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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陶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及

其制作工艺。该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

用陶瓷，包括高硬度釉面层，所述高硬度釉面层

的原料采用长石、石英、锂瓷石、骨粉、氧化铝、碳

酸钡、锌、碳酸锆、改性石墨烯。本发明提供的引

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所烧制的

高硬度釉面细腻通透，透光性强，彩面润泽光亮，

白度大于90°；根据与传统骨质瓷进行相同的耐

磨损试验后进行对比，本提高釉面的耐磨损性

能；改性石墨烯的添加，有利于减小骨质瓷釉面

的磨损体积，提高高光泽釉面的耐磨损性能，对

推动日用陶瓷产品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

具有积极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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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包括陶瓷坯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

置于陶瓷坯体外的高硬度釉面层，所述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25－35份、石

英10－20份、锂瓷石10－20份、骨粉5－12份、氧化铝3－10份、碳酸钡1－3份、锌5－15份、碳

酸锆1－4份、改性石墨烯0.5－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改

性石墨烯为石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石

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比例为2：1－2：0.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陶

瓷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骨粉35－45份、高岭土20－30份、石英10－15份、氧化铝5－10份、

钙长石5－10份、石英5－10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高

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32份、石英18份、锂瓷石13份、骨粉9份、氧化铝9份、碳

酸钡2份、锌12份、碳酸锆3份、改性石墨烯2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高

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28份、石英16份、锂瓷石18份、骨粉11份、氧化铝7份、碳

酸钡2份、锌14份、碳酸锆3份、改性石墨烯1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其特征在于，所

述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34份、石英13份、锂瓷石16份、骨粉6份、氧化铝8

份、碳酸钡3份、锌15份、碳酸锆2份、改性石墨烯3份。

8.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的制作工艺，制作要求1－4任意一项所

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制坯，制备陶瓷坯体，将制好的陶瓷坯体修坯成型，成型后的坯体经750－810℃

素烧后获得素坯；

步骤2，制釉，制备高硬度釉时，按高硬度釉的原料的重量份称取长石、石英、锂瓷石、骨

粉、氧化铝、碳酸钡、锌、碳酸锆加入湿球磨机中进行球磨3－4小时，将改性石墨烯加入浆料

中，继续搅拌4－5小时；

步骤3，施釉，在坯体干燥后，在陶瓷素坯表面施高硬度釉，釉浆厚度为0.8－1.0mm；

步骤4，烧成，等待坯体干燥后将含釉坯体放入窑炉中，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1300－

1310℃，获得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中制釉前，先制备改性石墨烯，其步骤如下：将石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

铝称重混合后获得石墨烯混合物，将石墨烯混合物在110－120℃的温度下煅烧30－40分

钟，将煅烧后的石墨烯混合物加入球磨机中研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的制作工艺，其特征

在于：步骤4中的烧成控制如下：将陶瓷坯体放入隧道窑中，

预热段：经1－2小时由常温升至800℃；

升温段：窑炉继续升温，经过2－3小时升温至1000±10℃；

保温阶段：窑炉在1－2小时内升温至烧成温度，到达烧成温度后保温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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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段：窑炉经过0.5－1小时降温至800±10℃；

二次升温：窑炉经过20－40分钟升温至1000±10℃；

冷却：窑炉经过3－5小时冷却至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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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陶瓷制造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

用陶瓷及其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釉是一种硅酸盐，陶瓷器上所施的釉一般以石英、长石、粘土为原料，经研磨、加水

调制后，涂敷于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的焙烧而熔融，温度下降时，形成陶瓷表面的玻璃质

薄层，可使陶瓷器增加机械强度、热稳定性、介电强度和防止液体、气体的侵蚀，还能增加瓷

器美观，便于洗拭，不被尘土粘染等作用。日用陶瓷中，在刷洗过程中经常容易磕碰，要求餐

具的釉面需要具有较好的耐磨性，高品质的日用陶瓷对光泽度、亮度、透光性的要求高，但

釉面却容易刮花、磨损。

[0003] 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以sp2杂化轨道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二维碳纳米材

料，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近两年随着石墨烯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加入陶

瓷原料中提高陶瓷的性能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因此如果能够利用石墨烯的性能，在不影响

日用陶瓷釉面光泽度强、亮度高、透光性好的要求高特性的情况下提高釉面的硬度，对提升

日用陶瓷的品质和生产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

陶瓷及其制作工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

面日用陶瓷，包括陶瓷坯体，还包括设置于陶瓷坯体外的高硬度釉面层，所述高硬度釉面层

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25－35份、石英10－20份、锂瓷石10－20份、骨粉5－12份、氧化铝

