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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1）竹子预处理、（2）一次干燥

处理、（3）二次干燥处理、（4）三次干燥处理。本发

明对竹子的干燥处理方法进行了特殊的改进处

理，有效降低了竹子的开裂率，大幅降低了竹子

内营养成分的含量，更利于其防虫防霉特性的提

升，干燥后竹子的综合使用品质更高，推广使用

价值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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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竹子预处理：

对新鲜砍伐的竹子进行去梢去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切段备用；

（2）一次干燥处理：

将步骤（1）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一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的功

率为18~22kW，完成后取出备用；

（3）二次干燥处理：

将步骤（2）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冷库中冷冻处理，控制冷冻的温度为-15~-20℃，冷冻

处理20~25min后取出，然后直接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二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的

功率为40~50kW，完成后备用；

（4）三次干燥处理：

当步骤（3）干燥处理完成后，将微波干燥炉的功率升至90~100kW，对竹子进行三次微波

干燥处理，完成后取出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

的一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33~3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

的冷库中的相对湿度为15~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

的二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18~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

的三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不大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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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柳编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竹子，又名竹。学名Bambusoideae（Bambusaceae或Bamboo），是禾本科的一个分支，

分布在亚热带地区，有低矮似草，又有高如大树。通常通过地下匍匐的根茎成片生长。也可

以通过开花结籽繁衍，其种子被称为竹米。为多年生植物。有一些种类的竹笋可以食用。为

高大、生长迅速的禾草类植物，茎为木质。分布于热带、亚热带至暖温带地区，东亚、东南亚

和印度洋及太平洋岛屿上分布最集中，种类也最多。我国人民历来喜爱竹子，中国也是世界

上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最早的国家。从竹子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精神文化形成中所产

生的巨大作用，竹子与中国诗歌书画和园林建设的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竹子与人民生活

的息息相关中不难看出，中国不愧被誉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0003] 竹子是现有柳编加工中常见的原材料之一，其对应的编织品在现代人们生活中较

为常见，如竹制篮子、簸箕、灯笼、茶杯垫、特殊的手工艺品等。而竹子在编织加工的过程中

必须进行干燥处理，不仅为了改善编织性能，同时还为了提升使用的寿命等。但竹子因自身

的特性导致干燥的过程中易发生开裂，从而影响了加工的成品率。对此人们对加工工艺进

行了不断的改进优化，申请号为：201510032854.2公开了一种竹子软化改性工艺，其中公开

了依次采用低、高、中功率的微波干燥处理方式，有效保证了干燥的效果，以及对竹子内营

养成分的去除效果。但上述方法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竹子的干燥开裂率仍较高，竹子

内可供霉、虫生长的营养物质的去除程度仍不高，竹子的干燥品质仍需进一步提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竹子预处理：

[0008] 对新鲜砍伐的竹子进行去梢去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切段备用；

[0009] （2）一次干燥处理：

[0010] 将步骤（1）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一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

的功率为18~22kW，完成后取出备用；

[0011] （3）二次干燥处理：

[0012] 将步骤（2）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冷库中冷冻处理，控制冷冻的温度为-15~-20℃，

冷冻处理20~25min后取出，然后直接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二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

波的功率为40~50kW，完成后备用；

[0013] （4）三次干燥处理：

[0014] 当步骤（3）干燥处理完成后，将微波干燥炉的功率升至90~100kW，对竹子进行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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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干燥处理，完成后取出即可。

[0015]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的一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33~37%。

[0016]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冷库中的相对湿度为15~20%。

[0017]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二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18~22%。

[0018] 进一步的，步骤（4）中所述的三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不大于8%。

[0019] 现有技术中（如申请号为：201510032854.2的一种竹子软化改性工艺）对竹子进行

干燥处理时仍会存在开裂率较高、营养物质去除率低、竹材青涩等刺激性物质成分消除不

佳等问题，对此本发明对现有的干燥处理工艺进行了合理的搭配优化，具体的以竹子含水

量为指标将其干燥处理分为三个阶段，新鲜竹子的含水量大概为60~70%，将新鲜竹子降至

水含量为33~37%期间设为第一个阶段，此时竹子散发水量较大，采用较低功率的微波进行

处理防止水分散失过快导致竹子表面产生裂纹、变形等缺陷，将竹子含量为33~37%降至水

含量为18~22%期间设为第二个阶段，此时竹子在干燥时弦向、径向收缩的差异最明显，对应

的干燥应力最强，采用高功率的微波虽然能快速的去除水分，并能对竹子纤维内的营养成

分进行消解，对竹子进行碳化，但更易引起竹子的开裂，本发明对此阶段的干燥工艺进行了

特殊的调整，先将竹子放入到冷库中进行冷冻处理，使得竹子内的水分凝固结晶，同时水分

结晶后体积膨胀对竹纤维细胞壁等组织进行了损害，提升了纤维的通透性，便于水分、刺激

性成分等的渗出，然后对其直接进行微波处理，此时微波处理的温度大于100℃，使得水分

直接升华，较大的温差提升了水分的变化程度，更利于水分的干燥，同时又促进了竹子内青

苦涩刺激性成分的渗出，同时低温改善了竹子干燥时弦向、径向收缩的差异程度，降低了开

裂率，将竹子含量为18~22%降至水含量不大于8%期间设为第三个阶段，在前两步工序的作

用下，竹子的渗透性提升，力学特性得到有效保留，此时利用高功率的微波进行干燥处理，

更利于竹子内水分的渗出，并且在水分较少的情况下，微波对于竹子内营养成分的损伤消

解效果更强，更利于竹子品质的改善。

[0020]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0021] 本发明对竹子的干燥处理方法进行了特殊的改进处理，有效降低了竹子的开裂

