臺米的膨服珍珠岩勻水泥的混合物保溫侯，勻立迪之間是厚度 20 毫

米的聚氨脂泡沫塑料，厚度 3 毫米的平板玻璃以耐老佔防水肢粘接在立迪上。

陶驚儲水箱容量 2500 升，置于建筑的承重枸件上。 夏日 。晴天水溫迭到 80 C

。以上，以 80 C熱水蜒功小型吸收式空稠帆，芒生 g C冷水越入陶瓷冷水儲箱中，
。鋒熱交換器向室內輸迭 15 C冷凡，儲箱四周包夏隔熟材料。

冬天放掉房頓和管道中的水，陌光加熱太陌板中的空乞，白天凡泵將熱空乞

鋒迂水箱中的螺旋管和房間內空乞形成閉路循杯，夜同使室內空乞勻水箱中的螺

旋管枸成問路循即，以水箱中余熱錐持室內一定的溫度，將陶鶯太陀能房項安裝

在培面上即枸成陶瓷太隅能暗面。



一年四季，陶瓷儲水箱中的水也可提供生活熟水。

7．在陌光充沛地匡的荒山和荒山下的荒溯上建造陶甕太陌能凡道，忌凡道

伙山峰項部順向阻山坡延伸到荒沸上，荒溯至山峰項部高度差 15 m，忠凡道建

在垂直和傾斜山坡上部分忠弋 5 公里，建在基本平坦的荒雌上部分板度 5 公里，

息凡道息仗 0 公里，使建在荒雕上的息風道傾斜 0．5 2 度，怠凡道出口部分直

栓最大，力 60m，向下逐步交細，忠凡道兩側每隔 5 0 米達接熱風支道、安裝迸

風管，各株 5 公里，熟凡支道勻思凡道達接她最高，尾端向下傾斜，傾斜 ．
2 度，熟風支道巧忠凡道連接她直往 8m，向下逐步交細，勻熟凡支道乎行相距

5 的下方建避凡管，兩者長度，傾角近似，迸凡管最粗部分直往 6 ，在熱凡支

道和迸凡管之間安裝陶甕太陌板集熟器趴列，勻熱凡支道接合部高于避凡管她，

傾斜 0． 2度，采用如圍 8 所示的大通道軟連接的陶瓷太陌板集熟器臥列，即采

用稚橡肢制造的大管口彈性套接端共板、彈性帶圈、陶濫半通孔板、陶瓷多孔板，

陶甕半通孔板、多孔板役度 2 0 0 ，竟度 8 70 ，忠厚 5 ，壁厚 3 ，以普

通掏甕力基休，表面夏合立休岡狀帆臥黑甕陌光吸收屋。在迸風管迸口她和忠凡

道出口她安裝空乞眠輪友屯裝置。

8．如宴施例 7 所迷的陶瓷太陌能風道，去掉迸凡管，在熟凡支道和忠凡道

中逐級安裝空乞渴乾岌屯肌狙。

9．在日照充分地匠的荒雕、荒地、沙漠建造陶瓷太阻能集熱切熟水友屯裝置，

集熟切周圃建造防風林，順京西方向用升洶帆升第一排洶，洶弋 2 段，共

100 段，每段相隔 5 ，洶的截面呈倒三角形，將挖出的土、石、沙置于洶的向捆

坡面一側的地面上，堆秧成斜坡，勻洶坡達成一休成力傾角力 3 0 度的向陌坡面，
坡面斜弋 ，將南北坡面庄乎秀奕，在向陌坡背面距堆秧物 3 她升第二排洶，

水乎通道筑 3 ，順南北方向依吹升洶，共升 2000 排淘，沿坡預、淘底澆筑混凝

土，敷汲水管，在向陌坡面上覆蓋 0 厚度膨服姪石勻拮合荊的混合物，噴涂

厚度 2 的硬廈聚氨脂泡抹塑料，每隔 930 南北向突起一荼稜，稜冤 3

稜高 10 ，形成泡沫塑料槽框，槽底和側面放置 15 厚岩棉毯，在稜側面噴

涂抗老化的聚贓涂居，將大管口陶降端共板、陶繞半通孔太阻板、陶瓷多孔太陌

板、陶甕套接接共用碌橡腋肢接形成大通道組合式陶甕太陌板臥列安裝在槽框

內，上下口勻上下管相通，在槽框的稜攻面上除夏耐老化拮合荊，將 4 厚度的

玻璃板貼在梭項面上，形成陶降太陌板集熱器釗列，下水管勻冷水罐相通，上水

管勻熱水罐相通，被阻光加熟的 8 0 10
。
C 熱水以 "中間工旗法 " 用于友屯。



0．如寞施例 9 所迷的陶瓷太陌能集熱切熱水岌喧裝置，所迷熱水宋用 "減
匝折容法 遴行岌啦。

11．如寞施例 9 所迷的陶甕太陌能集熟坊熱水岌屯裝置，所迷熟水迸入聚光型太

陌能裝置，迸一步加熟成力高溫高庄蒸汽用于岌啦。

12．如寞施例 9 所迷的掏甕太陌能集熱坊熟水友啦裝置，將熟水罐分力高溫

熱水罐和中溫熱水罐，將由于各神原因，如天勺不移晴朗肘加熟的溫度未迭上限

的熱水迸入中溫熟水罐儲存，待烈 日舀室、十分睛朗吋將此熟水鋒太陌板集熱器

釧列再次加熱至溫度上限迸入高溫熱水罐用于岌屯。



杖利要求弔

鋒常棚陶繞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真空拂制帆拼制方法成

型，鋒加工成力多孔、半通孔、通孔、封口中空陶瓷板素胚，以提帆尾渣和 或

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並陵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

