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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

自生釉骨瓷及其制备工艺，包括以重量百分比计

的如下原料：取自沙漠的沙粒：50%~60%；叶腊石：

10%~20%；紫木节：8%~15%；煤矸石：10%~18%；镁基

膨润土：2%~4%；钾长石：4%~8%；钠长石：4%~8%；锂

辉石：2%~5%；硅酸锆：3%~5%；硅灰石：4%~6%；所述

骨质瓷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配方配料、球

磨、过筛、除铁、压滤、第一次练泥、第二次练泥以

及定型烧成；本发明制得的自生釉骨瓷具有较好

韧性和较高的强度，热稳定性良好，适用于急冷

急热的环境中，同时具有较佳辐射率和宽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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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其特征在于：自生釉瓷泥料组分及重量百

分比为：取自沙漠的沙粒：45％～55％；叶腊石：8％～10％；紫木节：6％～8％；煤矸石：10％

～13％；镁基膨润土：2％～4％；钾长石：4％～8％；钠长石：3％～6％；微米级锂辉石：1％～

3％；硅酸锆：2％～4％；硅灰石：4％～6％；

所述自生釉瓷泥料中化学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SiO2：60％～70％；Al2O3：16％～20％；

CaO：2.5％～4.5％；ZrO2：3.5％～5.0％；Na2O+K2O：2.6％～4.6％；Fe2O3：1.2％～2.5％；

MgO：2.8％～3.8％；Li2O：0.8％～1.5％；TiO2：0.5％～1.0％；P2O5：0.1％～0.2％；

上述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的制备工艺，工艺流程依次为按配方配料、球

磨、过筛、除铁、压滤、第一次练泥、第二次练泥、定型烧成，自生釉瓷泥料在1200℃～1300℃

高温中一次煅烧成自生釉瓷，其一次烧成的烧制过程如下：

(1)常温～200℃，慢速升温2～3h至200℃，在氧气气氛中进行烧制，升温速率为1～1.5

℃/min；

(2)200℃～900℃，提高升温速度，保持升温速率为8～10℃/min；

(3)900℃～1200℃，降低升温速率防止自生釉瓷开裂，升温速率为3～5℃/min；

(4)在1200℃～1300℃范围内保温3～6h，在此温度区间内通入氮气，营造氮气气氛，促

进自生釉瓷晶相稳定形成；

(5)1300℃～600℃，高温快速冷却阶段，降温速率为16～18℃/min；

(6)自然冷却至100℃以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其特征在于：所述取自

沙漠的沙粒需要与水混合后经过超声波清洗去除沉淀在沙漠沙粒表面的硅质鳞片和硅质

薄膜。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紫木

节需要依次经过捣浆、磁选和漂白的工艺流程进行预处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次练泥和第二次练泥中调整泥料的pH为7～8呈弱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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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远红外自生釉瓷及其制

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陶瓷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采用不同的原料和不同的工艺制作陶瓷，陶瓷出

现了许多新的种类，骨瓷和远红外陶瓷就是其中较为热门的两个种类。骨瓷是一种公认的

高档瓷，德化玉瓷就是骨瓷中的一类显著代表，主要以动物骨灰为主要原料，加入一定量的

高岭土、石英、长石等制成的软质瓷器，具有瓷质细腻、白度高、透明度高、釉面光润、机械强

度高等优点，但是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和利用，矿石日益贫乏，龙岩高岭土矿储量大幅下

降，开采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若要维持骨瓷的质量和产量，采用能够替代矿物资源的的新原

料是未来骨瓷发展的研究方向。上世纪80年代高辐射红外陶瓷材料在国外得到蓬勃发展，

日本高岛广夫、高田弘一等人采用Fe3O4、MnO2、CuO、CoO等过渡金属氧化物为原料，制成法向

全波段辐射率大于0.90的高辐射红外陶瓷材料；美国ParkerHolding公司在其申请的专利

文献中称，采用了AB2O4型无机化合物作为红外辐射材料组成，其中A主要由Mg、Zn、Mn、Ni、Co

等构成，B主要为Al、Cr、Mn、Fe等。远红外陶瓷经20多种无机化合物及微量金属或特定的天

然矿石分别以不同的比例烧结而成，其生产对非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较大。对优质资源的

