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51416.2

(22)申请日 2019.07.18

(71)申请人 钟三明

地址 336399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桥西乡

城西路64号

    申请人 贺磊

(72)发明人 钟三明　贺磊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松花江专利商标事

务所 23109

代理人 岳泉清

(51)Int.Cl.

B27J 1/00(2006.01)

B27M 1/06(2006.01)

B27N 3/08(2006.01)

B27N 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

方法

(57)摘要

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

方法，涉及一种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主要解决

现有长跨度竹集成材的锁扣连接处力学性能差，

加工复杂的问题。方法：一、长竹条制备；二、长竹

条第一次干燥；三、长竹条炭化；四、长竹条浸胶；

五、长竹条第二次干燥；六、长竹条组坯；七、长竹

板坯热压。本发明制备的竹集成材具有显著的防

霉效果和优良的力学性能，其密度可达0.93g/

cm3，弹性模量可达12568MPa，静曲强度可达

132MPa。本发明用于制备竹集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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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长竹条制备：

竹子采伐后，在竹子中心点的位置截取总长度为6-12米的竹筒，再将竹筒机械剖解成

若干长6-12米的竹条；

二、长竹条第一次干燥：

将步骤一得到的竹条进行第一次干燥，使竹条的含水率控制在6％-10％；

三、长竹条炭化：

将步骤二干燥后的竹条放入炭化罐内进行深度炭化；

四、长竹条浸胶：

将步骤三炭化后的竹条浸渍在酚醛树脂胶粘剂中；

五、长竹条第二次干燥：

将步骤四浸渍后的竹条进行第二次干燥，使竹条的含水率控制在8％-12％；

六、长竹条组坯：

将步骤五干燥后的竹条沿竹片厚度方向排列组坯，得到长竹板坯；

七、长竹板坯热压：

将长竹板坯通过热压机，沿竹片厚度方向加压成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二中所述第一次干燥是在干燥窑内进行，干燥的温度为70℃-90℃，干燥时间为3h-5h。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三中所述炭化的条件为：炭化温度150℃-200℃，炭化时间2h-5h。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四中所述的浸渍方式为：将竹条分两段浸渍，竹条的上半段浸渍完，沥干后倒过来，浸

渍竹条的下半段，每段浸渍时间为10min-30min。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五中所述的第二次干燥是在干燥窑内进行，干燥的温度为50℃-70℃，干燥时间为2h-

4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七中所述热压机幅面长8米-15米，热压温度为135℃-145℃，热压单位压力为1MPa-

2MPa，热压时间为40min-6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四中所述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固体含量为22％-28％。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酚醛树脂胶粘剂中还加入酚醛树脂胶粘剂质量1‰-5‰的渗透剂和酚醛树脂胶粘剂质

量1‰-5‰的防霉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渗透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顺丁烯二酸二仲辛酯磺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霉剂为氨溶烷基胺铜、铬化砷酸铜、酸性铬酸铜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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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整根竹条制备的竹板材长度是2.44米，宽度1.22米，厚度在30毫米以内，该

尺寸的竹板材在家具、地板基材、装饰板材等市场应用较大，但在木/竹建筑长跨度横梁、立

柱或长跨度的高速公路护栏板材等工程领域无法满足其尺寸要求。

[0003] 大型的体育场馆、大空间的建筑房屋、高速公路护栏板等场所需要的长跨度板材，

其长度普遍在6米以上，普通的木/竹人造板材达不到上述应用的长度要求，而现有的长跨

度竹板材是把短竹条的端部加工成锁扣，多个短竹条拼接延长，接长后再拼接、浸胶和热压

成型制得。这种方法使得锁扣连接处竹板材力学性能较差，而且竹材多处截断、加工锁扣等

造成竹材损耗，加工复杂，生产流程多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要解决现有长跨度竹集成材的锁扣连接处力学性能差，加工复杂的问

