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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1）取干核桃壳若干 ，
放入研磨机内研磨成核桃粉，研磨的核桃粉颗粒直径在0 .08 ~
0 .13毫米之间；
（2）在核桃粉中放入过氧化氢溶液，
将深褐色的核桃粉脱色至浅褐色，
按质量组份计核
桃粉与过氧化氢溶液的配比为：
核桃2~4份，
过氧化氢溶液1~3份，
脱色时间为60~80分钟，
脱
色完成后对核桃粉冲洗过滤，
去除过氧化氢溶液；
（3）将植物胶放入脱色完成的核桃粉中搅拌均匀制成着色剂，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粉与
植物胶的配比为：
核桃粉1~3份，
植物胶3~4份；
（4）制作厚度为2毫米的若干装饰板，
装饰板一面绘制装饰图案，
装饰板的数量由沙发
立面的数量决定，
每个装饰板应能够将对应的沙发立面完全覆盖；
（5）将装饰板四周围起，
将步骤（3）中制成的着色剂均匀浇筑至装饰板带有装饰图案的
一面，
着色剂凝固后形成的着色层厚度为1~2毫米；
（6）在装饰板无装饰图案的一面放置硅胶垫，
硅胶垫的厚度为1 ~ 2毫米，
硅胶垫的面积
小于装饰板的面积，
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
使硅胶垫与装饰板粘合，
然后将装饰板带有
硅胶垫的一面贴合在沙发表面，
使硅胶垫与沙发粘合；
（7）需要更换装饰板时，
使用薄钢片慢慢剔除装饰板与沙发结合处的硅胶，
待装饰板从
沙发上取下后，
使用砂纸将沙发表面残留的硅胶打磨干净。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6）中硅胶垫为圆形。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1）中研磨核桃壳时加入若干玻璃块，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壳与玻璃块的配比为：
核桃壳8~10
份，
玻璃块1~2份。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6）中将装饰板贴合至沙发表面后，
人工按压装饰板10~15秒。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6）中喷火枪表面加装喷头，
喷头上设置多个出焰口。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6）中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时，
使用挡板维护在硅胶垫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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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沙发加工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人们喜爱购买一些复古做旧风格的家具，
以提升住所的典雅气质，
陶冶情操，
家具生产企业也迎合消费者的这种需求，
生产一些做旧处理的家具，
使家具呈现陈旧的风
格，
做旧的处理方法不同，
家具的复古风格也会不同，
常用的做旧方法为浸泡、烟熏和涂刷
香料等，
这样处理的家具生产成型后，
家具的复古风格就被固定下来无法改变，
用户长时间
使用后产生审美疲劳，
使复古家具失去了原本存在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以解决上述技术问
题。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取干核桃壳若干，
放入研磨机内研磨成核桃粉，
研磨的核桃粉颗粒直径在0 .08
～0 ,13毫米之间；
[0007]
(2)在核桃粉中放入过氧化氢溶液，
将深褐色的核桃粉脱色至浅褐色，
按质量组份
计核桃粉与过氧化氢溶液的配比为：
核桃2～4份，
过氧化氢溶液1～3份，
脱色时间为60～80
分钟，
脱色完成后对核桃粉冲洗过滤，
去除过氧化氢溶液；
[0008]
(3)将植物胶放入脱色完成的核桃粉中搅拌均匀制成着色剂，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
粉与植物胶的配比为：
核桃粉1～3份，
植物胶3～4份；
[0009]
(4)制作厚度为2毫米的若干装饰板，
装饰板一面绘制装饰图案，
装饰板的数量由
沙发立面的数量决定，
每个装饰板应能够将对应的沙发立面完全覆盖；
[0010]
(5)将装饰板四周围起，
将步骤(3)中制成的着色剂均匀浇筑至装饰板带有装饰图
案的一面，
着色剂凝固后形成的着色层厚度为1～2毫米；
[0011]
(6)在装饰板无装饰图案的一面放置硅胶垫，
硅胶垫的厚度为1～2毫米，
硅胶垫的
面积小于装饰板的面积，
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
使硅胶垫与装饰板粘合，
然后将装饰板
带有硅胶垫的一面贴合在沙发表面，
使硅胶垫与沙发粘合；
[0012]
(7)需要更换装饰板时，
使用薄钢片慢慢剔除装饰板与沙发结合处的硅胶，
待装饰
板从沙发上取下后，
使用砂纸将沙发表面残留的硅胶打磨干净。
[0013] 优选的，
所述步骤(6)中硅胶垫为圆形。
[0014] 优选的，
所述步骤(1)中研磨核桃壳时加入若干玻璃块，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壳与玻
璃块的配比为：
核桃壳8～10份，
