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瓷工业的制备技术

陶瓷

量身定制  -  高效益  -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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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压坯体

 ■ 颗粒

 ■ 塑性坯体

 ■ 浆料

 ■ 纤维材料

 ■ 原材料

 ■ 混合料

 ■ 陶瓷坯体

 ■ 成品，如粘土砖

 ■ 釉料

 ■ 耐火材料

 ■ 结构陶瓷

 ■ 陶瓷洁具

 ■ 氧化物陶瓷

 ■ 非氧化物陶瓷

 ■ 铁氧体

用于制备 运用独特工艺技术 
可生产

几乎涉及陶瓷 
工业的所有领域

爱立许产品和应用：

爱立许–陶瓷工业的合作伙伴       

数十年来，爱立许以混合和精磨为

重点，一直致力于为陶瓷工业原材

料和坯体的制备提供尖端技术。爱

立许的先进制备方案为许多粗陶和

细陶行业领域的继续研发提供了至

关重要的奠基石。

只有对所采用原材料的特性有充分

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才能制备出

可以满足高端陶瓷产品生产所需

的优质陶瓷坯体。爱立许为世界各

地的用户提供了无以计数的制备系

统，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技术经

验，可以针对不同坯体特性的独特

工艺制备技术进行优化调整。

爱立许可为整个生产流程提供一切 

所需的设备–从原材料输送一直到 

向成型机给料。无论是全新项目、 

旧项目更新、项目现代化还是项目 

扩建，爱立许永远都是您值得信赖 

的合作伙伴，与您一起对工艺过程 

进行优化，为您开发和提供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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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混合机适用于各种坯体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与众不同的是其 

独一无二的混合原理，其性能高效并

具有高度灵活性。无论是连续式生产

还是批次式生产，数十年来值得信赖

的爱立许技术一直受到全球各地知名

制造商们的青睐。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的特征：

■  旋转式混合盘

■  固定的多功能壁-底刮料板

■  偏心式高速运作的旋转工具

爱立许独一无二的混合原理

在混合盘中，物料通过倾斜式混合盘

的转动被输向上方，在到达最高点时

受地心引力再掉往下方。不断围绕物

料旋转的壁-底刮板对这个工艺进行

支持并将物料输送到旋转工具的旋转

范围。通过物料换位而在壁-底刮板

处形成的粗混合料被由旋转工具高速

旋转而形成的高精细混合料所覆盖。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的优势

与传统的强制式混合机如环形、行星式

或铲刮刀式混合机相比，爱立许强力

混合机可以根据需求达到更高的圆周

速度而且具备生产的高度灵活性。如

坯料混捏时，速度可以调节到极低；

而在分散细粒子或/即颗粒成型时，

则可将速度调节到极高。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易于维修，磨损小

而且使用安全

■  混合机内部维修进入方便

■  驱动和变速器在混合盘外部 

■  易损件便于更换  

■  即使混合机满载，也可再启动

爱立许混合机可满足不同产量需求 

爱立许混合机系列的容量范围从1公升

到12,000公升，均可根据客户特别要求

进行高效的生产。在许多情况下，不

同的制备任务步骤可在同一台混合机

内顺序逐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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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陶瓷工业的 
混合机型号系列摘选

全球独一无二的混合原理

固定的多功能工具 
作为壁底刮板

构造坚固、 
易于维修的转子工具

转速差很高的混合物料流

旋转的混合盘

混合机型号
最大容量 驱动功率  千瓦 (最大)

升 公斤 转子工具 混合盘

EL1 1 1,36 0,88 0,17

EL5 Eco 3-5 8 1,4 / 1,8 0,55 / 0,88

EL5 Profi 3-5 8 4 0,55 / 0,88

EL5 Profi Plus 3-5 8 5,2 0,55 / 0,88

EL10 Profi 8-10 12 4 0,55 / 0,88

EL10 Profi Plus 8-10 12 5,2 0,55 / 0,88

R05T 40 65 15 1,5

R09T 150 240 22 5,5

R12 250 400 55 7,5

RV12 400 650 75 9,2

R16 600 960 110 11

RV16 900 1.440 132 15

R24 2.250 3.600 160 2 x 18,5

RV24 3.000 4.800 200 2 x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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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EVACTHERM®

