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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温快烧亚光釉料，该釉

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成分：玻璃粉100-

120份，化工原料75-105份；二者混匀后加水研磨

为200-400目的粉末，其中，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

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组分：聚乙二醇:20-25份、

氢氧化铝:10-15份、滑石粉:7-10份、磷酸钙:6-9

份、氧化钙:6-9份、萤石:18-23份、氯化亚锡:9-

12份。本发明研发的免烧亚光釉料，不仅较原有

工艺大幅降低了能源和资源消耗，且所得产品烧

制的亚光度、针孔、跳釉和釉面桔皮均符合国家

产品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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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温快烧亚光釉料，其特征在于：该釉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由如下组分构成：玻

璃粉100-120份，化工原料90份；二者混匀后加水研磨为200-400目的粉末；

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由如下组分构成：聚乙二醇:  25份、氢氧化铝:11份、

滑石粉:8份、磷酸钙:7份、氧化钙:  9份、萤石:20份、氯化亚锡: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快烧亚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粉为利用回收废旧

玻璃净化后粉碎研磨制备的玻璃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快烧亚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

玻璃。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快烧亚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旧玻璃采用高硼硅玻

璃。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快烧亚光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

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组合物，其中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重量份数比为2:1。

6.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快烧亚光釉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含如下步

骤：

A、利用回收废旧玻璃净化后粉碎研磨制备玻璃粉，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玻璃与

高硼硅玻璃的组合物，其中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重量份数比为2:1，备用；

B、按比例称取化工原料，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由如下组分构成：聚乙二醇: 

25份、氢氧化铝:11份、滑石粉:8份、磷酸钙:7份、氧化钙:  9份、萤石:20份、氯化亚锡:10份；

混匀备用；

C、将步骤A所得玻璃粉100-120重量份与步骤B所得化工原料90重量份加水60-80重量

份充分混匀，球磨研磨，过筛，控制产品粒度为200-400目，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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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快烧亚光釉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配方釉料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节能型亚光釉料产品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瓷釉是覆盖在陶瓷制品上的一层薄层玻璃态物质。目前市场上的釉料是熔块釉，

传统的熔块釉制备工艺是先烧制熔块，生成的熔块再与可塑性粘土混合细磨，即：原料粉

碎-混合-加热融化-淬火-添加物料-球磨-釉料。该生产工艺步骤多，在制备熔块的过程中

需要消耗大量的热能，北方的热能主要是靠燃烧煤炭产生，这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而

且燃烧煤炭产生的灰尘和二氧化碳会严重污染环境。

[0003] 传统工艺将原料高温制成熔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釉料用的很多原料如果不

制成熔块釉，在烧结的时候由于烧失量大可能影响釉料膨胀系数和出现针孔等；2）有些原

料溶于水或带有碱性，如不制成熔块，可能影响釉浆性能，  如硼砂，氧化锌等；3）有些原料

含碳酸根等，熔块烧制过程可把二氧化碳等提前排出从而不影响釉面平整度，如碳酸钾，碳

酸钾，硼砂等；4）制成熔块后容易控制研磨时间和细度，更易于控制釉浆性能。现在国内生

产的釉料都是采用传统工艺制备的熔块釉，该工艺成熟，能够生产多种釉料，包括透明熔块

釉、亚光熔块釉、含铅熔块釉和无铅熔块釉等。但是传统生产工艺也存在很多弊端，如工艺

步骤多，在制备熔块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热能，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尤其在北

方，热能主要是靠燃烧煤炭产生，这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而且燃烧煤炭产生的灰尘和

二氧化碳会严重污染环境。

[0004] 随着传统能源的日益紧张，国家对工业生产节能降耗的大力提倡，改变釉料的传

统生产工艺成为陶瓷行业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技术方针。陶瓷釉料的

烧成在整个陶瓷生产能耗中占据着很大比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目前采取的方法有两大

类：1）降低瓷釉的烧成温度，常见的方法是调整瓷釉配方、增加熔剂的种类、选用新型低温

快烧原料以及采用纳米粉体作为原料，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烧成温度，但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免烧釉料的研制，该工艺目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研究过程中遇到