玻璃块1～2份。加入玻璃块可以增加沙发的光泽度。
[0015] 优选的，
所述步骤(6)中将装饰板贴合至沙发表面后，
人工按压装饰板10～15秒。
[0016] 优选的，
所述步骤(6)中喷火枪表面加装喷头，
喷头上设置多个出焰口。设置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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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焰口可以扩大火焰喷射范围，
避免火焰集中导致沙发因高温而损坏。
[0017] 优选的 ，
所述步骤(6)中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时 ，
使用挡板维护在硅胶垫周
围。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通过在木质沙发上安装做旧处理的装饰板，
在不破坏木材表面的情况下，
使木质沙发呈现出做旧风格，
并且通过更换装饰板，
可以改变沙发的做旧风格，
解决了浸
泡、烟熏和涂刷香料等做旧方法处理的家具生产成型后，
家具的复古风格就被固定下来无
法改变的缺点，
克服了无法改变做旧风格的家具，
在用户长时间使用后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的缺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
创作特征、
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
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例，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但下述实施例仅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并非全部。
基于实施方式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其它实
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下述实施例中的实验方法，
如无特殊说明，
均为常规方法，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
试剂等，
如无特殊说明，
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21] 取三件木质沙发安装装饰板，
装饰板按本发明记载的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
法处理，
三件沙发分别标记为沙发一、
沙发二、
沙发三。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取干核桃壳若干，
放入研磨机内研磨成核桃粉，
研磨的核桃粉颗粒直径在0 .08
毫米；
[0025]
(2)在核桃粉中放入过氧化氢溶液，
将深褐色的核桃粉脱色至浅褐色，
按质量组份
计核桃粉与过氧化氢溶液的配比为：
核桃2份，
过氧化氢溶液1份，
脱色时间为60分钟，
脱色
完成后对核桃粉冲洗过滤，
去除过氧化氢溶液；
[0026]
(3)将植物胶放入脱色完成的核桃粉中搅拌均匀制成着色剂，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
粉与植物胶的配比为：
核桃粉1份，
植物胶3份；
[0027]
(4)制作厚度为2毫米的若干装饰板，
装饰板一面绘制装饰图案，
装饰板的数量由
沙发一立面的数量决定，
每个装饰板应能够将对应的沙发一立面完全覆盖；
[0028]
(5)将装饰板四周围起，
将步骤(3)中制成的着色剂均匀浇筑至装饰板带有装饰图
案的一面，
着色剂凝固后形成的着色层厚度为1～2毫米；
[0029]
(6)在装饰板无装饰图案的一面放置硅胶垫，
硅胶垫的厚度为1～2毫米，
硅胶垫的
面积小于装饰板的面积，
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
使硅胶垫与装饰板粘合，
然后将装饰板
带有硅胶垫的一面贴合在沙发一表面，
使硅胶垫与沙发一粘合；
[0030]
(7)需要更换装饰板时，
使用薄钢片慢慢剔除装饰板与沙发一结合处的硅胶，
待装
饰板从沙发一上取下后，
使用砂纸将沙发一表面残留的硅胶打磨干净。
[0031] 步骤(6)中硅胶垫为圆形。
[0032] 步骤(1)中研磨核桃壳时加入若干玻璃块，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壳与玻璃块的配比
为：
核桃壳8份，
玻璃块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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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中将装饰板贴合至沙发一表面后，
人工按压装饰板10秒。
[0034] 步骤(6)中喷火枪表面加装喷头，
喷头上设置多个出焰口。
[0035] 步骤(6)中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时，
使用挡板维护在硅胶垫周围。
[0036] 生产完成的装饰板呈浅褐色，
与自然陈旧的沙发颜色风格相似，
装饰板与沙发一
贴合紧密，
将装饰板取下用时3分27秒，
经打磨后沙发一表面无硅胶残留。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39]
