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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

生产工艺，其工艺步骤包括有：首先将选取的竹

材进行刨花，干燥竹质刨花；制备用于竹屑刨花

的胶水；对竹质刨花施胶；将表层刨花与芯层刨

花分别铺装制作板坯；再对板坯组合进行热压成

型制得复合板材。从上胶难的问题出发，充分降

低竹屑刨花的含水率，改变胶水配方提高胶水固

含量等，提高产品的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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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工艺步骤包括有：

S1：干燥竹质刨花，将竹质刨花送入单通道内进行干燥，转速为1.9-2 .4r/s，温度为

200-225℃,使竹质刨花干燥后的含水率不超过3％；

S2：制胶步骤，

步骤1、往容器中投入适量的甲醛，加30％浓度的液碱，调节PH值至8.0-8.8，先后加入

适量尿素、三聚氰胺，得PH值≥8.0的混合物；

步骤2、自尿素加入完毕开始计时，先升温至70℃后，在40-50min内再升温至90±2℃，

再保温30min；

步骤3、降温至86℃，并加入20％浓度的甲酸，调节PH值至4.35-5.50，调酸时间控制在

30-50min；

步骤4、继续反应50-70min，反应温度控制在90±2℃，当粘度达到19-24秒，加30％浓度

的液碱，调节PH值至6.6-6.8，再加入尿素；

步骤5、继续反应5min后检测PH值是否在6.3-6.35，PH值低于6.35补加30％浓度液碱调

节PH值至6.3-6.35；

步骤6、调节反应温度为88±2℃，当粘度达到19-25秒时，加浓度为30％的液碱，调PH值

至7.5-8.5；

步骤7、降温至75-80℃，加入三聚氰胺、尿素，检测PH值是否高于7.2，若PH值低于7.2，

则加30％浓度液碱调节，然后降温至37℃，调节PH值至8.5-9.5，若PH值低于8.5则补加30％

浓度的液碱进行调节；若PH值高于9.5则补加20％浓度的甲酸进行调节，出胶；

S3：对竹质刨花施胶，将步骤S2中制备的胶水、防霉剂、防水剂、石蜡、水、固化剂分别与

表层刨花和芯层刨花混合；

S4：铺装板坯，将步骤S3准备的表层混合物和芯层混合物分次送入铺装机中，制备出相

应的表层板坯和芯层板坯；

S5，热压成型，将板坯按照两层表层板坯和一层芯层板坯的组合方式进行热压制得复

合板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干燥

之前需要将竹材用削片机打碎再经过锤刨机锤刨，制得厚度为0.5-1.2mm竹屑刨花；而厚度

不在此范围内的竹屑刨花再利用环式刨片机再次制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干燥

之后，需要对竹屑刨花进行筛分，其中选用为表层刨花；选用为芯层刨花；另外过大的竹屑

刨花输送至打磨机，再次打磨重新投入生产；细小粉尘料则送入热能中心燃烧。

4.如权利要求3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筛分之后利用杂质

较轻的特质进行风选，分离杂质与刨花。

5.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

的三聚氰胺为改性三聚氰胺，所述改性三聚氰胺的由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1)称

取20kg岩藻多糖与30kg古罗甘露聚多糖于容器中，加入700-800kg水，再加入20kg丙酸，在

70-77℃条件下保温6-8h，冷却、过滤后得混合物；2)取该混合物500-600kg，加入70-75kg硼

酸，加热至60-70℃，搅拌使硼酸全部溶解，得三聚氰胺改性液；3)再将三聚氰胺改性液加入

三聚氰胺中，按每吨三聚氰胺添加三聚氰胺改性液15-20kg，充分搅拌均匀，制备改性三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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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

的尿素为改性尿素，所述改性尿素的由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1)、将水24份，丙醛

为18份，加入反应装置进行搅拌；2)、再加入氢氧化钠固体进行pH值调节至9，进行搅拌升温

至50-60℃，再将尿素50份，加入反应装置中；3)、搅拌60分钟后，加入二乙二醇二乙醚8-12

份，己内酰胺2-4份，继续搅拌；4)、继续升温至80-90℃，继续控制搅拌反应，保持温度，转速

控制在400-650r/min；5)、自然降温，边降温边搅拌，降温至40℃以下，过滤出料，即制得改

性尿素。

7.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的步骤6

中，调节反应温度后，检测混合物30℃粘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为了减少

由于分层、鼓泡而引起的废品率，施胶后的含水率不超过10％。

9.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的施胶过

程中，表层胶水用量为40L/m3,芯层胶水用量为55L/m3，表层防霉剂用量为0.07Kg/m3,芯层

防霉剂用量为0.11Kg/m3，表层防水剂用量为3.9L/m3，芯层石蜡用量为1.59L/m3，表层水用

量4L/m3，表层固化剂用量为1.2L/m3，芯层固化剂用量为1.8L/m3。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热压温

