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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2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0-023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鹏控股”）及控股子

公司、孙公司于近期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36 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

况如下： 

一、发明专利基本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1  
一种水龙头真空镀膜

装饰工艺 
CN201810372617.4 2018-04-24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东鹏洁具股

份有限公司 

2  

一种低温耐磨熔块、

使用其的耐磨釉料及

釉面砖 

CN202010341015.X 2020-04-2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3  

一种用于陶瓷砖的柔

性涂料及使用其的陶

瓷砖 

CN202010648852.7 2020-07-08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 

4  

一种单面料层的通体

透光砖的制备工艺及

其通体透光砖 

CN201810354426.5 2018-04-19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东华盛昌新

材料有限公司 

5  

一种卫生洁具半成品

修补用泥料及其制备

方法 

CN202010487071.4 2020-06-02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

公司 

6  
一种纳米硅无机涂层

的喷涂工艺 
CN201710399603.7 2017-05-31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东华盛昌新

材料有限公司 

7  一种窑炉缓冷带防裂 CN201810911638.9 2018-08-10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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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智能控制方法及系

统 

司 

8  
一种板状的瓷砖粘结

剂 
CN201810189692.7 2018-03-08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9  
一种立体感强的陶瓷

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 
CN202010491959.5 2020-06-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 

10  

一种可布料复杂图案

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

统 

CN202010491949.1 2020-06-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11  

一种施泥浆釉砖坯及

釉面光滑的瓷砖生产

方法 

CN201810578735.0 2018-06-0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卡普尔陶瓷

有限公司 

12  

一种除味釉料及使用

其的釉面砖的制备方

法 

CN202010422492.9 2020-05-19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 

13  

卫生陶瓷高压成型用

浆料及其制备方法和

高压成型方法 

CN201810295005.X 2018-03-30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东鹏卫浴

有限公司 

14  
一种布料线条精细的

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 
CN202010491979.2 2020-06-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15  

抗菌抑菌釉面砖的制

备方法及其纳米抗菌

液的制备方法 

CN202010764471.5 2020-08-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 

16  

适用于卫生陶瓷及日

用瓷的低成本无锆白

釉及其制备方法 

CN202010551392.6 2020-06-1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17  

具有金黄色纹理的卫

生陶瓷釉及其卫生陶

瓷制备方法 

CN202010695461.0 2020-07-20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18  

一种生态石真空压制

工艺及生态石的生产

工艺 

CN202010121919.1 2020-02-2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19  

一种孔洞料的制备方

法、仿大理石孔洞砖

及其制备方法 

CN201810330729.3 2018-04-13 

佛山东华盛昌新材料有

限公司、佛山市东鹏陶瓷

有限公司、广东东鹏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清远纳福

娜陶瓷有限公司 

20  
一种用于 3D 打印洁

具的陶瓷粉料及陶瓷
CN201810387319.2 2018-04-26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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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具生产工艺 限公司、佛山东鹏洁具股

份有限公司 

21  
一种板状瓷砖粘结剂

的制备方法 
CN201810189801.5 2018-03-08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22  

一种具有立体装饰效

果的陶瓷砖的生产系

统及工艺 

CN202010491978.8 2020-06-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23  
一种陶瓷砖装饰生产

系统 
CN202010491960.8 2020-06-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24  

一种可打印精细图案

的喷气式干粒打印生

产系统 

CN202010491977.3 2020-06-03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25  

高抗污能力 FFC 釉

料、FFC 卫生陶瓷及

其制备方法 

CN202010369840.0 2020-05-06 
江门市东鹏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 

26  
一种高耐磨性能抛釉

釉料及其制备方法 
CN202010432914.0 2020-05-21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

限公司 

27  一种生态石压制工艺 CN202010121957.7 2020-02-27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28  

星空蓝窑变釉及其制

备方法、及应用该釉

的卫生陶瓷 

CN202010287320.5 2020-04-14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29  

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

的制备方法及制备的

防滑防污釉面砖 

CN202010314270.5 2020-04-21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30  

防滑防污釉层结构、

使用其的釉面砖的制

备方法及釉面砖 

CN202010314295.5 2020-04-21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31  
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