(1)取干核桃壳若干，
放入研磨机内研磨成核桃粉，
研磨的核桃粉颗粒直径在0 .1
毫米；
[0040]
(2)在核桃粉中放入过氧化氢溶液，
将深褐色的核桃粉脱色至浅褐色，
按质量组份
计核桃粉与过氧化氢溶液的配比为：
核桃3份，
过氧化氢溶液2份，
脱色时间为70分钟，
脱色
完成后对核桃粉冲洗过滤，
去除过氧化氢溶液；
[0041]
(3)将植物胶放入脱色完成的核桃粉中搅拌均匀制成着色剂，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
粉与植物胶的配比为：
核桃粉2份，
植物胶4份；
[0042]
(4)制作厚度为2毫米的若干装饰板，
装饰板一面绘制装饰图案，
装饰板的数量由
沙发二立面的数量决定，
每个装饰板应能够将对应的沙发二立面完全覆盖；
[0043]
(5)将装饰板四周围起，
将步骤(3)中制成的着色剂均匀浇筑至装饰板带有装饰图
案的一面，
着色剂凝固后形成的着色层厚度为1～2毫米；
[0044]
(6)在装饰板无装饰图案的一面放置硅胶垫，
硅胶垫的厚度为1～2毫米，
硅胶垫的
面积小于装饰板的面积，
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
使硅胶垫与装饰板粘合，
然后将装饰板
带有硅胶垫的一面贴合在沙发二表面，
使硅胶垫与沙发二粘合；
[0045]
(7)需要更换装饰板时，
使用薄钢片慢慢剔除装饰板与沙发二结合处的硅胶，
待装
饰板从沙发二上取下后，
使用砂纸将沙发二表面残留的硅胶打磨干净。
[0046] 步骤(6)中硅胶垫为圆形。
[0047] 步骤(1)中研磨核桃壳时加入若干玻璃块，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壳与玻璃块的配比
为：
核桃壳9份，
玻璃块2份。
[0048] 步骤(6)中将装饰板贴合至沙发二表面后，
人工按压装饰板12秒。
[0049] 步骤(6)中喷火枪表面加装喷头，
喷头上设置多个出焰口。
[0050] 步骤(6)中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时，
使用挡板维护在硅胶垫周围。
[0051] 生产完成的装饰板呈浅褐色，
与自然陈旧的沙发二颜色风格相似，
装饰板与沙发
贴合紧密，
将装饰板取下用时3分11秒，
经打磨后沙发二表面无硅胶残留。
[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木质复古沙发装饰板加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54]
(1)取干核桃壳若干，
放入研磨机内研磨成核桃粉，
研磨的核桃粉颗粒直径在0 .13
毫米；
[0055]
(2)在核桃粉中放入过氧化氢溶液，
将深褐色的核桃粉脱色至浅褐色，
按质量组份
计核桃粉与过氧化氢溶液的配比为：
核桃4份，
过氧化氢溶液3份，
脱色时间为80分钟，
脱色
完成后对核桃粉冲洗过滤，
去除过氧化氢溶液；
[0056]
(3)将植物胶放入脱色完成的核桃粉中搅拌均匀制成着色剂，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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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与植物胶的配比为：
核桃粉3份，
植物胶4份；
[0057]
(4)制作厚度为2毫米的若干装饰板，
装饰板一面绘制装饰图案，
装饰板的数量由
沙发三立面的数量决定，
每个装饰板应能够将对应的沙发三立面完全覆盖；
[0058]
(5)将装饰板四周围起，
将步骤(3)中制成的着色剂均匀浇筑至装饰板带有装饰图
案的一面，
着色剂凝固后形成的着色层厚度为1～2毫米；
[0059]
(6)在装饰板无装饰图案的一面放置硅胶垫，
硅胶垫的厚度为1～2毫米，
硅胶垫的
面积小于装饰板的面积，
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
使硅胶垫与装饰板粘合，
然后将装饰板
带有硅胶垫的一面贴合在沙发三表面，
使硅胶垫与沙发三粘合；
[0060]
(7)需要更换装饰板时，
使用薄钢片慢慢剔除装饰板与沙发三结合处的硅胶，
待装
饰板从沙发三上取下后，
使用砂纸将沙发三表面残留的硅胶打磨干净。
[0061] 步骤(6)中硅胶垫为圆形。
[0062] 步骤(1)中研磨核桃壳时加入若干玻璃块，
按质量组份计核桃壳与玻璃块的配比
为：
核桃壳10份，
玻璃块2份。
[0063] 步骤(6)中将装饰板贴合至沙发三表面后，
人工按压装饰板15秒。
[0064] 步骤(6)中喷火枪表面加装喷头，
喷头上设置多个出焰口。
[0065] 步骤(6)中使用喷火枪对硅胶垫加热时，
使用挡板维护在硅胶垫周围。
[0066] 生产完成的装饰板呈浅褐色，
与自然陈旧的沙发颜色风格相似，
装饰板与沙发三
贴合紧密，
将装饰板取下用时3分30秒，
经打磨后沙发三表面无硅胶残留。
[006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
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
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仅为本发明
的优选例，
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
变化和改进，
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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