度为210-220℃，热压压力为1.5-3.5MPa；热压成型后，依次再对板材进行冷却堆垛、储运、

砂光锯切，制备成符合规格尺寸可以进行包装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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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人造板生产工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

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防潮超E0人造板是人造板行业中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个板种，目前行业内只有防

潮超E0木质刨花板，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属于行业难题，虽然竹刨花板的生产工艺看起来

和木质刨花板差不多，但由于竹屑表面光滑难上胶，因而一直难以被有效利用，只有极少数

生产线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生产少量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

[0003] 由上可知，现有技术难度主要在上胶难，难以让竹屑与胶水充分混合，保证粘接效

果。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

生产工艺，从上胶难的问题出发，充分降低竹屑刨花的含水率，改变胶水配方提高胶水固含

量等，提高产品的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

[0005]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工

艺步骤包括有：

[0006] 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工艺步骤包括有：

[0007] S1：干燥竹质刨花，将竹质刨花送入单通道内进行干燥，转速为1.9-2.4r/s，温度

为200-225℃,使竹质刨花干燥后的含水率不超过3％；

[0008] S2：制胶步骤，

[0009] 步骤1、往容器中投入甲醛，加30％浓度的液碱，调节PH值至8.0-8.8，先后加入尿

素、三聚氰胺，得PH值≥8.0的混合物；

[0010] 步骤2、自尿素加入完毕开始计时，先升温至70℃后，在40-50min内再升温至90±2

℃，再保温30min；

[0011] 步骤3、降温至86℃，并加入20％浓度的甲酸，调节PH值至4.35-5.50，调酸时间控

制在30-50min；

[0012] 步骤4、继续反应50-70min，反应温度控制在90±2℃，当粘度达到19-24秒，加30％

浓度的液碱，调节PH值至6.6-6.8，再加入尿素；

[0013] 步骤5、继续反应5min后检测PH值是否在6.3-6.35，PH值低于6.35补加30％浓度液

碱调节PH值至6.3-6.35；

[0014] 步骤6、调节反应温度为88±2℃，当粘度达到19-25秒时，加浓度为30％的液碱，调

PH值至7.5-8.5；

[0015] 步骤7、降温至75-80℃，加入三聚氰胺、尿素，检测PH值是否高于7.2，若PH值低于

7.2，则加30％浓度液碱调节，然后降温至37℃，调节PH值至8.5-9.5，若PH值低于8.5则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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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浓度的液碱进行调节；若PH值高于9.5则补加20％浓度的甲酸进行调节，出胶；

[0016] S3：对竹质刨花施胶，将步骤S2中制备的胶水、防霉剂、防水剂、石蜡、水、固化剂分

别与表层刨花和芯层刨花混合；

[0017] S4：铺装板坯，将步骤S3准备的表层混合物和芯层混合物分次送入铺装机中，制备

出相应的表层板坯和芯层板坯；

[0018] S5，热压成型，将板坯按照两层表层板坯和一层芯层板坯的组合方式进行热压制

得复合板材。

[0019]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

干燥之前需要将竹材用削片机打碎再经过锤刨机锤刨，制得厚度为0.5-1.2mm竹屑刨花；而

厚度不在此范围内的竹屑刨花再利用环式刨片机再次制备。

[002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步骤S1干燥之后，需要对竹屑刨花进行筛分，其中选用

为表层刨花；选用为芯层刨花；另外过大的竹屑刨花输送至打磨机，再次打磨重新投入生

产；细小粉尘料则送入热能中心燃烧。

[002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筛分之后利用杂质较轻的特质进行风选，分离杂质与刨花。

[002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S2中，所述的三聚氰胺为改性三聚氰胺，所述改性三聚

氰胺的由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1)称取20kg岩藻多糖与30kg古罗甘露聚多糖于容

器中，加入700-800kg水，再加入20kg丙酸，在70-77℃条件下保温6-8h，冷却、过滤后得混合

物；2)取该混合物500-600kg，加入70-75kg硼酸，加热至60-70℃，搅拌使硼酸全部溶解，得

三聚氰胺改性液；3)再将三聚氰胺改性液加入三聚氰胺中，按每吨三聚氰胺添加三聚氰胺

改性液15-20kg，充分搅拌均匀，制备改性三聚氰胺。

[002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的尿素为改性尿素，所述改性尿素的由

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1)、将水24份，丙醛为18份，加入反应装置进行搅拌；2)、再