及其制备方法 
CN202010314271.X 2020-04-21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32  
一种仿通体砖的制备

工艺 
CN201710729409.0 2017-08-23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清远纳福娜陶瓷

有限公司 

33  

一种防滑防污釉料、

其制备方法及使用其

的釉面砖 

CN202010314252.7 2020-04-21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34  

一种深红棕色且具金

属光泽的复古外墙砖

及其制备方法 

CN201710847471.X 2017-09-19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丰城市东鹏陶瓷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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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种瓷砖内部细线纹

理布料装置、数字化

布料系统及布料方法 

CN201711316342.4 2017-12-12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清远纳福娜陶瓷有限

公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36  
一种耐火瓷砖胶及其

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 
CN202010422400.7 2020-05-19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

司 

以上 36项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二、发明专利摘要 

1、“一种水龙头真空镀膜装饰工艺”，本发明包括如下步骤：(1)将水龙头坯

件的表面进行粗糙处理，并除油、清洗；(2)在经过表面处理的水龙头坯件的表

面喷涂一层底漆，固化；(3)通过真空镀在水龙头底漆表面形成金属镀膜装饰层；

(4)在步骤(3)获得的金属镀膜装饰层表面喷涂一层硬度和耐磨性能好的透明纳

米涂层，经热处理后制成成品。本发明获得水龙头的装饰色彩丰富多样、饱满炫

彩并且环保；并通过喷涂一层硬度和耐磨性能好的透明纳米涂层，形成有效的保

护层，改善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而且使装饰色彩更加饱满、绚丽和具有立体感。 

2、“一种低温耐磨熔块、使用其的耐磨釉料及釉面砖”，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低温耐磨熔块，所述低温耐磨熔块的原料包括硅灰石、白云石、高岭土、氧化铝

和强助熔剂，且原料中不含有长石；按照质量百分比，所述白云石的添加量大于

8%，所述硅灰石的添加量大于 20%，所述氧化铝的添加量小于 12%。本技术方案

提出的一种低温耐磨熔块，配方中避免了长石的引入，有利于提升低温耐磨熔块

的耐磨性能，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一种使用上述低温耐磨熔

块的耐磨釉料，其通过在低温耐磨熔块中析出钙长石、莫来石为主要晶相来提升

釉料的耐磨性能。另外还提出了一种使用上述耐磨釉料的釉面砖，其耐磨度为 4

级 2100 转，6000 转耐磨磨耗为 0.042～0.05g。 

3、“一种用于陶瓷砖的柔性涂料及使用其的陶瓷砖”，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

于陶瓷砖的柔性涂料及使用其的陶瓷砖，按照质量份数，所述柔性涂料包括以下

原料组分：环氧树脂 100 份、稀释剂 40～60 份、固化剂 10～30 份和柔性釉粉料

7～30 份。本技术方案提出的一种用于陶瓷砖的柔性涂料，将其涂覆于陶瓷砖的

底面和/或侧面，有利于陶瓷砖成品的底面色调与其侧面和/或顶面的色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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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了一种使用上述柔性涂料的陶瓷砖，能

有效提升陶瓷砖的外观效果，提高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4、“ 一种单面料层的通体透光砖的制备工艺及其通体透光砖”，本发明是一