天然盯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仇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剎加入

或不加入普通陶襟原料磨制成泥漿，將泥漿覆蓋在上迷中空陶瓷板素胚表面，笙

千燥、燒制成力的黑瓷夏合陶瓷板或立休阿伏黑瓷夏合陶繞板 或以除提帆尾渣

以外的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迫渡金厲元素的工此陵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

元素的天然研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泣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甕黑色看色

荊勻普通陶瓷原料鋒常規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真空拼制

析拼制方法成型，笙加工、于燥、燒制成力多孔、半通孔、通孔、封口的均廈陶

瓷板。

么 根掘杖利要求 1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餐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

迷的黑驚夏合陶驚板是以普通陶瓷原料銓常規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

多孔模具由寞空拼制棚拼制方法拼出成型力多孔陶瓷板素胚，鋒加工使通孔在兩

端或一端她互相連通，成力兩端通孔相達的通孔陶瓷板素胚和一端通孔相達的半

通孔陶驚板素胚，在通孔陶瓷板素胚兩端用陶瓷泥漿粘接同神材廣的具有邀出口

的端共板素拯成力封口陶瓷板素拯，以提扒尾渣和 或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

厲元素的工並痰渣和 或天然肝物和 或化合物和 或陶濫黑色看色荊加入或不加

入普通陶瓷原料磨制成黑色泥漿，將此黑色泥漿覆蓋在多孔陶瓷板素胚、通孔陶

瓷板素拯、半通孔陶瓷板素胚、封口陶甕板素胚表面，鋒千燥、燒成，即得到基

休是普通掏甕，表面是黑色陶瓷候的大尺寸多孔、通孔、半通孔、封口黑甕夏合

陶驚板。

叭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繞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迷的立佈阿狀黑驚夏合陶瓷板是用常棚千燥的方法使上迷中空陶餐板素胚成力

充分千燥的素胚，以提帆尾渣和 或其他富含第四周期泣渡金厲元素的工此度渣

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天然征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

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荊和 或估統陶甕黑色看色荊加入或不加入普通陶

瓷原料磨制成泥漿，以庄縮空乞將泥漿曖涂在干燥的中空陶濫板素胚表面上，采



用革支噴桅或多支噴椅噴涂，控制庇縮空乞的匝力、流量和泥漿的比例使初期占

千燥的陶繞板素胚表面相接舢的霎滴由于干燥素胚的快速吸水和霎滴的表面張

力形成具有一定強度、相肘千燥、粘附于素拯板表面的泥粒，后鏤噴落的霎滴首

先遇到迭些具有一定吸混能力的突出于表面的泥粒，粘附在泥粒上，依坎堆秧成

柱狀、尖塔狀、立壁狀、蜂甯狀、多孔狀的非均勻、不達鏤、被吸混而具有一定

強度的霎滴泥料堆秧休，圭送些立休堆秧休迭到一定高度失去吸混能力前停止咬

霉，伙而在中空陶甕素胚板表面得到立休阿狀黑甕的素胚居，將此具有立伸阿狀

黑瓷素胚居的中空陶繞素胚板鋒于燥后迸行高溫燒制，控制燒成溫度和吋同使立

休阿狀黑瓷素胚尾均中空陶瓷板素拯同吋燒錯力立休阿狀黑甕侯和甕辰中空陶

甕板基休，高溫燒鈷使立休阿狀黑甕侯占甕廣中空陶甕板基休燒鈷夏合力一休，

成力立休阿狀黑驚夏合陶驚板，噴涂肘噴桅以一定角度勻中空陶際板素胚表面作

相肘迄劫，草恰咬涂肘，單恰在素胚板表面上方作棚則性移劫扣描，使送劫速度、

泥漿噬出速度勻素胚吸混速度相肘匝，碗保霉滴堆秧休始終具有相座的吸混能

力，使粘附在堆稠休上的霧滴中的大量水分通泄相肘干燥的堆秧休估遊至干燥的

素胚中，使新粘附的霎滴迅速失去部分水分而具有一定形狀和強度，不要使霎滴

聚力流功的泥漿爪而使堆稠物倒塌成力乎面侯，多桅噴涂吋，中空陶驚板素胚在

噴柚下方迄劫，使迄劫速度、噴柚何隔距萬肯泥漿噴出速度和素拯吸混速度相肘

匝，以迭到上述目的，稠整泥漿配方和水分抉定泥漿中顆粒之同的內聚力，控制

底縮空乞的匝力、流量和泥漿的比例抉定噴出霎滴的速度和大小，霉滴是泥漿勻

空乞的混合物是中空的泥漿球，粘附在堆稠物上肘，朱去部分水分而硬化成中空

硬莞，部分球休破碎，形成立休岡狀多孔的堆秧休，泥漿的配方、內聚力、失去

水分的速度決定堆秧休的乎均直徑和高度，堆稠休高度力 0． 毫米，堆稠休

中充滿的毛細孔是千燥素胚吸收水分肘造成的水分迄劫通道，燒成肘形成微細孔

穴，燒成后堆稠休的每一介立柱．尖塔、立壁、蜂窩壁上布瀰孔穴，孔往力 0．
50 微米，立休阿狀黑瓷阮光吸收侯呈黑色。

4、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濫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