3－10份、碳酸钡1－3份、锌5－15份、碳酸锆1－4份、改性石墨烯0.5－3份。

[0006] 进一步的，改性石墨烯为石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混合物。

[0007] 进一步的，石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比例为2：1－2：0.5－1。

[0008] 进一步的，陶瓷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骨粉35－45份、高岭土20－30份、石英10－

15份、氧化铝5－10份、钙长石5－10份、石英5－10份。

[0009] 进一步的，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32份、石英18份、锂瓷石13份、骨

粉9份、氧化铝9份、碳酸钡2份、锌12份、碳酸锆3份、改性石墨烯2份。

[0010] 进一步的，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28份、石英16份、锂瓷石18份、骨

粉11份、氧化铝7份、碳酸钡2份、锌14份、碳酸锆3份、改性石墨烯1份。

[0011] 进一步的，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34份、石英13份、锂瓷石16份、骨

粉6份、氧化铝8份、碳酸钡3份、锌15份、碳酸锆2份、改性石墨烯3份。

[0012]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的制作工艺，上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

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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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1，制坯，制备陶瓷坯体，将制好的陶瓷坯体修坯成型，成型后的坯体经750－

810℃素烧后获得素坯；

[0014] 步骤2，制釉，制备高硬度釉时，按高硬度釉的原料的重量份称取长石、石英、锂瓷

石、骨粉、氧化铝、碳酸钡、锌、碳酸锆加入湿球磨机中进行球磨3－4小时，将改性石墨烯加

入浆料中，继续搅拌4－5小时；

[0015] 步骤3，施釉，在坯体干燥后，在陶瓷素坯表面施高硬度釉，釉浆厚度为0 .8－

1.0mm；

[0016] 步骤4，烧成，等待坯体干燥后将含釉坯体放入窑炉中，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

1300－1310℃，获得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

[0017] 进一步的，步骤2中制釉前，先制备改性石墨烯，其步骤如下：将石墨烯、氧化镁和

三氧化二铝称重混合后获得石墨烯混合物，将石墨烯混合物在110－120℃的温度下煅烧

30－40分钟，将煅烧后的石墨烯混合物加入球磨机中研磨。

[0018] 进一步的，步骤4中的烧成控制如下：将陶瓷坯体放入隧道窑中，预热段：经1－2小

时由常温升至800℃；升温段：窑炉继续升温，经过2－3小时升温至1000±10℃；保温阶段：

窑炉在1－2小时内升温至烧成温度，到达烧成温度后保温1－2小时；降温段：窑炉经过

0.5－1小时降温至800±10℃；二次升温：窑炉经过20－40分钟升温至1000±10℃；冷却：窑

炉经过3－5小时冷却至常温。

[0019] 本发明提供的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选用了骨质含量高的坯

体，同时选用了添加改性石墨烯的高硬度釉，其中骨质含量高的坯体和添加改性石墨烯的

高硬度釉二者结合紧密，形成的瓷质效果好，所烧制的高硬度釉面细腻通透，透光性强，彩

面润泽光亮，白度大于90°；根据与传统骨质瓷进行相同的耐磨损试验后进行对比，本提高

釉面的耐磨损性能；改性石墨烯的添加，有利于减小骨质瓷釉面的磨损体积，提高高光泽釉

面的耐磨损性能，对推动日用陶瓷产品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1]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包括陶瓷坯体，还包括设置于陶瓷

坯体外的高硬度釉面层，所述

[0022] 陶瓷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骨粉35－45份、高岭土20－30份、石英10－15份、氧化

铝5－10份、钙长石5－10份、石英5－10份；

[0023] 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25－35份、石英10－20份、锂瓷石10－20

份、骨粉5－12份、氧化铝3－10份、碳酸钡1－3份、锌5－15份、碳酸锆1－4份、改性石墨烯

0.5－3份，其中改性石墨烯为石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混合物，其混合的比例为2：

1－2：0.5－1。

[0024] 该种高硬度釉面层中含有大量的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钙，其中石英作为氧化硅

的主要成分来源，在自然界中氧化钙的来源不多，所以选择骨粉作为氧化钙的来源，氧化铝

则直接采用提纯后的氧化铝，所烧制的高硬度釉面细腻通透，透光性强，彩面润泽光亮，白

度大于90°。

[0025] 具体实施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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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包括陶瓷坯体，还包括设置于陶瓷

坯体外的高硬度釉面层，所述

[0027] 陶瓷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骨粉36份、高岭土29份、石英12份、氧化铝8份、钙长石9

份、石英6份；所述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32份、石英18份、锂瓷石13份、骨粉