两大难题：①免烧釉料原料的选择，迄今为止未能成功选择适合于工业化生产的原料；②粒

度控制，粒度过大，不能满足产品质量要求，粒度过小，消耗大量的机械能。随着传统能源的

日益紧张，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工业生产节能降耗的大力提倡，改变釉料的生产工艺成为

陶瓷行业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技术方针。

[0005]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以回收的废旧玻璃为主要原料，向其中加入化工原料，

并精确调整各物料的使用量，控制其研磨粒度，不经加热融化，直接将混合物料粉磨制成免

烧亚光釉料；将制备的釉料进行球磨淋釉试烧，根据烧制结果筛选出最佳的釉料配方。该工

艺与传统工艺相比较，不仅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节能减排等优点，还将废旧玻璃回收利

用，符合《“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发展方向，具有

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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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种种不足，提供一种低温快烧亚光釉

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低温快烧亚光釉料，该釉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成分：玻璃粉100-120

份，化工原料75-105份；二者混匀后加水研磨为200-400目的粉末。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该釉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成分：玻璃

粉100份，化工原料90份；二者混匀后加水研磨为320目的粉末。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组

分：聚乙二醇:20-25份、氢氧化铝:10-15份、滑石粉:7-10份、磷酸钙:6-9份、氧化钙:  6-9

份、萤石:18-23份、氯化亚锡:9-12份。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组

分：聚乙二醇:  25份、氢氧化铝:11份、滑石粉:8份、磷酸钙:7份、氧化钙:  9份、萤石:20份、

氯化亚锡:10份。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玻璃粉为利用回收废旧玻璃净化后粉碎研

磨制备的玻璃粉。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玻璃。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废旧玻璃采用高硼硅玻璃。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

的组合物，其中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重量份数比为2:1。

[0016] 上述节能免烧透明釉料的制备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0017] A、利用回收废旧玻璃净化后粉碎研磨制备玻璃粉，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玻

璃与高硼硅玻璃的组合物，其中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重量份数比为2:1，备用；

[0018] B、按比例称取化工原料，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组分：聚乙二

醇:20-25份、氢氧化铝:10-15份、滑石粉:7-10份、磷酸钙:6-9份、氧化钙:  6-9份、萤石:18-

23份、氯化亚锡:9-12份；混匀备用；

[0019] C、将步骤A所得玻璃粉100-120重量份与步骤B所得化工原料75-105重量份加水

60-80重量份充分混匀，球磨研磨，过筛，控制产品粒度为200-400目，即得。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在技术指标上，本发明制备的免烧亚光釉料，通过烧制实验验证，烧制墙砖釉面的

亚光度、针孔、跳釉和釉面桔皮均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要求。

[0022] 在经济指标上，本发明以回收废旧玻璃为主要原料，不经过加热熔融直接通过粉

碎制得釉料，不仅节约了原料成本，也节约了燃料成本，新工艺的生产成本为传统工艺的

50%-60%。

[0023] 在社会效益指标上，本发明的釉料能够显著降低能耗，无灰尘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节能减排，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和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摆脱对于传统天然原材料的依赖性，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降低成本增产创收，增加财政收入，还可提高当地就业率。

[0024] 在成果指标上，以回收废旧玻璃为主要原料，通过免烧的方法制备釉料的生产工

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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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综上，本课题以回收废旧玻璃代替熔块，向其中加入化工原料，并精确调整各物料

的使用量，不经加热融化即可直接将混合物料粉磨制成釉料，该工艺与传统工艺相比较，不

仅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节能减排等优点，还将废旧玻璃回收利用，符合《“十二五”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发展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实施例详细说明了本发明。本发明所使用的各种原料及各项设备均为常规市

售产品，均能够通过市场购买直接获得。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低温快烧亚光釉料，该釉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成分：玻璃粉100份，

化工原料90份；二者混匀后加水65份研磨为320目的粉末；其中，玻璃粉为利用回收废旧玻

璃净化后粉碎研磨制备的玻璃粉，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组合物，其

中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重量份数比为2:1；其中，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

如下组分：聚乙二醇:  25份、氢氧化铝:11份、滑石粉:8份、磷酸钙:7份、氧化钙:  9份、萤石:

20份、氯化亚锡:10份。

[0029] 实施例2

[0030] 低温快烧亚光釉料的制备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0031] A、利用回收废旧玻璃净化后粉碎研磨制备玻璃粉，所述废旧玻璃采用普通平板玻

璃与高硼硅玻璃的组合物，其中普通平板玻璃与高硼硅玻璃的重量份数比为2:1，备用；

[0032] B、按比例称取化工原料，所述化工原料按重量份数比计算包含如下组分：聚乙二

醇:  25份、氢氧化铝:11份、滑石粉:8份、磷酸钙:7份、氧化钙:  9份、萤石:20份、氯化亚锡:

10份；混匀备用；

[0033] C、将步骤A所得玻璃粉100重量份与步骤B所得化工原料90重量份加水65重量份充

分混匀，球磨研磨，过筛，控制产品粒度为320目，即得。

[0034] 实施例3

[0035] 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经电炉试烧及进一步的球磨淋釉试烧显示，物料的选择

及釉料的粒度这两项关键技术指标，对于釉料的熔融状态及釉料与坯体的结合程度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尤其是物料的选择及配比，还会对烧制釉面的亚光度、针孔、跳釉和釉面桔皮

等技术指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发明的物料配比及粒度选择为本发明的核心技术方案

及本发明有益效果的重要基础。相关的对比试验及数据如下所示。

[0036] 表1. 不同配方釉料的性能

[0037] 玻璃粉 聚乙二

醇

氢氧化铝 滑石粉 磷酸钙 氧化钙 萤石 氯化亚锡 二氧化锰 烧制效果

100 9 16 12 5 1 9 5 3 光泽暗淡，平整度稍差，局部缩釉，无气泡、针孔等

现象、有龟裂、桔釉

100 9.5 13 12.5 5 9 11 4.5 2.5 光泽暗淡，平整度稍差，局部缩釉，无气泡、针孔、桔

釉等现象、有龟裂、桔釉

100 12 12 13.5 5.5 8 13 4 2 光泽暗淡，平整度较好，局部缩釉，有气泡、针孔现

象，无桔釉、龟裂现象

100 18 11 15 5.5 7 15 3.5 1.5 亚光效果稍差，平整度较好，釉面粗糙，有气泡、针

孔现象，无桔釉、龟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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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3.5 11.5 16 6 6 18 3 1 亚光效果稍差，平整度较好，釉面略粗糙，无气泡、

针孔、桔釉、龟裂等现象

100 25 12 13 6 5 15 3.5 0 亚光效果差，平整度较好，釉面有气泡、龟裂现象

100 25 11 8 7 9 20 10 0 亚光效果好，平整度较好，釉面细腻，无气泡、针孔、

桔釉、龟裂等现象（实施例1的优选配方）

[0038] 与此同时，粒度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参见表2所示测验结果，当粒度达到

320目左右时，继续提高目数不会对产品性能带来显著的改善，但是能耗却显著增加。

[0039] 表2. 不同粒度釉料的性能

[0040] 粉体粒度 200目 320目 400目

烧制效果 分散性稍差，熔融性稍差，与坯体结合略差 分散性好，熔融性好，与坯体结合好 分散性好，熔融性好，与坯体结合好，耗能大

[0041] 另外，玻璃粉的选择也会对产品性能产生实质的影响，如表3所示，选择平板2重量

份、高硼硅1重量份的玻璃粉配比，达到了比单纯高硼硅玻璃更好的效果。

[0042] 表3. 玻璃粉成分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0043] 成份 平板玻璃 高硼硅硅玻璃 平板/高硼硅(2:1)

烧制

效果

熔融性较差，与坯体结合不牢，亚光效

果稍差，局部缩釉，硬度好，易裂

熔融性好，与坯体结合牢，无龟裂，亚光效

果好，局部无缩釉，硬度较差，成本高

熔融性好，与坯体结合牢，无龟裂，亚光效果好，

局部无缩釉，硬度好，成本适中，降低耗能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研发的免烧亚光釉料，不仅较原有工艺大幅降低了能源和资源

消耗，且所得产品烧制的亚光度、针孔、跳釉和釉面桔皮均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要求。

[0045] 上述描述仅作为本发明可实施的技术方案提出，不作为对其技术方案本身的单一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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