途的均廈陶瓷板是以除提帆尾渣以外的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此

痰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天然肝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迫渡金厲

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剎勻普通陶繞原料鋒常規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



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賣空拼制帆摒制方法拼出成型力多孔陶繞板素胚，鋒加

工使通孔在丙端或一端她互相連通，成力兩端通孔相連的通孔板和一端通孔相遵

的半通孔板素胚，在通孔板素拯丙端用陶甕泥漿粘接同神材旗的具有迸出口的端

共板素胚成力封口陶瓷板素胚，鋒千燥、燒成，即得到整休力黑色或深色的各神

大尺寸申空均廈陶甕板。

5、陶瓷通孔板蛟結而成的肢拮型封口陶甕板，其特征在于 將具有迸出口

的陶瓷端共板用有肌或元帆肢粘荊粘鈷在通孔板的兩端成力肢拮型封口陶瓷板。

6、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狙合而成的大尺寸中空陶竄板釧列，其特征在于 將

大尺寸中空陶甕板達接成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執列，其達接部件及遵接方式力 以

普通陶瓷原料銓常規陶甕制品生芹方法制造陶瓷端共板、陶瓷迸出管口、帶迸出

管口的陶瓷端共板、大管口陶瓷端共板、大管口陶瓷套接端共板、多孔陶瓷套接

接共、革孔陶瓷套接接共，統林力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附件，其表面夏合黑瓷居或

不夏合黑瓷侯，或用有帆材料、金厲材料制造大尺寸中空陶驚板附件，將若千多

孔陶瓷板、半通孔陶瓷板、通孔陶繞板勻大尺寸中空陶驚板附件宋用肢接或套接

的方法相連接枸成大尺寸中空陶甕板臥列，繳列內部是連通的，形成一茶通道，

完成肢接的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繳列，用于太陀能利用肘，底部和四周被保溫材料

包圃，此吋匝及肘蓋上透明蓋板，不要通水，使其在陌光空晒溫度下，肢粘剎自

行完成固化迪程，或將若干封口陶甕板的迸出管口用耐老化的軟廈管、不誘側箍

相達接枸成大尺寸中空陶瓷板扒列。

7、利用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組合而成的陶鯊太胭板集熟器，其特征在于 以

擁注、模匝、曠涂、粘鈷、杭械縮合等方法將具有一定強度、厚度的保溫隔熟材

料牢固的皓合在陶繞太拖板的底部和四周側面，側面的保溫隔熱材料高于陶瓷太

阻板的集熟面，在陶瓷太陌板芮端接口她的保溫隔熟材料中予留丙板之岡連接管

和固定件的位置和遵接肘的操作空阿，形成陶驚大阻板集熱盒，在集熱盒項部覆

蓋透明蓋板即成力陶瓷太阻板集熱器，陶瓷太陀板集熱器上的保溫隔熱材料是羊

一品神，或是多品神夏合，勻此相同，將保溫隔熱材料拮合在陶瓷太陌板城列的

底部和四周側面，側面的保溫材料高于陶繞太隅板的集熱面，碩部覆蓋透明蓋板

即成力陶瓷太阻板集熟器剔列。

8、利用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狙合而成的陶繞太陌能房項和陶瓷太陌能埔面，



其特征在于 將陶甕太陌板集熱器扒列或陶降太陌板集熟器接口刺接口以連接管

相達接形成叛列，整弄的排放在覆蓋防水屋的房項鈷枸尾上，安裝上下氾集管和

水箱，透明蓋板之同的接縫上涂夏防水材料，同隔一定距萬安裝 型材板，即枸

成陶瓷太陌能房項，陶甕太陌板集熱器底部的保溫居同肘也是房碩的保溫居，兩
5 者共用保溫屠，透明蓋板既是集熟器的透光、保溫、防水屋也是房項的上防水尾，

夏天太阻能房項芹生的熱水升功吸收式空稠，力建筑致冷，冬天將陶甕太陌能房

碩中的水放掉，陌光加熟陶瓷太陌板集熱器中的空乞，將熱空乞鋒迂水箱中的螺

旋管泵入建筑物力房岡提供曖勺井加熱水箱中的水，春、夏、秋、冬，陶繞太阻

能房項都可以提供熱水，將陶甕太陌能房頓安裝在埔面上即枸成陶瓷太陌能埔

10 面。

叭 利用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組合而成的陶瓷太陌能凡道岌屯裝實，其特征在

于，將陶瓷太阻板集熱器執列分組安裝在向陌山坡和山坡下的坡地上，上下左右

分組，每組分若千緻列，陶瓷太陌板集熟器釗列中的太陌板上下首尾相通，下口

占迸凡管相通，上口占熱凡支道相通，迸凡管勻熟凡支道均勻水乎面成一定傾角，

乞流方向由下向上，迸凡管下口敞升，上口封閉，熱凡支道下口封岡，上口勻息

凡道相通，空乞爪迸凡管下口迸入在集熱器中被陌光加熱向上鋒熱凡支道迸入思

凡道，伙忠風道上口排出，迸凡管迸口她形成灸庄，忘凡道出口她形成正庄，在

迸八管邀口她和忠凡道出口她安裝室勺渦輪帆，空勺在底力差下形成乞流，摧功

渴乾帶劫岌屯帆岌屯，或者去掉迸凡管，在熱凡支道和息凡道內逐級安裝空乞涓

? 掩帆。

10、利用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組合而成的陶瓷太陌能集熱切熱水友屯裝置，