9份、氧化铝9份、碳酸钡2份、锌12份、碳酸锆3份、改性石墨烯2份，其中改性石墨烯为石墨

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混合物，其混合的比例为2：1：0.8。

[0028] 具体实施例二：

[0029]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包括陶瓷坯体，还包括设置于陶瓷

坯体外的高硬度釉面层，所述陶瓷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骨粉38份、高岭土26份、石英12份、

氧化铝9份、钙长石8份、石英7份；

[0030] 所述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28份、石英16份、锂瓷石18份、骨粉11

份、氧化铝7份、碳酸钡2份、锌14份、碳酸锆3份、改性石墨烯1份，其中改性石墨烯为石墨烯、

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混合物，其混合的比例为2：22：0.5。

[0031] 具体实施例三：

[0032]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包括陶瓷坯体，还包括设置于陶瓷

坯体外的高硬度釉面层，所述陶瓷坯体的原料组分如下：骨粉42份、高岭土22份、石英13份、

氧化铝8份、钙长石6份、石英9份；

[0033] 所述高硬度釉面层的原料重量份如下：长石34份、石英13份、锂瓷石16份、骨粉6

份、氧化铝8份、碳酸钡3份、锌15份、碳酸锆2份、改性石墨烯3份，其中改性石墨烯为石墨烯、

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的混合物，其混合的比例为2：1.5：0.5。

[0034] 一种引入石墨烯制备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的制作工艺，上述的引入石墨烯制备

的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具体步骤如下：

[0035] 步骤1，制坯，制备陶瓷坯体，将制好的陶瓷坯体修坯成型，成型后的坯体经750－

810℃素烧后获得素坯；

[0036] 步骤2，制釉，

[0037] 制釉前，先制备改性石墨烯，其步骤如下：将石墨烯、氧化镁和三氧化二铝称重混

合后获得石墨烯混合物，将石墨烯混合物在110－120℃的温度下煅烧30－40分钟，将煅烧

后的石墨烯混合物加入球磨机中研磨；

[0038] 制备高硬度釉时，按高硬度釉的原料的重量份称取长石、石英、锂瓷石、骨粉、氧化

铝、碳酸钡、锌、碳酸锆加入湿球磨机中进行球磨3－4小时，将改性石墨烯加入浆料中，继续

搅拌4－5小时；

[0039] 步骤3，施釉，在坯体干燥后，在陶瓷素坯表面施高硬度釉，釉浆厚度为0 .8－

1.0mm；

[0040] 步骤4，烧成，等待坯体干燥后将含釉坯体放入窑炉中，烧制成型，烧成温度为

1300－1310℃，获得高硬度釉面日用陶瓷，步骤4中的烧成控制如下：将陶瓷坯体放入隧道

窑中，预热段：经1－2小时由常温升至800℃；升温段：窑炉继续升温，经过2－3小时升温至

1000±10℃；保温阶段：窑炉在1－2小时内升温至烧成温度，到达烧成温度后保温1－2小

时；降温段：窑炉经过0.5－1小时降温至800±10℃；二次升温：窑炉经过20－40分钟升温至

1000±10℃；冷却：窑炉经过3－5小时冷却至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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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提供一种添加改性石墨烯的高硬度釉日用陶瓷，选用了骨质含量高的坯

体，同时选用了添加改性石墨烯的高硬度釉，其中骨质含量高的坯体和添加改性石墨烯的

高硬度釉二者结合紧密，形成的瓷质效果好，所烧制的高硬度釉面细腻通透，透光性强，彩

面润泽光亮，白度大于90°；根据与传统骨质瓷进行相同的耐磨损试验后进行对比，本发明

提供的添加改性石墨烯的高硬度釉日用陶瓷的表面仅有细小的磨屑，无明显的划痕或者脱

落，磨损现象明显减轻；这主要是因为改性后的石墨烯的层片平面尺度为微米尺度，在摩擦

磨损过程中，改性石墨烯由于内部片层的单独滑动可以有效干预磨屑产生，减少釉面的材

料脱落，提高釉面的耐磨损性能；改性石墨烯的添加，有利于减小骨质瓷釉面的磨损体积，

提高高光泽釉面的耐磨损性能，但是耐磨损性能的提高与改性石墨烯含量并不成正比，需

要综合考虑成本因素和耐磨损性能改善效果，改性石墨烯含量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其改

性石墨烯中的混合物及其含量也应该选择适当，本申请的该种高硬度釉面为了保证釉面的

光亮程度，原料中加入了大量的靠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钙，改性石墨烯含量优选的为

0.5－3份。

[0042]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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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