过分利用，加速了资源的过快枯竭，增加了远红外陶瓷的生产成本。

[0003] 沙漠占据陆地面积的10％，我国沙化土地面积17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近1/

5。目前，利用沙漠最主要的途径在于发展光复产业和现代农业，而将沙漠中的沙粒引入到

传统陶瓷业中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能够减少矿产资源开采量，降低陶瓷工业的

能耗，满足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同时促进陶瓷业的发展与改革。沙漠沙粒

中轻矿物含量很高，一般在90％以上，轻矿物主要成分是石英、长石和方解石，可替代陶瓷

生产原料中的石英和长石等材料，可将利用沙漠的砂粒替代矿物资源的方案引入到沙漠地

区提供一条新的治沙防沙道路。

[0004] 申请号为201410210975.7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铁尾矿远红外陶瓷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具体公开的陶瓷材料主要由铁尾矿35～75％、黏土1～9％、二氧化硅11～25％、碳

酸钙11～25％和氧化铝2～6％构成，各组分之和为100％，同时以铁尾矿、黏土、二氧化硅、

硅酸钙和氧化铝为原料，经过球磨、过筛、配料、搅拌、干燥、混合、干压成型和烧结后制得铁

尾矿远红外陶瓷材料。该发明充分利用了铁尾矿，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制得远红外陶瓷材

料易脆、韧性差且辐射波段较窄。申请号为201410211126.3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含有稀

土的铁尾矿远红外陶瓷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具体公开的陶瓷材料主要由铁尾矿35～75％、

黏土1～7％、二氧化硅6～25％、碳酸钙6～25％、氧化铝2～7％和稀土1～9％构成，各组分

之和为100％，同时以铁尾矿、黏土、二氧化硅、硅酸钙和氧化铝为主要原料，并以稀土为添

加剂，主要经球磨、过筛、配料、搅拌、干燥、混合、干压成型和烧结工艺后制得含稀土的铁尾

矿远红外陶瓷材料。该发明不仅充分利用了铁尾矿同时能够提高陶瓷的远红外发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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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高发射率的远红外线，但是制得的远红外陶瓷材料韧性强度较差、热稳定型差、无法适

用于急冷急热的环境。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远红外自生釉瓷

及其制备工艺，在自生釉瓷泥料中引入沙漠沙粒替代高岭土矿和石英矿，能够制得具有较

好韧性和较高的强度的自生釉瓷，热稳定型良好，适用于急冷急热的环境中，同时具有较佳

的宽频谱和辐射率。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自生釉瓷泥料组分及重量百分比为：取

自沙漠的沙粒：45％～55％；叶腊石：8％～10％；紫木节：6％～8％；煤矸石：10％～13％；镁

基膨润土：2％～4％；钾长石：4％～8％；钠长石：3％～6％；微米级锂辉石：1％～3％；硅酸

锆：2％～4％；硅灰石：4％～6％。

[0008] 其中，所述自生釉瓷泥料中化学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SiO2：60％～70％；Al2O3：