其特征在于 在向阻山坡上或相咐乎坦的荒沸、荒地、沙漠建造陶瓷太阻能集熱

坊熱水友屯裝置，向陌坡面勻水平面夾角接近舀地篩度，力 5 55 度，將相肘乎

坦的地面修整力南北城斷面力鋸茵形的向陌坡面，用大型升洶枕順奈西方向挖

? 淘，形成淘的向陌坡面，將挖出的土、石、沙堆稠在洶的向陌坡面一側的地面上，

堆成堆稠物坡面，洶的坡面和堆秧物的坡面共同枸成陶瓷太阻能集熱切的向陌坡

面，在挖相卻的淘肘，洶的背陌坡面萬升前一荼洶的堆秧物一段距萬，中河形成

一荼水乎通道，將坡頓、坡面、洶底整乎、秀宴、加固，沿坡碩敷投上水管即出

水管，萬洶底釣 100 50 敷投水乎下水管即迸水管，在上、下水管之同安裝



陶瓷太阻板集熱器揪列，執列上口勻上水管達通，下口勻下水管達通，陌光加熱

陶瓷太陌板中的水，熱水沿出水管迸入熱水罐，熱水罐中的熟水迸入岌咆裝置將

熟能特化力劫能做功岌啦后迸入冷水罐，或熱水罐中的熟水迸入聚光型高溫太陌

能裝置被迸一步加熟成力更高溫度的熟水、汽水混合物、高溫高庄蒸汽迸入岌喧

裝置投屯后迸入冷水罐，冷水罐中溫度較低的水迸入陶甕太陌板集熱器扒列申再

吹被太陌能加熱。

1 1、利用大尺寸中室陶甕板組合而成的陶甕近虹外輻射板，其特征在于

將大尺寸多孔陶瓷板通孔內穿入常挪屯岌熟休，在側面和背面覆蓋耐高溫元帆保

溫隔熱材料，則形成陶瓷述扛外輻射板，或在大管口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執列中通

入高溫勺流在其兩側和背面覆蓋上迷保溫隔熱材料，則形成大尺寸中空陶驚近紅

外輻射板臥列，兩者的黑甕面力近缸外輻射面，用于隔歇式的近扛外于燥妒和連

壞式的近紅外干燥隧道。

12、大尺寸中空陶瓷板作力陶甕建筑暖乞散熱板，其特征在于 將大尺寸封

口掏甕板或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執列的迸出口改造力勻建筑暖乞系統的接口相一

致，通入熟水或蒸汽，則成力大尺寸陶甕建筑曖乞散熟板 。



鋒修改的杖利要求
回阮局收到日 2 7 年9 月 9 日 ( 9 .09.2007)

1．大尺寸中空陶璨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陶繞板以普通陶瓷原料鋒常規陶甕

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其空拼制析拼制方法成型，鋒加工成力多孔、半通

孔、通孔、封口中空陶瓷板素胚，以提帆尾渣和 或其他富含第四周期池渡金厲元素的工並陵

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泣渡金厲元素的天然征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泣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甕黑色看色剎加入或不加入普通陶繞原料磨制成泥漿，將泥漿覆蓋在上述中空陶登板素

胚表面，鋒干燥、燒制成力的黑瓷夏合陶甕板或立休岡狀黑禽夏合陶瓷板 或以除提帆尾渣

以外的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此痠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池渡金厲元素的天然

屬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荊勻普通陶甕原料鋒常棚

陶驚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寞空拼制帆拼制方法成型，鋒加工、干燥、燒

制成力多孔、半通孔、通孔、封口的均辰陶瓷板，大尺寸中空陶瓷板是指上迷黑瓷夏合陶瓷

板、立休岡狀黑瓷夏合陶瓷板、均廈陶甕板及上述多孔、半通孔、通孔、封口陶甕板。

2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黑繞夏

合陶瓷板是以普通陶瓷原料鋒常棚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其空拼制帆

拼制方法拼出成型力多孔陶瓷板素胚，笙加工使通孔在兩端或一端她互相達通，成力兩端通

孔相達的通孔陶驚板素胚和一端通孔相達的半通孔陶甕板素拯，在通孔陶瓷板素拯兩端用陶

驚泥漿粘接同神材厥的具有迸出口的端共板素胚成力封口陶駕板素胚，以提帆尾渣和 或其他

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此痰渣和 或天然盯物和 或化合物和 或陶甕黑色看色剎加

入或不加入普通陶瓷原料磨制成黑色泥漿，將此黑色泥漿覆蓋在多孔陶驚板素胚、通孔陶瓷

板素胚、半通孔陶瓷板素胚、封口陶瓷板素胚表面，努千燥、燒成，即得到基伸是普通掏甕，

表面是黑色陶瓷侯的大尺寸多孔、通孔、半通孔、封口黑瓷夏合陶瓷板。

3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立休阿

狀黑瓷夏合陶瓷板是用常棚千燥的方法使上迷中空陶瓷板素胚成力充分干燥的素胚，以提帆

尾渣和 或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血痰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天