题，提供一种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一、长竹条制备：

[0007] 竹子采伐后，在竹子中心点的位置截取总长度为6-12米的竹筒，再将竹筒机械剖

解成若干长6-12米的竹条；

[0008] 二、长竹条第一次干燥：

[0009] 将步骤一得到的竹条进行第一次干燥，使竹条的含水率控制在6％-10％；

[0010] 三、长竹条炭化：

[0011] 将步骤二干燥后的竹条放入炭化罐内进行深度炭化；

[0012] 四、长竹条浸胶：

[0013] 将步骤三炭化后的竹条浸渍在酚醛树脂胶粘剂中；

[0014] 五、长竹条第二次干燥：

[0015] 将步骤四浸渍后的竹条进行第二次干燥，使竹条的含水率控制在8％-12％；

[0016] 六、长竹条组坯：

[0017] 将步骤五干燥后的竹条沿竹片厚度方向排列组坯，得到长竹板坯；

[0018] 七、长竹板坯热压：

[0019] 将长竹板坯通过热压机，沿竹片厚度方向加压成型。

[0020] 进一步的，步骤二中所述第一次干燥是在干燥窑内进行，干燥的温度为70℃-90

℃，干燥时间为3h-5h。

[0021] 进一步的，步骤三中所述炭化的条件为：炭化温度150℃-200℃，炭化时间2h-5h。

[0022] 进一步的，步骤四中所述的浸渍方式为：将竹条分两段浸渍，竹条的上半段浸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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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沥干后倒过来，浸渍竹条的下半段，每段浸渍时间为10min-30min。

[0023] 进一步的，步骤五中所述的第二次干燥是在干燥窑内进行，干燥的温度为50℃-70

℃，干燥时间为2h-4h。

[0024] 进一步的，步骤七中所述热压机幅面长8米-15米，热压温度为135℃-145℃，热压

单位压力为1MPa-2MPa，热压时间为40min-60min。

[0025] 进一步的，步骤四中所述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固体含量为22％-28％。

[0026] 所述酚醛树脂胶粘剂中还加入酚醛树脂胶粘剂质量1‰-5‰的渗透剂和酚醛树脂

胶粘剂质量1‰-5‰的防霉剂。

[0027] 所述渗透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顺丁烯二酸二仲辛酯磺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

混合物。

[0028] 所述防霉剂为氨溶烷基胺铜(ACQ)、铬化砷酸铜(CCA)、酸性铬酸铜(ACC)中的一种

或几种的混合物。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0] 本发明是在竹材砍伐过程中不截断，直接在竹子中间部位加工成6-12米长的竹

条，简化了竹材加工流程，提高竹材综合利用率，避免竹材多处截断、加工锁扣等造成的竹

材损耗、加工复杂及锁扣连接处竹板材力学性能差等问题。本发明方法加工的竹集成材尺

寸是1.22米宽、6-12米长，20-70毫米厚。

[0031] 本发明的竹集成材可用于高速公路的护栏板及装备式的木竹建筑结构用材，由于

高速公路的护栏板是长期户外的，所以对于防腐、防霉的要求较高。

[0032] 本发明方法采用竹材深度炭化和胶层防腐、防霉联合处理的方法，其防腐、防霉效

果更加明显。使用本发明深度炭化及加入防腐、防霉剂处理的竹板材和未经过相关处理的

竹板材进行防霉对比实验，将两种不同工艺压制的竹板材用霉菌的混合孢子悬浮液喷雾接

种，置于温度20-25℃，相对湿度90％～95％条件下贮藏20天，之后检查竹板材的霉变情况，

结果显示：经过深度炭化及防霉处理的竹板材表面的霉变面积约为2％，未经过深度炭化及

防霉处理的竹板材的霉变面积约为20％，具有显著的防霉效果。

[0033] 本发明方法制备的竹集成材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其密度可达0.93g/cm3，弹性模

量可达12568MPa，静曲强度可达132MPa。

[0034] 在高速公路的护栏板用材上，能起到车辆撞击护栏起到缓冲的作用，起到以竹代

钢的效果；在木竹建筑结构用材上，可体现其长度长，强度高，可做大跨度的建筑结构用横

梁，起到以竹代木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整根长竹条(6米)深度炭化后原材料；

[0036] 图2为6米长竹条压完板后的成品竹集成材。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间的

任意组合。

[0038]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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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骤：

[0039] 一、长竹条制备：

[0040] 竹子采伐后，在竹子中心点的位置截取总长度为6-12米的竹筒，再将竹筒机械剖

解成若干长6-12米的竹条；

[0041] 二、长竹条第一次干燥：

[0042] 将步骤一得到的竹条进行第一次干燥，使竹条的含水率控制在6％-10％；

[0043] 三、长竹条炭化：

[0044] 将步骤二干燥后的竹条放入炭化罐内进行深度炭化；

[0045] 四、长竹条浸胶：

[0046] 将步骤三炭化后的竹条浸渍在酚醛树脂胶粘剂中；

[0047] 五、长竹条第二次干燥：

[0048] 将步骤四浸渍后的竹条进行第二次干燥，使竹条的含水率控制在8％-12％；

[0049] 六、长竹条组坯：

[0050] 将步骤五干燥后的竹条沿竹片厚度方向排列组坯，得到长竹板坯；

[0051] 七、长竹板坯热压：

[0052] 将长竹板坯通过热压机，沿竹片厚度方向加压成型。

[0053]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第一次

干燥是在干燥窑内进行，干燥的温度为70℃-90℃，干燥时间为3h-5h。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