15％～20％；CaO：2.0％～4.5％；ZrO2：3.5％～5.0％；Na2O+K2O：2.6％～4.6％；Fe2O3：1.2％

～2.0％；MgO：2.8％～3.8％；LiO2：0.8％～1.5％；TiO2：0.5％～1.0％；P2O5：0.05％～

0.2％。

[0009] 其中，所述取自沙漠的沙粒需要与水混合后经过超声波清洗去除沉淀在沙漠沙粒

表面的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

[0010] 其中，所述紫木节需要依次经过捣浆、磁选和漂白的工艺流程进行预处理。

[0011] 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的制备工艺，工艺流程依次为按配方配

料、球磨、过筛、除铁、压滤、第一次练泥、第二次练泥、定型烧成；所述自生釉瓷泥料在1200

℃～1300℃高温中一次煅烧成自生釉瓷，其一次烧成的烧制过程如下：

[0012] (1)常温～200℃，慢速升温2～3h至200℃，在氧气气氛中进行烧制，升温速率为1

～1.5℃/min；

[0013] (2)200℃～900℃，提高升温速度，保持升温速率为8～10℃/min；

[0014] (3)900℃～1200℃，降低升温速率防止自生釉瓷开裂，升温速率为3～5℃/min；

[0015] (4)在1200℃～1300℃范围内保温3～6h，在此温度区间内通入氮气，营造氮气气

氛，促进自生釉瓷晶相稳定形成；

[0016] (5)1300℃～600℃，高温快速冷却阶段，降温速率为16～18℃/min；

[0017] (6)自然冷却至100℃以下。

[0018] 其中，所述第一次练泥和第二次练泥中调整泥料的pH为7～8呈弱碱性；因为泥料

中含有紫木节，紫木节含有较多的炭质腐殖质，腐殖质与碱液作用能发生水解形成保护胶

体，有助于泥料成型性能改善。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中在自生釉瓷坯料中引入沙粒替代部分德化玉瓷坯料中的黏土、石英和

长石等原料，其中沙粒所占比例高达50％～60％可替代黏土矿物的使用；沙粒含有90％以

上的石英、长石和方解石等轻矿物，可与自生釉瓷坯料中SiO2、CaO、Al2O3、Na2O、K2O等成分进

行替代，其中，德化玉瓷的黏土原料大多来自于龙岩高岭土，利用沙粒替代了全部的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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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降低了高岭土矿和羟基磷灰石的使用，节省了矿物资源的开采成本，也大大降低了矿物

资源利用，减少了矿物资源的开采与浪费，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实现了对沙漠的充分利

用，是一种全新的治沙思路和方案，符合生态保护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趋势。

[0021] 2、本发明制得的远红外自生釉自生釉瓷具有较好韧性和较高的强度，断裂韧性大

于12MPa·m1/2，釉面强度大于580kg ,f/mm2，抗弯曲强度在450‑460MPa之间，均满足陶瓷高

韧高强的要求，且热稳定性良好，在‑20℃～180℃的区间内交换多次自生釉瓷未出现裂纹，

适用于急冷急热的环境中，同时在5‑20μm处能保持较高的红外辐射率。

[0022] 2、本发明中将自生釉瓷坯料和釉料混合为一体，在烧制过程中实现自生釉，无需

“施釉”工序，保证釉料均匀，防止成品自生釉瓷表面出现釉薄、釉纹、滚釉以及釉脏的缺陷。

同时，采用一次烧成工艺比传统自生釉瓷生产工艺流程所用工序减少约一半，无需“抛光”

工序，减少了粉尘排放；无需“水洗”工序，减少了水资源消耗；无需大量升温、降温和干燥工

序，节省了能源，降低了能耗和“三废”排放。

[0023] 3、本发明中叶腊石、紫木节和煤矸石中的主要成分均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铝，但是

三种原料中氧化铝的晶相和结构均不同，在高温煅烧的条件下不同晶相的氧化铝之间通过

原位复合技术相当于成为彼此的外加增韧晶相，无需引入另外的增强剂或晶种，三种氧化

铝晶种能够相互渗透生长成晶粒长径比大、晶须均匀分布的晶片增强体，且三种氧化铝晶

粒虽然形状各异，但相容性较好，彼此交错相连形成三维网状分布，进而增强了自生釉瓷的

韧性和强度，同时三种原料自身增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基体相和增韧相在物理或化学上