这2个创新工艺为模压坯体和颗粒的制备 
带来了杰出的经济性，详情请见第8 -11 页

制备模压坯体和颗粒的 
独立制备系统方案

带倾斜式混合盘的爱立许强力混合机

适用于颗粒的制备生产。该混合机将

一台带垂直式混合盘的强力混合机和

一台盘式造粒机的功能综合于一体。

通过这种方式，细料的均化和粒化只

需一台设备即可完成。由于爱立许强

力混合机的灵活性，颗粒度分布可以

在很大范围内进行调整：

■ 转子工具高速运作时，干燥的原 

 材料会被最佳均化，加入液体 

 后则形成微粒

■ 转子工具低速运作时，稍大颗粒 

 被成型和滚圆–颗粒可达到 6 mm

量身定制的制备系统方案

下面的流程图演示了陶瓷工业中常见的

一个制备流程例案，采用的是爱立许自

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

■ 硬质材料和干粘土的塔式磨

■ 适用于各种坯体的强力混合机

■ EVACTHERM®真空设备用于制备和干燥

■ 称重和配料装置

■ 控制和过程控制系统

无论您的要求有多具体 - 拥有丰富项目

经验的爱立许永远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

伙伴。与您一起合作，为您开发一个量

身定制的、符合容许条件的最佳工艺方

案。精心配置的物料制备系统可以保证

指定质量的重复生产性并为您带来显著

的经济效益。

模压坯体用于

■ 瓷砖

■ 炉砖

■ 耐火砖

■ 磨料

■ 炭素材料

■ 技术陶瓷，如绝缘子、亚敏电阻

 生物陶瓷、耐磨保护、防弹陶瓷

 结构陶瓷、切削陶瓷、高温陶瓷

 铁氧体

颗粒用于

■ 分子筛

■ 支撑剂

■ 研磨球

■ 膨胀砂/膨胀粘土



7

 
< 4 % H20

硬质材料

破碎破碎

干研磨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

加水

干燥

颗粒

塔式磨

筛分

压模颗粒

筒仓

干燥粘土

粗粒

过程示意图：
压模颗粒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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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干混制备–  
用于瓷砖压模颗粒的经济性制备工艺

60%
能量节省

最高可达

■  可生产各种等级和大小瓷砖

■ 颗粒流动性良好，如出自喷雾塔

■ 能耗节省最高可达 60 %  

■ 水耗节省最高可达80 % 

■ 添加剂节省100 %

■ 无需汽化能耗可降低生产成本

■ 使用当地原材料可以节省更多

■ 对难溶性粘土的干研磨无需添加剂

■ 颗粒分布可大范围地灵活调整

与湿法制备相比的优势

EcoPrep®的良好流动性使压模布料均一喷雾成型颗粒 EcoPrep®压模颗粒

流动性测试装置

头等的压模颗粒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 

- EcoPrep®干混设备是高效节约能源

的领先技术，为未来的压模颗粒，尤

其是瓷砖生产的制备工艺引领了新方

向。在爱立许造粒机中制备的颗粒质

量与在压模和焙烧过程时高质喷雾颗

粒所需的流动性和加工性相同。

与使用传统喷雾塔的传统制备方法相

比，EcoPrep®干混设备的特点是杰出

地改善了能耗平衡。生产成本由此得

到大幅降低，从而使对该项技术的投

资可以在短期内就得到回报。

质量如出自喷雾塔–  
价格上EcoPrep®则更经济实惠！



过程示意图 EcoPrep®

硬质材料

破碎破碎

研磨/干燥

爱立许强力造粒机

干燥

压模颗粒

筒仓

陶土

粗粒

造粒优化机

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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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CTHERM® 真空设备:
混合、粒化和干燥同在一台设备

EVACTHERM®是爱立许为了满足陶瓷坯体

制备、粒化和干燥时的特殊质量需求而开

发的真空设备。

根据不同的制备任务要求，EVACTHERM® 

可被应用于

■ 指定的坯体再干燥和/或

■ 含压模水分的颗粒生产

该系统工作于封闭的循环条件下，所以也

可应用于有机溶解剂以及在保护气体下和

爆炸防护条件下的工作。

下列决定最终产品质量的相关属性可以在

大范围内进行调整:

■ 水分

■ 颗粒度分布

■ 颗粒密度

■ 颗粒强度

使用 EVACTHERM®系统可以为用户带来 

显著的优势:

■ 节能，颗粒直接从固体材料进行化，

     无需先浆化

■ 每个颗粒的水分分配均匀

■ 继续制备前无需熟化期

■ 配方更换时清洁量小

■ 整套设备非常紧凑，占地面积少

科学调查显示，使用 EVACTHERM® 技术制备 

的颗粒可以生产出特别紧密的材料。我们

可为您提供更详细的有关资料。

具有优质特性的不同颗粒 
- 在 EVACTHERM® 里完成
的干燥和粒化

EVACTHERM® 

成套设备的模块式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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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示意图: 
EVACTHERM®