加入氢氧化钠固体进行pH值调节至9，进行搅拌升温至50-60℃，再将尿素50份，加入反应装

置中；3)、搅拌60分钟后，加入二乙二醇二乙醚8-12份，己内酰胺2-4份，继续搅拌；4)、继续

升温至80-90℃，继续控制搅拌反应，保持温度，转速控制在400-650r/min；5)、自然降温，边

降温边搅拌，降温至40℃以下，过滤出料，即制得改性尿素。

[002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S2的步骤6中，调节反应温度后，检测混合物30℃粘度。

[002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S3为了减少由于分层、鼓泡而引起的废品率，施胶后的

含水率不超过10％。

[002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步骤S3的施胶过程中，表层胶水用量为40L/m3,芯层胶

水用量为55L/m3，表层防霉剂用量为0.07Kg/m3,芯层防霉剂用量为0.11Kg/m3，表层防水剂

用量为3.9L/m3，芯层石蜡用量为1.59L/m3，表层水用量4L/m3，表层固化剂用量为1.2L/m3，

芯层固化剂用量为1.8L/m3。

[002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S4表层板坯采用气流铺装，芯层板坯采用机械铺装。

[002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S4铺装板坯后，需要对板坯进行预压成型，使板坯在

热压前具备初始强度。

[002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5热压温度为210-220℃，热压压力为1.5-3.5MPa；热

压成型后，依次再对板材进行冷却堆垛、储运、砂光锯切，制备成符合规格尺寸可以进行包

装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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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相比现有技术，实施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1] 本发明所述的防潮超E0人造板是人造板的生产工艺，从竹刨花板上胶难的问题出

发，通过充分降低竹屑刨花的含水率，改善胶水配方与制胶工艺，使竹屑与胶水充分混合，

在特定的热压工艺进行热压等方法，提高产品的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使所制得的防潮超

E0竹屑刨花板具有优异的内结合强度与静曲强度，确保了竹屑与胶水的良好粘接效果，具

有优异防潮效果的同时甲醛含量释放标准还可达到E0级环保标准，该方法可提高竹屑刨花

板的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所述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

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

例。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

[0036] S1：干燥之前需要将竹材用削片机打碎再经过锤刨机锤刨，制得厚度为0.5-1.2mm

竹屑刨花；而厚度不在此范围内的竹屑刨花再利用环式刨片机再次制备；干燥竹质刨花，将

竹质刨花送入单通道内进行干燥，转速为1.9r/s，温度为200℃，使干燥后的竹质刨花含水

率不超过3％；干燥之后，对竹屑刨花进行筛分；其中选用为表层刨花；选用为芯层刨花；另

外过大的竹屑刨花输送至打磨机，再次打磨重新投入生产；细小粉尘料则送入热能中心燃

烧；筛分之后利用杂质较轻的特质进行风选，分离杂质与刨花；

[0037] S2：制胶步骤，

[0038] 步骤1、往容器中投入17500kg甲醛，加质量百分浓度为30％的液碱，所述液碱为氢

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8.0，先后加入尿素和三聚氰胺，得PH值≥8.0的混合物；

[0039] 步骤2、自尿素加入完毕开始计时，先升温至70℃后，在40min内再升温至90℃，再

保温30min；

[0040] 步骤3、降温至86℃，并加入20％浓度的甲酸，调节PH值至4.35，调酸时间控制在

30min；

[0041] 步骤4、继续反应50-70min，反应温度控制在90℃，当粘度达到19秒，加30％浓度的

液碱，调节PH值至6.6，再加入尿素；

[0042] 步骤5、继续反应5min后检测PH值是否在6.3，PH值低于6.35补加液碱调节PH值至

6.3，以PH值每低于0.1加入1升液碱进行补充，例如：PH6.05，那么补入3升液碱；

[0043] 步骤6、调节反应温度为88±2℃，当粘度达到19秒时，加浓度为30％的液碱，调PH

值至7.5；

[0044] 步骤7、降温至75℃，加入三聚氰胺、尿素，检测PH值是否高于7.2，若PH值低于7.2，

则加30％浓度液碱调节，然后降温至37℃，调节PH值至8.5，若PH值低于8.5则补加30％浓度

的液碱进行调节；若PH值高于9.5则补加20％浓度的甲酸进行调节，出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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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上述步骤中合计加入有16175kg尿素和1400kg三聚氰胺。