的不相容性，保证了基体相和增韧相的热力学稳定性，进而提高了自生釉瓷的热稳定性。

[0024] 4、本发明中在自生釉瓷泥料中加入了镁基膨润土，镁基膨润土中含有Mg2+，能与

Fe2+反应生成Mg·FeO的固溶体，与TiO2反应生成MgO·TiO2，Fe
2+和TiO2就能够沉淀下来，可

减弱铁、钛对自生釉瓷白度的不良影响，同时镁基膨润土引入的Mg2+具有乳浊作用，也有利

于提高自生釉瓷坯体白度；同时添加不同颜料制成彩色自生釉瓷时能够提高颜色的纯净

度。

[0025] 5、本发明中加入了硅灰石粉、硅酸锆和锂辉石，其中，硅酸锆化学稳定性好，不受

自生釉瓷烧成气氛的影响，且能显著改善自生釉瓷的坯釉分离性能，提高自生釉瓷釉面硬

度；同时硅酸锆在自生釉瓷高温煅烧后形成斜锆石，从而在陶瓷釉料中能起到增白作用，是

因其在陶瓷烧成后构成斜锆石等，对入射光波构成散射，到达乳浊、增白的效果；锂辉石可

以使自生釉瓷能够经受急冷急热的环境变化，保证良好的热稳定性；硅灰石粉可以大幅度

降低烧成温度，缩短烧成时间，大量节约燃料，明显降低产品成本；同时提高产品的机械性

能、减少产品的裂缝和翘曲、增加釉面光泽、提高胚体强度，进而提高产品的合格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自生釉瓷泥料组分及重量百分比为：取

自沙漠的沙粒50％；叶腊石10％；紫木节8％；煤矸石10％；镁基膨润土2％；钾长石6％；钠长

石3％；微米级锂辉石3％；硅酸锆2％；硅灰石6％。

[0029] 优选的，所述自生釉瓷泥料中化学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SiO2：60％；Al2O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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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4.5％；ZrO2：5.0％；Na2O+K2O：4.6％；Fe2O3：1.2％；MgO：2.8％；LiO2：0.8％；TiO2：

1.0％；P2O5：0.1％。

[0030] 优选的，上述自生釉瓷泥料制备自生釉瓷的工艺流程依次为按配方配料，将50％

取自沙漠的沙粒、10％的叶腊石、8％的紫木节、10％的煤矸石、2％的镁基膨润土、6％的钾

长石、3％的钠长石、3％的微米级锂辉石、2％的硅酸锆以及6％的纳米硅灰石放入球磨机中

进行混合研磨，其中料：球：水为1:1.5:0.5，制得混合均匀的泥料；接着，混合均匀的泥料依

次过筛、除铁、压滤、第一次练泥、第二次练泥以及定型烧成过程，最终泥料能过350目筛。

[0031] 优选的，所述取自沙漠的沙粒需要与水溶液混合后经过超声波清洗去除沉淀在沙

漠沙粒表面的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沙漠的沙子经过长时间的风化，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

等硅质沉淀层在沙粒表面广泛存在，会改变沙粒的物质吸附能欧和电荷携带能力。

[0032] 优选的，所述紫木节需要依次经过捣浆、磁选和漂白的工艺流程进行预处理。

[0033] 其中，所述第一次练泥和第二次练泥中调整泥料的pH为7呈弱碱性；因为泥料中含

有紫木节，紫木节含有较多的炭质腐殖质，腐殖质与碱液作用能发生水解形成保护胶体，有

助于泥料成型性能改善。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自生釉瓷泥料组分及重量百分比为：取

自沙漠的沙粒55％；叶腊石8％；紫木节6％；煤矸石11％；镁基膨润土3％；钾长石4％；钠长

石4％；微米级锂辉石1％；硅酸锆4％；硅灰石4％。

[0036] 优选的，所述自生釉瓷泥料中化学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SiO2：65％；Al2O3：18％；