塔式磨

冷凝 真空泵

设备通风 
排气

循环风机余汽过滤

原材料
粘土/硬质材料/

辅料

EVACTHERM® 成套设备的
模块式组装

圆盘给料机

颗粒

筛分

成型

爱立许 
EVACTHERM®  
真空混合机

液体

粗粒

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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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坯体的制备

陶瓷坯体必须具有一定的并且稳定

的特性才能进行塑性变形。强力制

备是达到高塑性均匀坯体的前提。

在此，将足够的能量输入到混合物

中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粘塑性

领域中。

只有具有强大混合力的设备，如爱

立许强力混合机才能满足这个需

求。除此之外，爱立许强力混合机

还能不受限制地适用于任何其它稠

密度，如：

■ 塑性可变形坯体，含粘土、硬质 

 材料、水和辅料成分

■ 研磨粘土或带粘土浆的喷射 

 成型颗粒

■ 滤饼的均化

爱立许独特的工作原理使

■ 干混和混捏即塑化可同在一台设 

 备内 进行

■ ppm 范围内辅料的最佳分配

■ 液体成分快速均匀的混入，即使 

 只是少量

完整的结构陶瓷 
制备系统

高塑性坯体的 
均匀制备

■ 后继水分修正快速

■ 处理时间短，产量高

正因如此，爱立许可为陶瓷工业的许多

领域提供可挤压或可成型坯体生产的制

备方案，如：

■ 瓷砖

■ 塑性耐火坯体

■ 砖瓦

■ 炉砖

■ 实用陶瓷

■ 耐火砖

■ 技术陶瓷，如氧化铝或二氧化钛 

 基础的催化剂和高温材料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也被用于优化碳化硅

材料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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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示意图： 
塑性坯体的制备

硬质材料 陶土

破碎破碎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

塑性坯料

加水

塔式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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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料制备

爱立许混溶制浆机MixSolver®和爱立许 

旋转媒介研磨机MaxxMill® 或爱立许 

塔式磨 TowerMill的组合是制备高固

体、膏状体和高粘稠体材料的一个 

经济性选择。这两个设备结构紧凑，

占地面积小，所以可以方便地与现有

设备进行兼容。

爱立许的特殊工作原理可以对混合 

工 具 的 输 入 功 率 进 行 针 对 性 的 

控制。 

转子高速运行时，

■ 聚团得到充分破碎

■ 固体物质得到完整的溶解或分散

■  初级颗粒可以被有机溶剂膜完整 

  地包覆

爱立许混溶制浆机的 
工作原理

混合工具优化后的 
爱立许混溶制浆机内腔

爱立许混溶制浆机内的浆料

喷射浆料用于

■ 墙地砖

■ 实用陶瓷

■ 技术陶瓷

浇注浆料用于

■ 陶瓷洁具

■ 技术陶瓷

■ 实用陶瓷

用于分散

■ 瓷砖生产的生坯和熟坯碎料

■ 陶瓷洁具生产的回料（石膏废料，

 生坯和熟坯）

■ 绝缘子生产的车床废料

■ 滤饼

可分散原料的制备，如：

■ 粘土

■ 高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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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示意图： 
浆料制备

筛分

干研磨

爱立许混溶制浆机 
混溶

硬质材料 陶土

破碎 破碎

 加水

 加水

浇注浆料 喷射浆料

爱立许混溶制浆机 
混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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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工业特殊材料的制备

特殊材料在陶瓷最终产品的针对性研发即

打开新应用领域中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

为此一个具备创新技术并可根据全新需求

随时进行灵活调整的制备方案是必不可少

的。

纤维材料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独一无二的功能对纤维

材料的制备特别有益。各种各类的纤维在

混合机中可以先进行针对性的分解，然后

再用填充材料和粘结剂进行轻柔的涂层。

■ 炭素陶瓷

■ 纤维增强陶瓷

采用 EVACTHERM®系统可以使含有机粘结 

剂和溶解剂的制备任务更为简便而环保。

用于无污染制备的混合机

洁净室条件下的生物陶瓷制备

爱立许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完美 

组合，是您在开发特殊材料新应用的理想

合作伙伴。

以下是两个领域的例案

压铸复合料

运用爱立许独特的工作原理可以使压铸和

挤压复合料的生产更快更经济,例如用于

烧结金属和硬金属：

■ 同一台设备内可以进行均化、涂层、  

 挤捏、分散和冷却

■ 混合和挤捏工作中有效的功能输入

■ 大幅度地缩短了制备时间，某些情况  

 下常规的几个小时的制备可被缩短仅  

 为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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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升型真空混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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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一手的解决方案 
  –无交接点的设计和实现！