率，大幅降低了竹子内营养成分的含量，更利于其防虫防霉特性的提升，干燥后竹子的综合

使用品质更高，推广使用价值更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竹子预处理：

[0025] 对新鲜砍伐的竹子进行去梢去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切段备用；

[0026] （2）一次干燥处理：

[0027] 将步骤（1）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一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

的功率为18kW，完成后取出备用；

[0028] （3）二次干燥处理：

[0029] 将步骤（2）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冷库中冷冻处理，控制冷冻的温度为-15℃，冷冻

处理20min后取出，然后直接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二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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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0kW，完成后备用；

[0030] （4）三次干燥处理：

[0031] 当步骤（3）干燥处理完成后，将微波干燥炉的功率升至90kW，对竹子进行三次微波

干燥处理，完成后取出即可。

[0032]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的一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33~34%。

[0033]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冷库中的相对湿度为15~16%。

[0034]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二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18~19%。

[0035] 进一步的，步骤（4）中所述的三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不大于8%。

[0036] 实施例2

[0037] 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竹子预处理：

[0039] 对新鲜砍伐的竹子进行去梢去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切段备用；

[0040] （2）一次干燥处理：

[0041] 将步骤（1）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一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

的功率为20kW，完成后取出备用；

[0042] （3）二次干燥处理：

[0043] 将步骤（2）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冷库中冷冻处理，控制冷冻的温度为-18℃，冷冻

处理23min后取出，然后直接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二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的功率

为45kW，完成后备用；

[0044] （4）三次干燥处理：

[0045] 当步骤（3）干燥处理完成后，将微波干燥炉的功率升至95kW，对竹子进行三次微波

干燥处理，完成后取出即可。

[0046]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的一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35~36%。

[0047]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冷库中的相对湿度为17~18%。

[0048]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二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20~21%。

[0049] 进一步的，步骤（4）中所述的三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不大于7%。

[0050] 实施例3

[0051] 一种竹子高品质干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2] （1）竹子预处理：

[0053] 对新鲜砍伐的竹子进行去梢去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切段备用；

[0054] （2）一次干燥处理：

[0055] 将步骤（1）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一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

的功率为22kW，完成后取出备用；

[0056] （3）二次干燥处理：

[0057] 将步骤（2）处理后的竹子放入到冷库中冷冻处理，控制冷冻的温度为-20℃，冷冻

处理25min后取出，然后直接放入到微波干燥炉内进行二次微波干燥处理，控制微波的功率

为50kW，完成后备用；

[0058] （4）三次干燥处理：

[0059] 当步骤（3）干燥处理完成后，将微波干燥炉的功率升至100kW，对竹子进行三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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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干燥处理，完成后取出即可。

[0060]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的一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36~37%。

[0061]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冷库中的相对湿度为19~20%。

[0062]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的二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为21~22%。

[0063] 进一步的，步骤（4）中所述的三次微波干燥处理后的竹子的水含量不大于7%。

[0064] 对比实施例1

[0065] 本对比实施例1与实施例2相比，省去步骤（3）二次干燥处理中的冷冻处理操作，除

此外的方法步骤均相同。

[0066] 对比实施例2

[0067] 本对比实施例2与实施例2相比，将步骤（3）二次干燥处理和步骤（4）三次干燥处理

的微波干燥炉的处理功率进行调换，除此外的方法步骤均相同。

[0068] 对比实施例3

[0069] 本对比实施例3与实施例2相比，省去步骤（3）二次干燥处理中的冷冻处理操作，并

将步骤（3）二次干燥处理和步骤（4）三次干燥处理的微波干燥炉的处理功率进行调换，除此

外的方法步骤均相同。

[0070] 对照组

[0071] 现有的竹子干燥处理方法，具体为申请号为：201510032854.2的一种竹子软化改

性工艺中的干燥处理方法。

[0072] 为了对比本发明效果，对同一批采收的新鲜竹子分别用上述实施例2、对比实施例

1、对比实施例2、对比实施例3、对照组所述的方法进行干燥处理，完成后对各组处理后的竹

子进行品质性能统计，具体对比数据如下表1所示：

[0073] 表1

[0074]   干燥开裂率（%） 灰分含量（%）

实施例2 1.0 0.46

对比实施例1 2.4 0.61

对比实施例2 1.9 0.73

对比实施例3 3.0 0.88

对照组 3.4 0.94

[0075] 由上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干燥处理方法能有效的降低竹子的开裂率，同时还能减

少灰分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消除了虫菌生长的物质条件，增强了竹子的耐霉耐虫蛀特性，综

合品质较好，极具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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