种制备工艺，包括如下步骤：(1)采用含有 25％～40％重量分数的高铝质泥料的

砖坯底料布施于压机模腔中，形成底料层；(2)在砖坯底料层上布施面料，形成

面料层，所述面料为透光料或由透光料与有色料搭配而成；(3)压制形成砖坯，

且底料层的厚度占砖坯厚度的 10～20％；(4)入窑烧制后，将底料层刮平，即可

获得单面料层的通体透光砖；本发明经过设计薄层布底料与抛底工艺结合的二次

布料工艺，获得单面料层的通体透光砖，其立体感和层次感更强，并结合不同的

光源，达到更加晶透的光影效果，生产成本低且应用广泛。 

5、“一种卫生洁具半成品修补用泥料及其制备方法”，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卫

生洁具半成品修补用泥料及其制备方法，原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泥浆 55～

65%、废瓷粉 32～65%与无机纤维 1～3%；所述废瓷粉由粒径为 0.125mm～0.180mm

的颗粒和粒径小于 0.125mm 的颗粒组成。废瓷粉由粒径为 0.125‑0.180mm 的颗粒

与粒径小于 0.125mm 的颗粒组成，由于填补是一个堆积的过程，粒径为

0.125‑0.180mm 的颗粒在陶瓷工件的缺口处堆积，而粒径小于 0.125mm 的颗粒则

可以填补缝隙，从而达到致密化的效果，在受到外力的作用下，颗粒间的的移动

更加平滑，滑移更加容易，从而不易留下容腔，修补部分更加致密牢固，在高温

烧制后不易出现缺陷。 

6、“ 一种纳米硅无机涂层的喷涂工艺”，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A、涂料的

制备：涂料的原料配方包括硅溶胶和含羟基的有机改性剂，具体的制备为：首先

将硅溶胶和有机改性剂按配比进行混合，熟化后获得基料，向基料内加入防裂粉，

搅拌均匀后获得底漆，备用；B、涂料喷涂：将底漆喷涂于基材的表面；C、分段

热处理：将步骤 B喷涂后的基材进行烘干，其中烘干依次包括预反应成膜阶段和

低温烧结反应阶段。本发明提出一种纳米硅无机涂层的喷涂工艺，通过涂料的制

备和分段热处理工艺，解决了现有无机涂层过厚时干燥时容易有裂纹或后期使用

时容易出现龟裂现象的技术问题，打破了现有无机涂层厚度仅能在 10‑50μ m 的

技术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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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窑炉缓冷带防裂砖智能控制方法及系统”，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窑炉

缓冷带防裂砖智能控制方法，包括控制装置、温度传感器、喷枪和鼓风风机，该

智能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在控制装置设定目标温度值，设定以目标温度

值为中心的允许波动温度范围；(2)温度传感器实时将窑炉缓冷带的温度信息发

送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接收温度信息并该温度是否在允许的温度波动范围内；

(3)当窑炉缓冷带温度低于允许波动温度范围时，控制装置对鼓风风机和喷枪进

行控制，使窑炉缓冷带温度波动范围≤20℃。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窑炉缓冷带防

裂砖智能控制方法的系统。本发明的控制方法及系统具有温度波动范围小、控制

成本低、有效提高产品合格率的特点。 

8、“一种板状的瓷砖粘结剂”，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板状的瓷砖粘结剂，该瓷

砖粘结剂呈板状。瓷砖粘结剂预制成板状，随用随取，使用方便，省去了现场的

搅拌步骤，避免扬尘且省时省力；瓷砖铺贴时，将该瓷砖粘结剂摆放在基面上，

均匀喷洒激发瓷砖粘结剂的粘性，然后将瓷砖粘贴在瓷砖粘结剂上，即完成瓷砖

的铺贴，铺贴过程简单快捷。 

9、“一种立体感强的陶瓷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立体感

强的陶瓷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包括输送装置、喷墨打印装置和干粒打印装置，

所述干粒打印装置包括施胶单元和干粒定位布料单元，所述输送装置用于输送陶

瓷砖坯，所述干粒打印装置的施胶单元和干粒定位布料单元按照所述输送装置的

输送方向依次设置于所述输送装置的上方，所述喷墨打印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干

粒打印装置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立体感强的陶瓷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提高了干

粒定位布料的效率及布料的精准度，且容易控制，设备简单，装饰效果更加丰富。 

10、“一种可布料复杂图案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布

料复杂图案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包括主皮带、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干

粒布料机、回料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主皮带用于输送陶瓷砖坯，在所述主皮

带的上方沿所述主皮带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所述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干粒

布料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可布料复杂图案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通过该生

产系统对陶瓷砖进行装饰，实现了陶瓷砖装饰效果丰富、装饰纹理清晰细腻、立

体效果丰富的需求，实现了在同一陶瓷砖装饰装置中的复杂图案效果的布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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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实现干粒的循环再利用，有效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11、“一种施泥浆釉砖坯及釉面光滑的瓷砖生产方法”，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施