爱立许为陶瓷厂家以及其全球的原料供应

商提供整套的产品服务系列：从首次咨

询、工程设计和制备方案的实现一直到可

靠的售后服务和原装备件供应。

工艺技术试验中心

爱立许在世界各洲拥有技术试验中心，其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工艺师可以和您一起

对单个工艺步骤进行优化，并可对针对未

来制备任务需使用的未经验证的配方进行

试验，为最佳制备方案的研发奠定一个理

想的基础。

工程设计

根据爱立许试验中心所取得的数据选择合

适的机器、设备和装置。

成套设计

项目设计中的机器和设备均由爱立许自身

生产和开发，同时也采用高效并具丰富经

验的合作伙伴的产品。

控制系统和过程控制系统

爱立许提供自主研发及生产的机器控制

系统和过程控制系统，既适用于新建厂

也适用于现有设备和整厂的现代化改建和

扩建。所有组件都严格地根据用户的需求

进行配置。由此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涵盖

传统的键盘操作、含配方管理的特殊批

次控制器一直到带在线文档的服务专家 

ServiceExpert 软件包和具前瞻性维护措施的

计划。

从控制、配料、 
单机设备到成套设备
- 都出自爱立许一手

安装和调试

经验丰富的专业售后服务团体为您进行设

备的组装和调试。当地的合作伙伴会参与

配合并对用户工作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培训

对操作和维修人员的专业培训是保证设备

使用寿命的关键。培训的内容包括设备操

作、安全提示、过程优化、维护周期和维

修工作。

售后服务

爱立许的售后服务专业高效、时间安排

灵活、服务范围广泛，还包括原厂零备

件的可靠供应以及对用户维修要求的快速

反馈、机器和设备的快速维修和对工艺变

动需求的专业咨询。通过数据线（远程服

务）进行的远程判断可以确保在出现生产

故障时为用户有效、快速并节约成本地提

供技术支持。用于设备状态监测和维护的

软件包使售后服务产品更加完善。

请充分利用与爱立许合作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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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成套设备的模块式设计: 快速投产的捷径

爱立许很早就意识到陶瓷坯体制备设备的

模块设计是可以引领未来的最佳解决方

案，并一直致力于这项设计的实施。

所有的设备组件在出厂前已预先在各个平

台上进行过组装和功能测试，这样就可以

在现场以极短的时间完成设备系统的最终

组装，缩短了改建时组装和停产的时间。

所有设备单元的排线和排管也已进行了预

连接，所以只需互相插入便可完成连接。

设备操作系统的开关安装在混合机平台

上，也可在其它位置对生产进行操作。

选择 A

交货时，混合机、操作系统和秤已在平台

上进行了预安装。理想方案是钢结构由用

户方提供。

选择 B

完整的制备系统分别在不同平台上进行安

装。支撑钢结构可由爱立许或用户提供。

在此混合机的大小不受限制。

选择 C

模块建筑可以和兼容的外墙一起供货。所

有单元包括料仓安装在集装箱内。集装箱

外壁可作为外墙。外墙绝缘处理可使用三

明治结构或板结构。客户可自行选择外墙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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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立许工艺技术试验中心 
进行测试和优化

在寻找制备任务所需的正确工艺技术解决

方案时或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优化时，往

往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进行。

为此爱立许在全球设立了 7个工艺技术试

验中心。在这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工

艺技术师和客户一起根据其制备任务相应

的需求，采用相应的材料进行实验，为客

户的顺利投产提供技术支持。对客户技术

和配方的绝对性保密是爱立许理所当然的

承诺。

数十年来，陶瓷工业的用户们在爱立许工

艺技术试验中心中开发了不计其数的解决

方案、工艺技术优化或新的制备工艺并成

功地运用到了生产中。

从实验室应用到生产规模的先进单机和成

套设备，与工艺流程数据统计和分析技术

的完美组合使爱立许试验中心可以进行灵

活多样的试验。爱立许长期保持与知名高

校和尖端研究机构在陶瓷工业领域的紧密

合作，从而保证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快速实

践应用。

诚意期待您发掘利用爱立许多功能工艺技

术试验中心可为您带来的优势。如您有实

验需求，请与我们联系咨询，实验也可在

贵公司进行。我们的专业技术队伍非常愿

意为您提供相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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