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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ed wood laminate flooring manufacturing method comprising the following: using a
wood veneer layer (2) as the top layer, adhering on the wood veneer layer (2) a wear layer (1), and pressing on the bottom surface
of the wood veneer layer (2) a layer of glue-soaked paper (3), so as to accentuate the clear and natural wood lines on the wood ve
neer layer (2); using a high density board (4) as a base board layer, and adhering on the bottom surface thereof a balancing layer
(5); stacking the wood veneer layer (1), the wear layer (2), the glue-soaked paper (3), the base board layer (4), and the balancing
layer (5); heat pressing with a heat press at a temperature between 170 and 1 0°C, at a pressure between 16 and 22 Mpa, and for
20 to 50s. Corresponding tongues and grooves are provided on the four lateral faces of the manufactured flo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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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丄艺，包括以下歩骤： 用木皮层 （2) 作为上表层，木皮层 （2) 上粘接有

，在木皮层 2 表而压制有一层浸胶纸 （3) ，以衬托木皮层 ( 2 h淸晰的大然木质纹路；采用高

密度板 （4 ) 作为基板层，在基板层下表面粘接平衡层 （5 ) ；耐磨层 （1 ) 、木皮层 （2) 、浸胶纸 （3 ) 、基板层

(4) 和平衡层 （5) 叠放，用热压机在 1 7 0 (：〜 1 9 0 C温度， 1 M p a 〜 2 2 M p a 的压力条件下进行热压，

并保压 2 0 S 〜 ； 0 s ; 在制作的地板 四侧面上部设有对应榫和槽 。



一种新型环保 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

本申请要求于 2010 年 7 月 1 日提交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号为

201010215063.0 、发明名称为"一种新型环保 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的中

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建筑地板生产方法，具体为一种新型的环保复合强化地板生产

工艺。

背景技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越来越追求贴近于大 自然的生活环

境，在建筑装饰等方面追求一种 自然的真实美，正因为这个原 因，在地面装饰

上主要趋向于选择优质的实木地板 ，这无疑导致 了地球上森林资源的急剧减

少，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并进一步影响了人类 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纯实木

地板存在易变形、耐磨性差、需要龙骨夹板、安装复杂等缺点；目前市场上也

出现 了不少类型的强化木地板，但是这种强化木地板缺乏实木真实 自然质感的

特点。

发明内容

本发 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新型环保 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

工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的缺点。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 1 )、采用木皮层作为上表层，木皮层上粘接有耐磨层，在木皮层下表面

压制有一层浸胶纸，浸胶纸可以浸染成不同的颜 色，以衬托木皮层上清晰的天

然木质纹路，形成多种 自然美观的条纹，将所述的木皮层、耐磨层、浸胶纸从

上而下依次层叠。

( 2 )、采用高密度板作为基板层，高密度板的厚度为 6mm~20mm, 在基

板层下表面粘接平衡层。



( 3 )、将步骤 （1 ) 制作的叠层和步骤 （2 ) 制作的叠层上下叠放，用热压

机热压在 170 °C~190 °C温度，16Mpa~22Mpa 的压力条件下进行，并保压 20s

~50s, 地板初步成型。

( 4 )、将步骤 （3 ) 制作的地板四侧面上部设有对应榫和槽，所述的榫和

槽可以将其拼接起来。

在本发明中，所述木皮层为实木质，厚度为 0.05mm~0.3mm, 呈半透明状。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浸胶纸为一种胶制纸，具有不同深浅颜 色。

在本发明中，所述高密度板为纤维板。

在本发明中，用热压机热压的最佳条件为：175 °C温度，20Mpa 的压力，

并保压 30s。
有益效果：

本发明制造工艺筒单，制作的地板，既有实木地板的美观和质感，又有强

化地板的结实耐用，节约了大量的实木资源，有助于环境保护。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制造的地板剖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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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结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实施例 1

参见图 1, 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采用木皮层 2 作为上表层，木皮层 2 上粘接有耐磨层 1, 木皮层 2 厚度为

0.1mm, 呈半透明状，在木皮层 2 下表面压制有一层浸胶纸 3 , 浸胶纸 3 浸染

所需要的黄色，与木皮层上天然木质纹路结合，形成 自然美观的清晰条纹；采

用纤维板 4 作为基板层，纤维板的厚度为 12mm, 在基板层下表面粘接平衡层

5 进行叠合；将上述制作的上表层和基板层叠合在一起，用热压机热压在 175 °C

温度，20Mpa 的压力条件下进行，并保压 30s。将制作的地板四侧面上部设有
对应榫和槽，所述的榫和槽可以将其拼接起来。

实施例 2

参见图 1, 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采用木皮层 2 作为上表层，木皮层 2 上粘接有耐磨层 1, 木皮层 2 厚度为



0.2mm, 呈半透明状，在木皮层 2 下表面压制有一层浸胶纸 3 , 浸胶纸 3 浸染

所需要的淡绿色，与木皮层上天然木质纹路结合，形成 自然美观的条纹；采用

纤维板 4 作为基板层，纤维板的厚度为 15mm, 在基板层下表面粘接平衡层 5

进行叠合；将上述制作的上表层和基板层叠合在一起，用热压机热压在 190 °C

温度，22Mpa 的压力条件下进行，并保压 50s。将制作的地板四侧面上部设有
对应榫和槽，所述的榫和槽可以将其拼接起来。

实施例 3

参见图 1, 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采用木皮层 2 作为上表层，木皮层 2 上粘接有耐磨层 1, 木皮层 2 厚度为

0.3mm, 呈半透明状，在木皮层 2 下表面压制有一层浸胶纸 3 , 浸胶纸 3 浸染

所需要的淡绿色，与木皮层上天然木质纹路结合，形成 自然美观的条纹；采用

纤维板 4 作为基板层，纤维板的厚度为 15mm, 在基板层下表面粘接平衡层 5

进行叠合；将上述制作的上表层和基板层叠合在一起，用热压机热压在 170 °C

温度，16Mpa 的压力条件下进行，并保压 20s。将制作的地板四侧面上部设有

对应榫和槽，所述的榫和槽可以将其拼接起来。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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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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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 1 )、采用木皮层作为上表层，木皮层上粘接有耐磨层，在木皮层下表面

压制有一层浸胶纸，以衬托木皮层上清晰的天然木质纹路，将所述的木皮层、

耐磨层、浸胶纸从上而下依次层叠；

( 2 )、采用高密度板作为基板层，高密度板的厚度为 6mm~20mm, 在基

板层下表面粘接平衡层；

( 3 )、将步骤 （1 ) 制作的叠层和步骤 （2 ) 制作的叠层上下叠放，用热压

机热压在 170 °C~190 °C温度，16Mpa~22Mpa 的压力条件下进行，并保压 20s

~50s, 地板初步成型；

( 4 )、将步骤 （3 ) 制作的地板四侧面上部设有对应榫和槽，所述的榫和

槽可以将其拼接起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 ) 中用热压机热压的最佳条件为：175 °C温度，20Mpa

的压力，并保压 30s。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浸胶纸为胶制纸，具有不同深浅颜 色。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实木复合强化地板生产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木皮层厚度为 0.05mm~0.3mm, 呈半透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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