泥浆釉的砖坯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采用干法制粉的粉料压制成砖坯，

该砖坯为生坯，生坯强度为 3～4Mpa，在生坯的表面施泥浆釉形成泥浆釉面层，

泥浆釉的施加量为 750～900g/m2；(2)带有泥浆釉层的砖坯干燥至含水率 5～9％

后，采用砂带对泥浆釉层进行抛切，抛切厚度为 0.05～0.15mm；(3)采用柔软材

料对抛切后的砖坯进行打磨；(4)除去砖坯表面的打磨废料；(5)得到表面平整的

泥浆釉砖坯。相应的，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使用上述施泥浆釉砖坯生产方法制得

的砖坯生产釉面瓷砖的方法。带有泥浆釉层的砖坯经抛切和打磨具有光滑平整的

表面，提高了泥浆釉砖坯对泥浆釉砖坯上层装饰釉面的表现力，进一步降低了高

要求瓷砖的成本。 

12、“一种除味釉料及使用其的釉面砖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除味

釉料，按照质量份数，所述除味釉料的原料包括以下组分：负磁场粉 3～15 份、

钾长石 15～25 份、钠长石 12～18 份、石灰石 10～15 份、氧化锌 1～5份、高岭

土 8～12 份、氧化铝 8～15份、烧土 5～8份、滑石 10～15 份和碳酸钡 5～8份；

所述负磁场粉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镁，且按照质量百分比，所述氧化铁的含量为

33～37%,所述氧化镁的含量≤0.5%。本技术方案提出的一种除味釉料，其烧成获

得的釉层可辐射远红外线，且可生成折射率高的铁堇青石晶体结构，有利于提高

远红外线的辐射率，能有效去除环境内的有害气体。进而提出的一种使用上述除

味釉料的的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其步骤不包括除铁工序，有利于确保釉面砖的除

味性能。 

13、“卫生陶瓷高压成型用浆料及其制备方法和高压成型方法”，本发明提出

一种卫生陶瓷高压成型用浆料，通过颗粒级配的限定，浆料性能稳定，改善后成

型坯体干燥时的内外湿差，使水分均匀排出，且坯体烧制时不容易变形，尤其适

用于薄边盆的生产，另外还提出一种上述浆料的制备方法，分软硬原料进行球磨

搅拌，并通过控制球石的比例来控制浆料的颗粒级配，以及提出使用上述浆料的

高压成型方法，由于浆料性能稳定，不需要提前预热即可成型，简化工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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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种布料线条精细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布料线

条精细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包括主皮带、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干粒布

料机、回料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主皮带用于输送陶瓷砖坯，在所述主皮带的

上方沿所述主皮带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所述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干粒布料

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布料线条精细的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实现了陶瓷砖装

饰效果丰富、装饰纹理清晰细腻、立体效果丰富的需求，实现打印式的定位布料

干粒，可在陶瓷砖坯上形成线条精细的复杂图案，且能够实现干粒的循环再利用。 

15、“抗菌抑菌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及其纳米抗菌液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

了一种抗菌抑菌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及其纳米抗菌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