然征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荊和 或佳統陶瓷黑色

看色荊加入或不加入普通陶繞原料磨制成泥漿，以庄縮空乞將泥漿噴涂在千燥的中空陶甕板

素胚表面上，采用羊支噴椅或多支噴椎礙涂，控制庄縮空乞的汪力、流量和泥漿的比例使初

期勻干燥的陶繞板素胚表面相接勉的霎滴由于干燥素拯的快速吸水和霉滴的表面張力形成具

有一定強度、相肘千燥、粘附于素胚板表面的泥粒，后鍥噴落的賽滴首先遇到迭些具有一定

吸混能力的突出于表面的泥粒，粘附在泥粒上，依吹堆稠成柱狀、尖塔狀、立壁狀、蜂寓狀、

多孔狀的非均勻、不達鏤、被吸混而具有一定強度的霎滴泥料堆秧休，舀汶些立休堆秧伸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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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高度失去吸混能力前停止曖霉，伙而在中空陶甕素胚板表面得到立休例狀黑甕的素胚

居，將此具有立休阿狀黑繞素胚居的中空陶繞素胚板努干燥后越行高溫燒制，控制燒成溫度

和肘間使立休阿狀黑甕素胚居勻中室陶繞板素胚同吋燒拮力立休阿狀黑瓷居和瓷反中空陶瓷

板基休，高溫燒拮使立休阿狀黑瓷尾占甕廈中空陶瓷板基你燒拮夏合力一休，成力立休阿狀

黑甕夏合陶瓷板，噴涂肘噴柚以一定角度占中空陶驚板素胚表面作相吋這劫，卑恰噴除肘，

革椅在素胚板表面上方作棚則性移功拒描，使這功速度、泥漿噴出速度勻素胚吸混速度相肘

匝，碗保霎滴堆秘佈始燊具有相匝的吸混能力，使粘附在堆秧休上的霉滴中的大量水分通池

相肘千燥的堆秧休估遊至干燥的素胚中，使新粘附的霎滴迅速失去部分水分而具有一定形狀

和強度，不要使霎滴聚力流劫的泥漿伙而使堆秩物倒塌成力乎面侯，多掩噴涂肘，中空陶登

板素胚在噴柚下方這劫，使遇劫速度、噬椎間隔距萬占泥漿噴出速度和素胚吸混速度相利匝，
以迭到上逃 目的，碉整泥漿配方和水分決定泥漿中顆粒之同的內聚力，控制匝縮空乞的匝力、

流量和泥漿的比例決定噴出霉滴的速度和大小，霎滴是泥漿勻空乞的混合物是中空的泥漿球，

粘附在堆秧物上肘，失去部分水分而硬化成中室硬亮，部分球休破碎，形成立休阿狀多孔的

堆秧休，泥漿的配方、內聚力、失去水分的速度決定堆秧休的乎均直往和高度，堆稠休高度

力 0．1 3 毫米，堆秧休中充滿的毛細孔是干燥素胚吸收水分肘造成的水分這劫通道，燒成肘

形成微細孔穴，燒成后堆秧佈的每一介立柱、尖塔、立壁、蜂寓壁上布滿孔穴，孔往力 0．
50 微米，立休阿狀黑甕尾呈黑色。

4、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驚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均辰陶

瓷板是以除提帆尾渣以外的其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工並度渣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

迪渡金厲元素的天然盯物和 或富含第四周期迂渡金厲元素的化合物和 或陶瓷黑色看色荊占

普通陶瓷原料鋒常棚陶瓷原料她理方法制成泥料，采用多孔模具由寞空拼制帆拼制方法拼出

成型力多孔陶瓷板素胚，鋒加工使通孔在兩端或一端她互相連通，成力兩端通孔相達的通孔

板和一端通孔相達的半通孔板素胚，在通孔板素拯丙端用陶瓷泥漿粘接同神材辰的具有迸出

口的端共板素胚成力封口陶瓷板素胚，鋒干燥、燒成，即得到整休力黑色或深色的各神大尺

寸中空均廈陶瓷板 。

5、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組合而成的大尺寸申空陶瓷板臥列，其特征在于 將根掘杖利要

求 1 4 中任一砸所迷方法得到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遵接成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圳列，其達接部

件及連接方式力 以普通陶驚原料鋒常棚陶繞制品生芒方法制造陶甕端共板、陶甕迸出管口、

帶迸出管口的陶甕端共板、大管口陶繞端共板、大管口陶甕套接端共板、多孔陶甕套接接共、

革孔陶繞套接接共，統林力大尺寸中空陶甕板附件，其表面夏合黑驚屋或不夏合黑降居，或

用有杭材料、金厲材料制造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附件，將若干多孔陶瓷板、半通孔陶甕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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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陶瓷板占大尺寸中空陶瓷板附件采用有肌或元杭材料肢接或套接的方法相連接枸成大尺寸