[0046] S3：对竹质刨花施胶，将步骤S2中制备的胶水、防霉剂、防水剂、石蜡、水、固化剂分

别与表层刨花和芯层刨花混合；为了减少由于分层、鼓泡而引起的废品率，施胶后的含水率

不超过10％；其中施胶过程中，表层胶水用量为40L/m3,芯层胶水用量为55L/m3，表层防霉剂

用量为0.07Kg/m3,芯层防霉剂用量为0.11Kg/m3，表层防水剂用量为3.9L/m3，芯层石蜡用量

为1.59L/m3，表层水用量4L/m3，表层固化剂用量为1.2L/m3，芯层固化剂用量为1.8L/m3；

[0047] S4：铺装板坯，将步骤S3准备的表层混合物和芯层混合物分次送入铺装机中，制备

出相应的表层板坯和芯层板坯；其中表层板坯采用气流铺装，芯层板坯采用机械铺装；铺装

板坯后，需要对板坯进行预压成型，使板坯在热压前具备初始强度；

[0048] S5，热压成型，将板坯按照两层表层板坯和一层芯层板坯的组合方式进行热压制

得复合板材；所述步骤5热压温度为210℃，热压压力为1.5MPa；热压成型后，依次再对板材

进行冷却堆垛、储运、砂光锯切，制备成符合规格尺寸可以进行包装的成品；热压成型后，依

次再对板材进行冷却堆垛、储运、砂光锯切，制备成符合规格尺寸可以进行包装的成品。

[0049] 其中，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的三聚氰胺为改性三聚氰胺，所述改性三聚氰胺的由

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1)称取20kg岩藻多糖与30kg古罗甘露聚多糖于容器中，加

入700kg水，再加入20kg丙酸，在70℃条件下保温6h，冷却、过滤后得混合物；2)取该混合物

500kg，加入70kg硼酸，加热至60℃，搅拌使硼酸全部溶解，得三聚氰胺改性液；3)再将三聚

氰胺改性液加入三聚氰胺中，按每吨三聚氰胺添加三聚氰胺改性液15kg，充分搅拌均匀，制

备改性三聚氰胺。

[0050] 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的尿素为改性尿素，所述改性尿素的由包含如下步骤的方

法制备得到：1)、将水24份，丙醛为18份，加入反应装置进行搅拌；2)、再加入氢氧化钠固体

进行pH值调节至9，进行搅拌升温至50℃，再将尿素50份，加入反应装置中；3)、搅拌60分钟

后，加入二乙二醇二乙醚8份，己内酰胺2份，继续搅拌；4)、继续升温至80℃，继续控制搅拌

反应，保持温度，转速控制在400r/min；5)、自然降温，边降温边搅拌，降温至40℃以下，过滤

出料，即制得改性尿素。

[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生产工艺：

[0053] S1：干燥之前需要将竹材用削片机打碎再经过锤刨机锤刨，制得厚度为0.5-1.2mm

竹屑刨花；而厚度不在此范围内的竹屑刨花再利用环式刨片机再次制备；干燥竹质刨花，将

竹质刨花送入单通道内进行干燥，转速为1.9-2.4r/s，温度为200-225℃，使干燥后的竹质

刨花含水率不超过3％；干燥之后，对竹屑刨花进行筛分；其中选用为表层刨花；选用为芯层

刨花；另外过大的竹屑刨花输送至打磨机，再次打磨重新投入生产；细小粉尘料则送入热能

中心燃烧；筛分之后利用杂质较轻的特质进行风选，分离杂质与刨花；

[0054] S2：制胶步骤，

[0055] 步骤1、往容器中投入甲醛，加30％浓度的液碱，调节PH值至8.8，先后加入尿素、三

聚氰胺，得PH值≥8.0的混合物；

[0056] 步骤2、自尿素加入完毕开始计时，先升温至70℃后，在50min内再升温至92℃，再

保温30min；

[0057] 步骤3、降温至86℃，并加入20％浓度的甲酸，调节PH值至5.50，调酸时间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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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in；