骤：S1）将烧成出炉冷却降温的釉面砖保持在恒温为指定的温度范围内，对所述

釉面砖进行抛光防污处理，所述釉面砖的釉料含有抗菌剂；S2）在所述釉面砖的

釉层表面滴加纳米抗菌超洁亮 A型抛光液，采用施压的磨盘对所述釉面砖进行抛

光打蜡，所述抗菌 A 型抛光液包括纳米抗菌液和超洁亮 A 型抛光液，所述超洁亮

A型抛光液为含有硅树脂的超洁亮抛光液；S3）抛光打蜡合格，即制得所述的抗

菌抑菌釉面砖。本发明提出的纳米抗菌液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有效，制得的所

述抗菌抑菌釉面砖，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且抗菌性能稳定持久。 

16、“适用于卫生陶瓷及日用瓷的低成本无锆白釉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公

开了一种适用于卫生陶瓷及日用瓷的低成本无锆白釉，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

的原料成分为：石英 20‑30份、长石 28‑38 份、惠州水洗白土 5‑10 份、偏硅酸

钙 10‑20 份、中温熔块 5‑12 份、煅烧滑石 2‑8份、煅烧氧化锌 3‑11 份、磷辉石

3‑8份和添加剂羧甲基纤维钠 0.2‑0.5 份。本发明所述的适用于卫生陶瓷及日用

瓷的低成本无锆白釉，含有的所述磷辉石、高钙原料（偏硅酸钙和中温熔块）可

以在釉熔融时使釉产生分相，釉熔融时含钾和钠的熔体与含钙和镁的熔体分相产

生多液相熔体从而达到增白效果，并通过所述氧化锌及中温熔块提高釉的烧成范

围，解决釉中高镁含量导致的烧成范围窄的缺陷。 

17、“具有金黄色纹理的卫生陶瓷釉及其卫生陶瓷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了

一种具有金黄色纹理的卫生陶瓷釉，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原料成分包括：钾钠长

石 30‑45 份、石英 15‑25 份、惠州水洗白土 3‑8 份、重质碳酸钙 3‑10份、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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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 2‑5 份、氧化铜 5‑8 份、氧化铁 0.1‑0.5 份、钛白粉 0.5‑1.5 份、低温熔块

10‑15 份、牛骨灰 3‑8 份和五氧化二钒 0.5‑1.0 份。釉料在烧成过程中生成

CuMn2O4 尖晶石结构，通过光反射作用产生金黄色的金属光泽，无析晶区域连成

黑色线条，形成由金黄色析晶釉和黑色线条组成的金黄色纹理效果。本发明还提

出了所述的具有金黄色纹理的卫生陶瓷釉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釉面不含铅、铬，

由黄色金属釉和独特的黑色线条组成，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18、“一种生态石真空压制工艺及生态石的生产工艺”，本发明涉及生态石生

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态石真空压制工艺及生态石的生产工艺。一种生态

石真空压制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将生态石浆料在模框中进行第一次布料；B、

对模框进行第一次抽真空及预压，同时进行底部振动；C、对模框进行第二次抽

真空，然后进行表面振动，在保持表面振动的同时进行柔压压制。本发明的目的

在于提出一种生态石真空压制工艺及生态石的生产工艺，该真空压制工艺过程简

单，压制不溢料，能够充分排出浆料中的气泡，制备得到的生态石致密度高，吸

水率低，气孔少，强度高，解决了目前生态石制品致密度低，且表面出现明显气

孔的缺陷问题。 

19、“一种孔洞料的制备方法、仿大理石孔洞砖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是一

种孔洞料的制备方法、仿大理石孔洞砖及其制备方法,该孔洞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a.将以重量份数比计的 45‑55 份 SiO2、3‑7 份 Al2O3、1‑3 份 MnO2、

1‑3份 MgO、5‑8份 CaO、8‑15 份 B2O3、3‑9 份 SrO、1‑8份着色金属氧化物或盐

和 8‑12 份碱金属碳酸盐混合制成孔洞料熔块,并破碎获得孔洞料熔块粉；b.将以

重量百分比计的 20‑40％孔洞料熔块粉、20‑30％环氧树脂、30％‑50％稀释剂和

1‑5％固化剂混合形成浆料；c.将浆料固化后,再进行破碎形成不规则颗粒,过筛

后获得孔洞料；该孔洞料用于仿大理石孔洞砖的工艺中,不仅能够形成丰富多样

的几何形状的孔洞结构,骨架感好,而且孔洞内部可形成有色亮光的光泽效果,大

大提高砖面的孔洞装饰效果。 

20、“一种用于 3D 打印洁具的陶瓷粉料及陶瓷洁具生产工艺”，本发明涉及

一种用于 3D 打印洁具的陶瓷粉料及陶瓷洁具生产工艺，按质量份数包括如下原

料：兴陶砂 7‑9份，洗水铝砂 7‑9 份，A级黑泥 2‑4份，江西瓷石 12‑14 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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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石 10‑12 份，焦宝石 10‑12 份，废瓷 19‑21 份。本发明打印出来的陶瓷试件强

度高，打印出来的陶瓷试件精度高，陶瓷粉料与水性和油性树脂都可以混合均匀，

且固含量较高，不会产生分层现象，打印出来的陶瓷产品缺陷较少，强度较高；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节约陶瓷试件设计时间和成本。 