申空陶凳板臥列，臥列內部是遵通的，形成一荼通道，完成肢接的大尺寸申空陶甕板臥列，

用于太叩能利用肘，底部和四周被保溫材料包園，此吋匝及吋蓋上透明蓋板，不要通水，使

其在阻光空晒溫度下，肢粘剎自行完成固化迂程，或將若千封口陶甕板的迸出管口相達接枸

成大尺寸中空陶繞板圳列。

6、陶瓷通孔板肢結而成的肢鈷型封口陶瓷板，其特征在于 將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帶迸

出管口的陶瓷端共板用有帆或元帆肢粘剎粘鈷在根据杖利要求 4 中任一頤所迷方法得到的

通孔陶瓷板的兩端成力肢鈷型封口掏繞板。

7、利用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組合而成的陶繞太陌板集熱器和陶繞太陌板集熱器扒列，其

特征在于 以澆注、模匝、噴涂、粘結、帆械鈷合方法將具有一定強度、厚度的保溫隔熱材

料牢固的鈷合在根掘杖利要求 4 中任一碩所迷方法得到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的底部和四周

側面，側面的保溫隔熱材料高于大尺寸申空陶瓷板的表面，形成陶驚太陌板集熱盒，在集熟

盒項部覆蓋透明蓋板即成力陶登太陌板集熱器，陶瓷太阻板集熱器上的保溫隔熟材料是革一

品神或是多品神夏合，將陶際太陌板集熱器圳向串睽即枸成陶畿太陌板集熱器臥列，丐此相

吼 將保溫隔熟材料拮合在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瓷板圳列的底部和四周側面，側

面的保溫材料高于圳列的表面，項部覆蓋透明蓋板也成力陶瓷太陌板集熱器執列。

8 、用陶瓷太陌板集熱器執列組成的陶瓷太陌能房項和陶甕太阻能埔面，其特征在于

將叔利要求 7 所迷的陶瓷太阻板集熟器圳列整弄的排放在覆蓋防水屋的向陌房項拮枸屢上，

安裝上下屬集管和水箱，透明蓋板之岡的接縫上涂夏防水材料，間隔一定距萬安裝 型材板，

即枸成陶鶯太阻能房頓，陶瓷太阻板集熟器或圳列底部的保溫居同肘也是房預的保溫屋，丙

者共用保溫居，透明蓋板既是集熟器的透光、保溫、防水屋也是房預的上防水尾，夏天太阻

能房預芒生的熟水兀劫吸收式空稠，力建筑致冷，冬天將陶瓷太阻能房攻中的水放掉，陌光

加熟陶繞太陌板集熟器圳列中的空乞，將熱空乞泵入房同或鋒迂水箱中的螺旋管泵入建筑物

力房回提供暖乞井加熟水箱中的水，春、夏、秋、冬，陶甕太陌能房項都可以提供熟水，依

照上述安裝陶瓷太阻能房項的方法將陶瓷太陌板集熟器圳列安裝在暗面上即枸成陶瓷太陌能

9、用陶甕太阻板集熟器臥列坦成的陶繞太陌能凡道友屯裝置，其特征在于 將杖利要

求 7 所迷的陶燈太陌板集熟器圳列分狙安裝在向陌山坡和山坡下的坡地上，上下左右分組，

每坦分若千圳列，陶瓷太阻板集熟器臥列中的太陌板上下首尾相通，下口勻迸凡管相通，上

口勻熟凡支道相通，迸凡管勻熟凡支道均勻水平面成一定傾角，乞流方向由下向上，迸凡管

下口敞兀，上口封嗣，熟凡支道下口封岡，上口占忌凡道相通，空乞爪迸凡管下口迸入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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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器申被陀光加熱向上鋒熟風支道迸入忠凡道，爪息風道上口排出，迸凡管迸口她形成血匝，