CaO：3％；ZrO2：4％；Na2O+K2O：3.2％；Fe2O3：1.8％；MgO：3.2％；LiO2：1％；TiO2：0.75％；P2O5：

0.05％。

[0037] 优选的，上述自生釉瓷泥料制备自生釉瓷的工艺流程依次为按配方配料，将55％

取自沙漠的沙粒、8％的叶腊石、6％的紫木节、11％的煤矸石、3％的镁基膨润土、4％的钾长

石、4％的钠长石、1％的微米级锂辉石、4％的硅酸锆以及4％的纳米硅灰石球磨机中进行混

合研磨，其中料：球：水为1:1.5:0 .5，制得混合均匀的泥料；接着，混合均匀的泥料经过过

筛、除铁、压滤、第一次练泥、第二次练泥以及定型烧成过程，最终泥料能过350目筛。

[0038] 优选的，所述取自沙漠的沙粒需要与水混合后经过超声波清洗去除沉淀在沙漠沙

粒表面的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沙漠的沙子经过长时间的风化，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等硅

质沉淀层在沙粒表面广泛存在，会改变沙粒的物质吸附能欧和电荷携带能力。

[0039] 优选的，所述紫木节需要依次经过捣浆、磁选和漂白的工艺流程进行预处理。

[0040] 优选的，所述第一次练泥和第二次练泥中调整泥料的pH为8呈弱碱性；因为泥料中

含有紫木节，紫木节含有较多的炭质腐殖质，腐殖质与碱液作用能发生水解形成保护胶体，

有助于泥料成型性能改善。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远红外自生釉瓷，自生釉瓷泥料组分及重量百分比为：取

自沙漠的沙粒45％；叶腊石9％；紫木节7％；煤矸石13％；镁基膨润土4％；钾长石8％；钠长

石4％；微米级锂辉石2％；硅酸锆3％；硅灰石5％。

[0043] 优选的，所述自生釉瓷泥料中化学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SiO2：70％；Al2O3：15％；

CaO：2.0％；ZrO2：3.5％；Na2O+K2O：2.6％；Fe2O3：2.0％；MgO：3.5％；LiO2：0.8％；T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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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P2O5：0.1％。

[0044] 优选的，上述自生釉瓷泥料制备自生釉瓷的工艺流程依次为按配方配料，将45％

取自沙漠的沙粒、9％的叶腊石、7％的紫木节、13％的煤矸石、4％的镁基膨润土、8％的钾长

石、4％的钠长石、2％的微米级锂辉石、3％的硅酸锆以及5％的纳米硅灰石放入球磨机中进

行混合研磨，其中料：球：水为1:1.5:0.5，制得混合均匀的泥料；接着，混合均匀的泥料经过

过筛、除铁、压滤、第一次练泥、第二次练泥以及定型烧成过程，最终泥料能过350目筛。

[0045] 优选的，所述取自沙漠的沙粒需要与水混合后经过超声波清洗去除沉淀在沙漠沙

粒表面的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沙漠的沙子经过长时间的风化，硅质鳞片和硅质薄膜等硅

质沉淀层在沙粒表面广泛存在，会改变沙粒的物质吸附能欧和电荷携带能力。

[0046] 优选的，所述紫木节需要依次经过捣浆、磁选和漂白的工艺流程进行预处理。

[0047] 优选的，所述第一次练泥和第二次练泥中调整泥料的pH为8呈弱碱性；因为泥料中

含有紫木节，紫木节含有较多的炭质腐殖质，腐殖质与碱液作用能发生水解形成保护胶体，

有助于泥料成型性能改善。

[0048] 按照上述实施1‑3的原料配比制成的自生釉瓷泥料在1200℃～1300℃高温中一次

煅烧成自生釉瓷，其一次烧成的过程如下：

[0049] (1)常温～200℃，慢速升温2～3h至200℃，在氧气气氛中进行烧制，升温速率为1

～1.5℃/min；慢速升温以防止成型坯体开裂，脱去成型坯体中的游离水和泥料表面的结合

水，泥料稳步进入脱水干燥和固结的阶段；

[0050] (2)200℃～800℃，提高升温速度，保持升温速率为8～10℃/min；在此温度期间自

生釉瓷泥料中叶腊石中的羟基不断脱去，紫木节、煤矸石和镁基膨润土中的有机杂质和腐

殖质在高温状态下逐渐分解、自生釉瓷泥料在此温度区间烧制固结；同时在此温度区间，随

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叶腊石中铁的赋存状态也在不断变化，在高温氧化的条件下，因环境中