21、“一种板状瓷砖粘结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板状瓷砖粘结剂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备料：将可塑性固体废弃物球磨，加水造粒制成可

塑性颗粒，所述可塑性颗粒的含水率为 7～10％；混合：将可塑性颗粒与粘结料

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所述可塑性颗粒与粘结料的重量比为(0.5～1):2；压制：

将混合料压制为板状的坯体；干燥：坯体干燥获得呈板状的瓷砖粘结剂。经上述

步骤制得板状的瓷砖粘结剂，该方法步骤简单、易于操作。将瓷砖粘结剂预制成

板状，随取随用，省去了现有技术中粉状瓷砖粘结剂使用前的搅拌步骤，不仅避

免了搅拌扬尘，而且使得瓷砖铺贴省时省力。可塑性固体废弃物造粒后再与粘结

料混合压制，保证了粘结料的稳定性，便于瓷砖粘结剂保存。 

22、“一种具有立体装饰效果的陶瓷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本发明公开了一

种具有立体装饰效果的陶瓷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包括输送装置、喷墨打印装置、

第一施浆装置和干粒定位布料装置，所述输送装置用于输送陶瓷砖坯，所述喷墨

打印装置、第一施浆装置和干粒定位布料装置按照所述输送装置的输送方向依次

设置于所述输送装置的上方。所述具有立体装饰效果的陶瓷砖的生产系统及工艺，

避免了在陶瓷砖坯表面大面积布施干粒导致干粒浪费的情况，节约了生产成本，

且制得的陶瓷砖的立体效果强，图案清晰度高。 

23、“一种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

包括输送装置、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干粒打印机、回料机和干粒片布料机，

所述输送装置用于输送陶瓷砖坯，在所述输送装置的上方沿所述输送装置的输送

方向依次设置所述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干粒打印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

陶瓷砖装饰生产系统，通过该生产系统对陶瓷砖进行装饰，实现了陶瓷砖装饰在

同一层次的装饰效果丰富、装饰纹理清晰细腻，不同层次的立体效果丰富的需求，

且能够实现干粒的循环再利用，有效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24、“一种可打印精细图案的喷气式干粒打印生产系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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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打印精细图案的喷气式干粒打印生产系统，包括干粒打印机、釉料打印机、喷

墨打印机、输送带、回料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输送带用于输送陶瓷砖坯，在

所述输送带的上方沿所述输送带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所述釉料打印机、喷墨打印

机、干粒打印机和干粒片布料机，所述干粒打印机的供料端与所述回料机的出料

端连接。所述可打印精细图案的喷气式干粒打印生产系统，从釉料、墨水、胶水

至干粒的全程打印式的砖坯表面加工，可在砖坯上形成线条精细的复杂图案，可

避免出现装饰层间错位、图案定位偏离等问题，并且打印干粒的位置点是连续的，

打印出的图案线条可连续。 

25、“高抗污能力 FFC 釉料、FFC卫生陶瓷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了一

种高抗污能力 FFC釉料、FFC 卫生陶瓷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高抗污能力 FFC 釉料

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22～29 份石英、24～28份钾长石、6～10 份硅灰石、

7～8 份硅酸锆、5～10份高岭土、0～5 份方解石、5～7份氧化锌、5～7 份氧化

铝、2～3 份熔块、4～8 份白云石、5～8 份烧滑石、1～4 份碳酸钡和 0.2～0.5

份羧甲基纤维素钠。所述高抗污能力 FFC 釉料利用多碱效应，通过引入碳酸钡和

增加烧滑石的用量，并通过降低钠长石的用量，使坯体更顺利的排气，以减少釉

面气孔率，减少了釉面的微裂纹。另外，所述高抗污能力 FFC釉料还利用相似相

溶原理，增加氧化铝、石英的用量，改善了坯釉结合性，相对地进一步减少了卫

生陶瓷釉面的微裂纹。 

26、“一种高耐磨性能抛釉釉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耐磨性

能抛釉釉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高耐磨性能抛釉釉料，按照重量百分比，其原料

由生釉料粉 45～60％和熔块粉 40～55％组成；生釉料粉包括高岭土、煅烧高岭

土、石英、白云石、硅灰石、烧滑石、霞长石、氧化锌和碳酸锶。本发明通过改

良釉料的成分和配比，并在釉料中添加高硬度耐磨熔块来提高其透明度和耐磨性

能，解决了釉面平整度和耐磨性能的矛盾，由其制成的抛釉砖更加细腻光滑，提

升釉面的抗污能力。 

27、“一种生态石压制工艺”，本发明涉及生态石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生态石压制工艺。一种生态石压制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将生态石浆料布