[0058] 步骤4、继续反应70min，反应温度控制在92℃，当粘度达到24秒，加30％浓度的液

碱，调节PH值至6.8，再加入尿素；

[0059] 步骤5、继续反应5min后检测PH值是否在6.35，PH值低于6.35补加30％浓度液碱调

节PH值至6.35；

[0060] 步骤6、调节反应温度为88±2℃，当粘度达到25秒时，加浓度为30％的液碱，调PH

值至8.5；

[0061] 步骤7、降温至80℃，加入三聚氰胺、尿素，检测PH值是否高于7.2，若PH值低于7.2，

则加30％浓度液碱调节，然后降温至37℃，调节PH值至9.5，若PH值低于8.5则补加30％浓度

的液碱进行调节；若PH值高于9.5则补加20％浓度的甲酸进行调节，出胶；

[0062] S3：对竹质刨花施胶，将步骤S2中制备的胶水、防霉剂、防水剂、石蜡、水、固化剂分

别与表层刨花和芯层刨花混合；为了减少由于分层、鼓泡而引起的废品率，施胶后的含水率

不超过10％；其中施胶过程中，表层胶水用量为40L/m3,芯层胶水用量为55L/m3，表层防霉剂

用量为0.07Kg/m3,芯层防霉剂用量为0.11Kg/m3，表层防水剂用量为3.9L/m3，芯层石蜡用量

为1.59L/m3，表层水用量4L/m3，表层固化剂用量为1.2L/m3，芯层固化剂用量为1.8L/m3；

[0063] S4：铺装板坯，将步骤S3准备的表层混合物和芯层混合物分次送入铺装机中，制备

出相应的表层板坯和芯层板坯；其中表层板坯采用气流铺装，芯层板坯采用机械铺装；铺装

板坯后，需要对板坯进行预压成型，使板坯在热压前具备初始强度；

[0064] S5，热压成型，将板坯按照两层表层板坯和一层芯层板坯的组合方式进行热压制

得复合板材；所述步骤5热压温度为220℃，热压压力为3.5MPa；热压成型后，依次再对板材

进行冷却堆垛、储运、砂光锯切，制备成符合规格尺寸可以进行包装的成品；热压成型后，依

次再对板材进行冷却堆垛、储运、砂光锯切，制备成符合规格尺寸可以进行包装的成品。

[0065] 其中，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的三聚氰胺为改性三聚氰胺，所述改性三聚氰胺的由

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1)称取20kg岩藻多糖与30kg古罗甘露聚多糖于容器中，加

入800kg水，再加入20kg丙酸，在77℃条件下保温8h，冷却、过滤后得混合物；2)取该混合物

600kg，加入75kg硼酸，加热至70℃，搅拌使硼酸全部溶解，得三聚氰胺改性液；3)再将三聚

氰胺改性液加入三聚氰胺中，按每吨三聚氰胺添加三聚氰胺改性液20kg，充分搅拌均匀，制

备改性三聚氰胺。

[0066] 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的尿素为改性尿素，所述改性尿素的由包含如下步骤的方

法制备得到：1)、将水24份，丙醛为18份，加入反应装置进行搅拌；2)、再加入氢氧化钠固体

进行pH值调节至9，进行搅拌升温至60℃，再将尿素50份，加入反应装置中；3)、搅拌60分钟

后，加入二乙二醇二乙醚12份，己内酰胺4份，继续搅拌；4)、继续升温至90℃，继续控制搅拌

反应，保持温度，转速控制在650r/min；5)、自然降温，边降温边搅拌，降温至40℃以下，过滤

出料，即制得改性尿素。

[0067] 对比例1

[0068] 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所述步骤S2制胶过程中使用三聚氰胺替代本发

明所述的改性三聚氰胺，其余操作步骤及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69] 对比例2

[0070] 对比例2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所述步骤S2制胶过程中使用尿素替代本发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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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改性三聚氰胺，其余操作步骤及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71] 对比例3

[0072] 对比例3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所述步骤S2制胶过程中使用三聚氰胺和尿素替

代本发明所述的改性三聚氰胺和改性尿素，其余操作步骤及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73] 将实施例1～2与对比例1～3所得竹屑刨花板产品按GB/T17657-2013进行物化检

测，结果见下表1

[0074] 表1所得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的测试结果

[0075]

[0076] 根据表1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工艺通过改善胶水配方与制胶工艺，使竹屑

与胶水充分混合，在特定的热压工艺进行热压，使所制得的防潮超E0竹屑刨花板具有优异

的内结合强度与静曲强度，确保了竹屑与胶水的良好粘接效果，该方法可提高竹屑刨花板

的成品率，降低生产成本。

[0077] 本发明权利要求和/或说明书中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组合，其组合方式不限于权

利要求中通过引用关系得到的组合。通过权利要求和/或说明书中的技术特征进行组合得

到的技术方案，也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7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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