的氧原子沿空位向叶腊石的晶体内扩散，并导致晶格中杂质铁离子价态与能级发生改变，

叶腊石粉体逐渐转变为雪白色，增加泥料的白度，同时叶腊石晶型开始发生转变为偏叶腊

石、不定形SiO2和方石英；

[0051] (3)800℃～1200℃，升温速率为3～5℃/min，进行自生釉瓷泥料的烧结收缩成型

过程；在此温度区间自生釉瓷泥料中的叶腊石、紫木节和煤矸石逐渐发生反正晶相转变和

晶种生长，三种原料中不同晶相的氧化铝之间发生原位复合反应，是相变增韧的关键时期，

此时降低升温速率能够防止自生釉瓷开裂；

[0052] (4)在1200℃～1300℃范围内保温3～6h，在此温度区间内通入氮气，营造氮气气

氛，避免外界气体的干扰，同时延长保温时间，共同促进自生釉瓷泥料内部形成的三维网状

晶相结构逐渐趋于稳定，进而提高自生釉瓷成型后的韧性；

[0053] (5)1300℃～600℃，高温快速冷却阶段，降温速率为16～18℃/min；在此温度区间

需要急冷，防止成型自生釉瓷中含有的低价铁元素又重新被氧化成高价铁使得自生釉瓷泛

黄，成色不透；

[0054] (6)自然冷却至100℃以下。

[0055] 对比实施例1：

[0056] 一种高韧高强远红外陶瓷材料，陶瓷组份按质量百分数计算为：SiC增韧晶须5％；

纳米ZrO2(2Y)先驱体15％；以及作为骨架材料的MgO所占比例为15％；余量为纳米α‑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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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纳米ZrO2(2Y)为掺杂包覆2％稀土钇的氧化锆先驱体；所述MgO为亚微米级粉体，粒度

为0.1‑1μm；所述α‑Al2O3纯度为99％以上纳米氧化铝粉体，粒度为50‑200nm；所述SiC晶须的

长度为200‑500μm。

[0057] 对比实施例2

[0058] 一种含稀土的铁尾矿远红外陶瓷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0059] A、将铁尾矿放入球磨机中球磨30min，球磨后，过350目筛，获得铁尾矿粉体；

[0060] B、取重量35％的步骤A得到的铁尾矿粉体，再添加重量7％的粘土、25％的二氧化

硅、25％的碳酸钙、7％的氧化铝和1％的硝酸镧，以及上述原料重量15％的水，混合并持续

搅拌30min；

[0061] C、将步骤B中的混合物于100℃条件下，烘干1h；

[0062] D、将步骤C中烘干后的混料经球磨混合60min后，过120目筛；

[0063] E、将步骤D中的混料在成型压力为30MPa，保压1.5min的条件下，压制成型，制得陶

瓷坯体，然后将坯体放入烧结炉中烧结，最终制得含稀土的铁尾矿远红外陶瓷材料。

[0064] 高利用沙漠材料的自生釉瓷的性能测试：

[0065] 表1为法向全发射率测试结果

[0066] 检验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实施例1 对比实施例2

法向全辐射率 0.88 0.90 0.91 0.80 0.85

[0067]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制得的自生釉瓷即使经过高于800℃的条件加工后，红外辐射

率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在5‑20μm处的红外辐射率平局可达到0.90以上。

[0068] 表2综合力学性能测试结果

[0069]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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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制得自生釉瓷的强度和韧性可达到对比实施例1制得的高强

度高韧性的标准，同时吸水率小，透光度好，提高了自生釉瓷的热稳定性和急冷急热状态变

化下的稳定性，若需要添加颜料制成彩色的自生釉瓷，其白度高就能够提高彩色自生釉瓷

的颜色的纯净度。

[0072] 综上所述，本发明制得自生釉瓷红外辐射率平均可达到0.90以上，同时具有较好

的力学性能，较好的热稳定型，较高的白度和透光度。

[007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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