料于模框中，对布料后的模框进行底面高频振动；B、在布有浆料的模框的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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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盖胶板；C、抽真空进行柔性压制；D、揭离胶板，使生态石成型体的上表面裸

露，送至后续工艺。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生态石压制工艺，该工艺过程简

单，压制不溢料，避免使用塑料薄膜或牛皮纸，对环境友好，揭离胶板进行后续

养护，制备得到的生态石制品致密、气孔少，无裂纹缺陷，且制品定厚厚度和磨

削量小。 

28、“星空蓝窑变釉及其制备方法、及应用该釉的卫生陶瓷”，本发明公开了

星空蓝窑变釉及其制备方法、及应用该釉的卫生陶瓷，其星空蓝窑变釉包括底釉

和面釉；底釉的原料包括石英 25～32wt%、钾长石 15～25wt%、钠长石 5～15wt%、

惠州水洗白土 6～10wt%、重质碳酸钙 5～12wt%、偏硅酸钙 7～15wt%、高温熔块

2～6wt%、白云石 3～8wt%、煅烧氧化锌 2～7wt%、氧化钴 0.5～2wt%，三氧化二

铁 2～5wt%和甲基纤维素 0.2～0.5wt%；面釉的原料包括硅酸锆 1～4wt%、石英

22～30wt%、钾长石 18～28wt%、钠长石 6～12wt%、重质碳酸钙 5～12wt%、偏硅

酸钙 6～15wt%、惠州水洗白土 5～10wt%、煅烧氧化锌 3～10wt%、高温熔块 5～

10wt%、钛白粉 2～6wt%、氧化钴 1～3wt%和甲基纤维素 0.2～0.5wt%，釉色效果

好，避免出现釉泡缺陷，容易烧制且能源消耗低。 

29、“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及制备的防滑防污釉面砖”，本发明公

开了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在陶瓷砖坯体上布施

底釉，形成底釉层；其中，所述底釉的原料包括焦宝石、电厂炉渣灰和白矸石；

B、将面釉和干粒料混合均匀后，制得干粒釉；C、在底釉层上布施干粒釉，形成

干粒釉层；D、将具有干粒釉层的陶瓷砖坯体干燥后烧制，获得防滑防污釉面砖。

本技术方案提出的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下，

能有效避免釉面砖对使用者造成的伤害，同时有利于提高釉面砖的防污性能，以

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的一种使用上述防滑防污釉面砖的制备方

法制备的釉面砖，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下，其防污效果较好。 

30、“防滑防污釉层结构、使用其的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及釉面砖”，本发明公

开了一种防滑防污釉层结构，应用于釉面砖，包括底釉和面釉，所述底釉的原料

包括电厂炉渣灰、白矸石、硼钙石和高硼玻璃粉，所述底釉的釉层表面为粗糙面；

所述面釉的原料包括高温熔块、电厂炉渣灰、碳酸锂、硼钙石和高硼玻璃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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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提出的一种防滑防污釉层结构，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

釉料的防污性能。进而提出一种使用上述防滑防污釉料的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其

增设了抛刷工艺，有利于避免釉面砖对使用者造成的伤害。此外，本技术方案还

提出一种由上述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釉面砖，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下，其

防污效果较好。 

31、“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滑防污釉面

砖，自下而上依次包括坯体层、底釉层、高温粒子层；所述底釉层的原料包括焦

宝石、莫来石、电厂炉渣灰、白矸石、硼钙石和高硼玻璃粉，所述底釉层为所述

底釉层原料形成的网状结构层；所述高温粒子层包括高温熔块和金刚砂。本技术

方案提出的一种防滑防污釉面砖，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釉面砖

的防污性能，同时能有效避免釉面砖对使用者造成的伤害，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

不足之处。进而提出的一种上述防滑防污釉面砖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操作性

强。 

32、“一种仿通体砖的制备工艺”，本发明是一种仿通体砖的制备工艺，制备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步骤 1：将栅格为正方形的格栅置于布料台上；步骤 2：布