忠凡道出口她形成正庄，在迸凡管迸口她和思凡道出口她安裝空代渦掩帆，室乞在匝力差下

形成乞流，推劫湘幹帶劫友屯杭岌屯，或者去掉迸凡管，在熱凡支道和息凡道內逐級安裝空

乞渦輪帆。

10、用陶瓷太陌板集熟器釧列狙成的陶驚太陌能集熟切熟水岌屯裝置，其特征在于 在

向陌山坡上或相肘平坦的荒雕、荒地、沙漠建造陶甕太陌能集熱坊熱水友喧裝置，將相肘平

坦的地面修整力南北臥斷面力据茵形的向陌坡面，用大型升洶析順奈西方向挖洶，形成淘的

向陀坡面，將挖出的土、石、沙堆秧在洶的向陌坡面一側的地面上，堆成堆稠物坡面，淘的

坡面和堆秧物的坡面共同枸成陶瓷太陌能集熱切的向陌坡面，在挖相卻的洶吋，洶的背陌坡

面萬升前一集洶的堆秧物一段距萬，中同形成一集水乎通道，將坡預、坡面、洶底整平、秀

粟、加固，沿坡預敷役上水管即出水管，洶底敷投下水管即迸水管，在上、下水管之岡安裝

杖利要求 7 所迷的陶繞太陌板集熱器臥列，執列上口占上水管連通，下口勻下水管連通，阻

光加熱陶瓷太陌板中的水，熱水沿出水管迸入熱水罐，熱水罐中的熟水越入友屯裝置將熱能

特化力功能做功友屯后迸入冷水罐，或熱水罐中的熟水迸入聚光型高溫太陌能裝置被迸一步

加熱成力更高溫度的熱水、汽水混合物、高溫高匝蒸汽迸入岌屯裝置投屯后迸入冷水罐，冷

水罐中溫度較低的水迸入陶瓷太阻板集熱器臥列中再吹被太陌能加熱。

1 1、利用大尺寸中空陶瓷板組合而成的陶瓷近扛外輻射板，其特征在于 將根据杖利要

求 1 4 中任一項所述方法得到的大尺寸多孔陶瓷板通孔內穿入常規屯岌熱伸，在側面和背面

覆蓋耐高溫元帆保溫隔熱材料，則形成陶瓷迂紅外輻射板，或在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大尺寸中

空陶瓷板臥列中通入高溫乞流在其兩側和背面覆蓋上述保溫隔熟材料，則形成大尺寸中空陶

鴛近乳外輻射板城列，兩者的黑橙面力近扛外輻射面，用于阿歇式的近扛外干燥妒和達鏤式

的近狂外干燥隧道。

12、大尺寸中空陶甕板作力陶瓷建筑暖乞散熱板，其特征在于 將根掘杖利要求 1 4 中

任一頤所迷方法得到的大尺寸封口陶瓷板或杖利要求 所迷的大尺寸中空陶繞板釧列的迸出

口改造力勻建筑暖乞系統的接口相一致，通入熟水或蒸汽，則成力陶瓷建筑暖弓散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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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E"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 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s taken alone
"L"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 (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O"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 "docu 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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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No. II Observations here certain claims ere found unsearchable (Continuation of item 2 of first shee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respect of certain claims under Article 17(2)(a)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 Claims Nos.:
because they relate to subject matter not required to be searched by this Authority namely:

2. □ Claims Nos.:
because they relate to pa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at do not comply with the prescribed requirement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no meaningful international 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specifically:

3. Claims Nos.:
because they are dependent claims and are not dra 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cond and third sentences of Rule 6.4(a).

Box No. Ill Observations here unity of invention is lacking (Continuation of item 3 of first shee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found multiple inventions i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as follows:

claim 1 relates to a method for making ceramic large-size hollow plate; claim 5 relates to a cementation seal ceramic plate; claim 6
relates to a large-size hollow ceramic plate array; claim 7 relates to a ceramic plate for solar heat collector; claim 8 relates to a roof and
wall with ceramic plate for solar heat collector; claim 9 relates to a generator with ceramic wind pipe for solar collector; claim 10 relates
to a heat water generator with ceramic plate for solar collector; claim 11 relates to a ceramic plate for far infrared radiation; claim 12
relates to a radiator with ceramic plate for construction. The common technical feature among the independent claims, i.e. a large-size
hollow ceramic plate, has been disclosed in the prior art, so the above independent claims are not linked by 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

1. As all required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timely paid by the applican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covers all searchable
claims.

2. As all searchable claims could be searched without effort justifying an additional fees, this Authority did not invite payment
of any additional fee.

3. As only some of the required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timely paid by the applican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covers
only those claims for which fees were paid, specifically claims Nos.:

4. No required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timely paid by the applicant. Consequently,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s

restricted to the invention first mentioned in the claims; it is covered by claims Nos.:

1-4

Remark on protest The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applicant's protest and, where applicable, the
payment of a protest fee.

The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applicant's protest but the applicable protest fee
was not paid within the tim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invitation.

No protest accompanied the payment of additional search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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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 852793A 25.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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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86104078A 23.12.1987 None

CN1071656A 05.05.1993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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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申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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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題的分癸
參兄附加頁

按照回阮寺利分癸表(IPC)或者同吋按照回家分癸和 IPC 兩神分癸

B．粒索領域

栓索的最低限度文獻 (棕明分業系統和分癸弓)

IPC: C04B38/00;B28B3/20,3/00;B28B 19/00

包含在粒索領域中的除最低限度文獻 外的栓索文獻

在匡阮栓索吋查岡的屯子致掘倖 (教掘倖的名林，和使用的栓索伺 (如使用 ) )

EPODOC,WPI,PAJ,CNPAT,CNKI: 陶瓷板 中空，泥料 漿，胚 涂尾 夏合 黑，第四周期，迂渡金扁

ceramic plate, hollow, slurry, coat 十
． ．，black ，fourth period ，period IV, transition metal