一相同。

[0054] 第一次干燥是浸胶前的干燥，竹条的含水率要低一点，这样的话含水率梯度就会

大，浸胶量就会多。简单的说就是把竹条干燥的更干一定，这样吸收的胶水就会更多，形成

更多的胶钉，这样压制的竹集成板材的力学强度就会更大，吸收厚度膨胀率就会更小。

[0055]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三中所述炭化的

条件为：炭化温度150℃-200℃，炭化时间2h-5h。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56] 通过深度炭化可以把竹材的半纤维素降解成小分子的多糖类物质而排掉，这样竹

材中的霉菌就缺少生存必需的营养物质，从而起到防腐和防霉作用。

[0057]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述的浸渍

方式为：将竹条分两段浸渍，竹条的上半段浸渍完，沥干后倒过来，浸渍竹条的下半段，每段

浸渍时间为10min-30min。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58] 因为竹条长度较长，因此分两段浸胶，上半部浸胶完后，倒转过来浸下半部，确保

整根竹条都能浸到胶。

[0059]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五中所述的第二

次干燥是在干燥窑内进行，干燥的温度为50℃-70℃，干燥时间为2h-4h。其它与具体实施方

式一相同。

[0060] 第二次干燥是竹条浸渍完后的干燥，目的是去除浸渍在竹条中胶粘剂里的水分，

因为浸胶后竹条的含水率太高，会大大影响竹集成材的热压效果，板材的各项性能都会下

降；但第二次干燥的温度不宜过高，时间不宜过长是因为温度太高和时间太长会导致浸渍

在竹条上的酚醛树脂胶粘剂提前固化而影响胶合性能。

[0061]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七中所述热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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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面长8米-15米，热压温度为135℃-145℃，热压单位压力为1MPa-2MPa，热压时间为40min-

60min。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62]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述酚醛树

脂胶粘剂的固体含量为22％-28％。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63] 限定固体含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控制成本，酚醛树脂胶粘剂成本较高，没稀释

之前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固体含量在44％左右，而竹条的浸胶量较大，所以为控制成本要加

水稀释到一定程度；第二是控制板材强度，固体含量不能稀释的太低，二次干燥比较麻烦，

且酚醛树脂胶粘剂有效成分低，压制的竹集成板材的各项性能就会变差。所以，固体含量限

定在22％-28％，其成本及强度均可达到较好的效果。

[0064]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七不同的是：所述酚醛树脂胶粘剂

中还加入酚醛树脂胶粘剂质量1‰-5‰的渗透剂和酚醛树脂胶粘剂质量1‰-5‰的防霉剂。

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七相同。

[0065]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八不同的是：所述渗透剂为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顺丁烯二酸二仲辛酯磺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

八相同。

[0066]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八不同的是：所述防霉剂为氨溶烷

基胺铜(ACQ)、铬化砷酸铜(CCA)、酸性铬酸铜(ACC)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其它与具体

实施方式八相同。

[0067]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

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

施例。

[0068] 实施例1：

[0069] 本实施例整竹深度炭化长跨度竹集成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0] (1)竹子采伐后，在中心处做好标记，上下各取3米，截取总长度为6米的竹筒，再通

过机械剖解成长度6m，宽度2.5cm，厚度0.5cm的长竹条；

[0071] (2)将制备的长竹条放入70℃干燥窑内干燥3小时，干燥后检测其竹条含水率为

9.8％；

[0072] (3)干燥后的长竹条放入150℃炭化罐内处理2小时；

[0073] (4)炭化后的长竹条上下两头分别浸渍在固体含量为22％的酚醛树脂胶粘剂中10

分钟，加入1‰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渗透剂和1‰的氨溶烷基胺铜防霉剂；

[0074] (5)浸渍后的竹长条放入50℃干燥窑内干燥2小时，干燥后检测其竹条含水率为

11.6％；

[0075] (6)第二次干燥后的长竹条沿竹片厚度方向排列侧面组坯；

[0076] (7)长竹板坯放入8米长的热压机中，侧面加压，热压温度为135℃，热压单位压力

为1MPa，热压时间为40min。

[0077] 由此方法压制的整竹炭化竹板材检测其性能，包括密度0.92g/cm3，浸渍剥离率

0％，弹性模量12081MPa，静曲强度115MPa，霉变面积为4.8％。

[0078] 使用整竹制备的长跨度竹板材、使用卡扣连接制备的长跨度竹板材和常规尺寸

2.44米长的竹板材力学性能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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