料，形成预设纹理图案；步骤 3：将辅色喷雾料布施于格栅内未布施主色喷雾料

的栅格内；步骤 4：再布施一层面料后冲压成型；步骤 5：按照压机所布底料纹

理的编码对应砖坯进行标示等工序，获得在面料层和底料层内装饰纹理一致的仿

通体砖。本发明制备获得仿通体砖即便是开槽，其槽内纹理也可完美地相接于面

层的渗花纹理，不存在分段偏移或断裂现象，另外还提出一种上述仿通体砖的制

备工艺中使用的栅格为正方形的格栅，可避免布料后粉料的交叉混合和推料过程

中纹理的走形。 

33、“一种防滑防污釉料、其制备方法及使用其的釉面砖”，本发明公开了一

种防滑防污釉料，其特征在于：由釉浆 A、釉浆 B和硅藻土混合而成；所述釉浆

B的原料包括钠长石、钾长石、非洲锂辉石、霞石粉和硼钙石、高硼玻璃粉。本

技术方案提出的一种防滑防污釉料，采用硅藻土为原料，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

下，同时有利于提高釉面砖的防污性能，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提

出的一种上述防滑防污釉料的制备方法，有利于保护硅藻土的多孔结构，从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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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釉料的防滑防污效果。另外，还提出一种使用上述防滑防污釉料的釉面砖，其

防滑效果好，使制备后的釉面砖的干法和湿法静摩擦系数均达到 0.65 以上，湿

法阻滑值大于 36；在保证防滑性能的前提下，其防污效果较好，防污等级可达

到五级水平。 

34、“一种深红棕色且具金属光泽的复古外墙砖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是一

种深红棕色且具金属光泽的复古外墙砖及其制备方法，所述复古外墙砖，包括以

下质量分数的原料：抛光废渣 20‑30％和红土 70‑80％。本发明提出一种深红棕

色且具金属光泽的复古外墙砖，无需添加色料且利用抛光废渣制备获得，外观为

深红棕色且带金属光泽，另外，本发明还提出上述深红棕色且具金属光泽的复古

外墙砖的制备方法，制备方法简单，无需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 

35、“一种瓷砖内部细线纹理布料装置、数字化布料系统及布料方法”，本发

明公开了一种瓷砖内部细线纹理布料装置，包括扁平插管、储料容器和插管驱动

件，储料容器与扁平插管的顶端连接，扁平插管的底端设置有落料口，扁平插管

用于插入坯料中，插管驱动件与扁平插管传动连接，驱动扁平插管轴向运动。相

应的，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包含上述的瓷砖内部细线纹理布料装置的数字化布料

系统及基于该数字化布料系统的布料方法。在坯料布施细线纹理时，采用插管驱

动件带动扁平插管插入坯料中，当扁平插管径向平移时，储料容器中的有色粉料

自扁平插管落下，填充在扁平插管在坯料中移动形成的缝隙中，从而形成砖坯上

具有一定厚度的底层纹理。砖坯上形成的纹理还原程度高，纹理可控性高，纹理

的位置、大小及色彩设置更加灵活。 

36、“一种耐火瓷砖胶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本发明涉及化工建材技术

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耐火瓷砖胶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一种耐火瓷砖胶，按

照重量份数，其原料包括：水泥 80～130 份、石英砂 120～200 份、熔块粉 30～

50份、淀粉醚 0.6～1.8 份、可再分散乳胶粉 10～30 份、减水剂 2～6份、消泡

剂 0.8～1.6 份和憎水剂 0.8～2.4 份。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耐火瓷砖胶及

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制备得到的耐火瓷砖胶具有优异的耐火性能，使得附着

在瓷砖胶表面的装饰材料在高温受火后不容易脱落，稳定性强，提高了瓷砖胶的

使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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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发明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持续创

新机制，保持产品和技术的领先优势，提高公司品牌和市场知名度，防止侵权事

件的发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