C．相夫文件

癸 型* 引用文件 必要肘，指明相夫段落 相夫的杖利要求

Y CN1775711A (山本省科孚院新材料研究所 ) 24．5 月 1006 (24.05.2006) 稅 1-2, 4

明弔第 4 頁第 19 行至第 5 頁第 6行

Y WO2005028170Al( 日本磚子株式全杜)31 ．3 月 2005 (31.03.2005) 稅明弔 1-2, 4

第 2 頁第 15 行至第 3 頁第 8 行

A CN86102966A (山恭省新材料研究所) 04.11 月 1987 (04.11.1987) 全文 1-4

A CN86104078A (山系省新材料研究所 ) 23.12 月 1987 (23.12.1987) 全文 1-4

A CN1071656A (李鴻令) 05.05 月 1993 (05.05.1993) 全文 1-4

A US5695700A (Sumitomo 屯于工並有限公司) 09.12 月 1997 (09.12.1997) 1-4

全文

D 其余文件在 C 桂的笙頁中列出。 兄同族寺利附件。

引用文件的具休癸型 "T" 在申清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 占申清不相抵舢 但力了
"A" 臥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碗有技木—般狀悉的文件 理解友明之理扮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 " 在固阮申清日的 后公布的在先荊 吉利 "X" 特別相芙的文件 羊狙考崗核文件 臥定要求保押的
"L" 可能肘仇先杖要求枸成杯疑的文件 或力硝定另一篇 岌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舀核文件勻另一篇或者多篇核癸文件

用的文件 錯合井且迭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昆而易凡吋，
" " 涉及口央公升、使用、展跪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扣的岌明不具有刨造性

公布日先于囤阮申清日但退于所要求的仇先杖日的文件 "&" 同族寺利的文件

固阮粒索安阮完成的日期 囤阮檢索扳告郎寄日期
12.8 月 2007 (12.08.2007) 30.8 月 2007 (30.08.2007)

受杖官貝
中莘人 共和因因家知洪芒杖局(ISA/CN)
中固北京市海綻匡莿何析西土城路 6 骨 100088 刀仁輝
估其骨 (86-10)6201945 1 咆活弓硝 86-10) 6208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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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柱 芙干某些杖利要求不能作力栓素主題的意兄(接第 1夷第 2 碗 )

按集釣 17(2)(a)咐某些杖利要求未作匡阮栓索扳告的理由如下

1．D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不要求本匡阮愉索革位迸行粒索的主題，即

2．D 杖利要求 :

因力它們涉及到囤阮申清中不符合規定的要求的部分， 致不能迸行任何有意叉的囤阮粒索

具休地拼

3．□ 杖利要求

因力它仙是伙厲杖利要求 非且沒有按照細則 6．4(a)第 2 旬和第 3 旬的要求撰丐。

第III 桂 芙于缺芝役明草 - 性肘的意兄(接第 i 夷第 3 碩 )

本囤阮粒索車位在核回阮申清中岌現多項友明，即

杖利要求 1 力大尺寸中空陶甕板的制造方法 杖利要求 5 力肢鈷型封口陶瓷板 ; 杖利要求 6 力大尺寸申空陶瓷板臥列 i 杖

利要求 7 力陶甕太陌板集熟器 杖利要求 8力陶凳太陌能房頂和塘面 杖利要求 9 力陶僥太陌能風道炭屯裝置 ; 杖利要求 10

力陶瓷太陌能集熟切熟水友屯裝置 杖利要求 11 力陶瓷近紅外擂射板 i 杖利要求 12 力陶甕建筑暖乞散熟板 。迭些狙立杖利要

求之同共同的技木特征 大尺寸申室陶甕板 已銓被現有技木公升 爪而不存在特定技木特征。

1．D 由于申情人按肘繳鈉了被要求繳鈉的全部附加粒索鍵 本回阮楠索扳告汁肘全部可作栓索的杖利要求。

2．D 由于元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費的旁功即能肘全部可栓索的杖利要求迸行栓索 本囤阮栓索革位未
通知繳鈉任何附加蘋 。

3．D 由于申清人仗按吋繳鈉了部分被要求繳鈉的附加栓索韻，本因阮粒索扳告仗涉及己繳韻的那些杖利要求
具休地協，是杖利要求

4．囚 申清人未按吋繳鈉被要求的附加槍索韻 。 因此 本因阮粒索扳告仗涉及杖利要求中首吹提及的友明

包含咳友明的杖利要求是
1-4

芙千昇汶的魄明 : D 申清人繳鈉了附加粒索費，同吋提交了昇汶福 繳鈉了昇汶樊 。

D 申清人繳鈉了附加粒索韻，同吋提交了昇汲弔，但未繳鈉昇汶費。

D 繳鈉附加栓索費肘未提交昇伙祠。

PCT/ISA/210 表(第 1 頁的壞頁(2)) (20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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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同族寺利的信息

檢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寺利 公布日期
寺利文件

CN1775711A 24.05.2006

O2005028170A1 31.03.2005 EP1666220A1 07.06.2006

US2006214337 A 1 28.09.2006

JP2005514122T 30.11.2006

CNl 852793A 25.10.2006

CN86102966A 04.11.1987

CN86104078A 23.12.1987

CN1071656A 05.05.1993

US5695700A 09.12.1997 WO9427929A1 08.12.1994

EP0653392A 17.05.1995

US5618765A 08.04.1997

JP2683452B2 26．1 1．1997

SG46414A 20.02.1998

K 0136298B 25.04.1998

DE69413926D 19．1 1．1998

JP7500470T 01.0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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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B3/20 (2006.0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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