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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醛刨花板、生产方法及用

途。本发明所述的无醛刨花板通过将竹质材料

和/或秸秆经过汽爆预处理、分选、混合助剂、热

压等工艺制备而成。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制备的无

醛刨花板未检出甲醛、防水性能好、力学指标好，

板材质量稳定，可应用于基材、各类家具、装修装

饰、建筑模板、厨房箱柜、包装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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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醛刨花板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竹质材料、棉花秸秆或大豆秸秆进行破碎处理；

2)将破碎后的物料进行汽爆处理；所述汽爆处理利用竹质材料、秸秆中的木质素、纤维

素、半纤维素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转化成单糖类，糖在热压高温条件下分子间脱水生成拒

水的高分子链状聚合物，替代脲醛胶；

3)将汽爆后的物料进行烘干处理至烘干后物料的含水率7.5-30％；

4)向物料中混入干粉类助剂和不含甲醛液体助剂，

其中，所述干粉类助剂占物料质量的1-20％；所述干粉类助剂选自硅灰石粉、石灰石

粉、熟石灰粉、滑石粉、石蜡粉或石英石粉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所述不含甲醛液体助剂占物料重量的0.1-10％；所述不含甲醛液体助剂选自石蜡乳

液、硅油乳液或二甲基硅油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而且，还向物料中加入占物料质量5-15％的糖蜜；

5)混合后的物料铺装后热压成型，热压压力为0.8-2.8MPa，热压温度为120-143.2℃或

195-230℃，热压时间为8-28s/mm板厚或42.3-50s/mm板厚；

6)成板后经处理得到成品刨花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破碎处理后得到1-50mm长，

0.1-8mm宽，0.1-5mm厚的物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竹质材料选自竹材、竹屑、竹渣、竹

枝竹丫、竹刨花、废竹片、废弃的竹材编织物、竹制品废料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烘干处理的温度为70-21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成板后经过晾凉、齐边、砂光处理

后得到成品刨花板，所述处理还包括砂光后的贴面处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将烘干后的物料进行除杂分选。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分选处理是将物料中混入的沙

土、石子、铁除去，物料分为500目以下的细料和500目以上的粗料。

8.一种无醛刨花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刨花板是通过权利要求1-7之一所述的方法生产

得到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刨花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刨花板为单层均质结构、双层结构、三

层结构或多层渐变结构。

10.一种如权利要求8所述刨花板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刨花板用于制作基材、厨房

箱柜、柜台面、地板铺垫板、楼梯脚踏板、搁板门心、门樘、衣帽柜、建筑模板以及包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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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醛刨花板、生产方法及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板材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无醛刨花板、生产方法及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占

有森林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

8。我国森林资源由于无限制砍伐及火灾等原因，造成森林面积骤减，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

态坏境。

[0003] 同时，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竹资源，有竹类植物500多种，竹林面积为500多万公

顷，占世界竹种的30%以上。我国年产竹材约12亿根，年产值达到上亿元的企业超过10家。

2009年，我国竹产业年产值达700亿元。由于天然、环保，竹产品在国外颇受宠爱，竹产品出

口额达15亿美元，产品出口177个国家。

[0004] 丰富的竹资源和广泛的竹产品生产能产生大量的竹枝桠、竹刨花、废竹片、废竹材

等。将这些废弃物资源再利用，既可转变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又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社会

就业，是一项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新兴技术。

[0005] 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产生约8亿吨的农作物秸秆，种类丰富，如玉米秸秆、大豆秸

秆、水稻秸秆、棉花秸秆、芝麻秸秆等。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秸秆综合利用多样

化，如青储饲料、秸秆发电、秸秆制炭、秸秆还田等。但秸秆的焚烧仍屡禁不止。如果将低廉

的秸秆转变为高附加值的环保产品，将提升秸秆利用率、变废为宝，增加农民种植积极性，

具有客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0006] 甲醛是世界上公认的致癌物，刺激呼吸道，危害身体健康。如果长期居住在甲醛含

量高的环境下，可致人死亡。目前市场现有的刨花板，普遍存在甲醛释放量高、力学指标低、

防水性差等缺点。

[0007] CN102152370A公开了一种木竹复合刨花板及其生产工艺。其是用木刨花和竹刨花

复配生产复合刨花板的生产工艺，指出当复配40%竹刨花时可生产符合标准的木竹复合刨

花板，其内结合强度为0.48MPa，静曲强度为17.5MPa，吸水厚度膨胀率为2.3%，粘合剂采用

的还是传统的施胶工艺，并没有提及对甲醛释放量的改进工艺，所涉及的刨花板产品只是

改善了吸水厚度膨胀率，而其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的指标和甲醛释放量方面并没有得到

改善。

[0008] CN102198685A公开了一种均密度竹材刨花板生产方法，通过多次筛选、多次烘干、

控制物料含水率、分次压板的工艺制备了一种均密度的竹材刨花板，该竹材刨花板具有各

处密度均匀，尺寸稳定性高、静曲强度高的优点，但是没有解决甲醛释放量及产品的内结合

强度的问题。

[0009] CN102248572A公开了一种高强环保无胶刨花板制造方法，利用造纸黑液和人造板

砂光废料为原料制备高强环保无胶刨花板，该板不添加任何的胶类物质，解决了环保的问

题，但其吸水厚度膨胀率大于10%，在高强和环保的同时没有解决吸水厚度膨胀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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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刨花板甲醛释放量超标、吸水厚度膨胀率过大、内结合强度、

静曲强度不足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无醛刨花板、生产方法及用途。

[0011] 本发明所述的无醛刨花板采用将竹质材料和/或秸秆经过汽爆预处理、分选、混合

助剂、热压等工艺制备而成。

[0012]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3]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无醛刨花板的生产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4] 1）将竹质材料和/或秸秆进行破碎处理；

[0015] 2）将破碎后的物料进行汽爆处理；

[0016] 3）将汽爆后的物料进行烘干处理；

[0017] 4）向物料中混入干粉类助剂和不含甲醛液体助剂；

[0018] 5）混合后的物料铺装后热压成型；

[0019] 6）成板后经处理得到成品刨花板。

[0020] 本发明的汽爆工艺是利用竹材、竹屑、竹渣、竹下脚料、竹枝竹丫、秸秆中的木质

素、纤维素、半纤维素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转化成单糖类，糖在热压高温条件下分子间脱水

生成拒水的高分子链状聚合物，替代脲醛胶，进而实现无甲醛释放的竹质（秸秆）刨花板的

生产。

[0021] 步骤1）所述破碎处理后得到1-50mm长，0.1-8mm宽，0.1-5mm厚的物料。

[0022] 所述竹质材料选自竹材、竹屑、竹渣、竹下脚料、竹枝竹丫、竹刨花、废竹片、废弃的

竹材编织物、竹制品废料或剩余料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0023] 所述秸秆选自玉米秸秆、棉花秸秆、高粱秸秆、大豆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芝

麻秸秆、苎麻秸秆、亚麻秸秆、黄麻秸秆、剑麻秸秆、槿麻秸秆、大麻秸秆、茼麻秸秆、罗布麻

秸秆或甘蔗秸秆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物。

[0024] 步骤3）烘干处理的温度为70-210℃，例如可选择70.1-209.8℃，75-201℃，83.4-

195℃，100-180℃，118-163.4℃，130-154.2℃等。

[0025] 烘干时间为烘干后物料的含水率2-30%之间为宜。

[0026] 步骤4）所述干粉类助剂选自硅灰石粉、石灰石粉、熟石灰粉、滑石粉、石蜡粉或石

英石粉中的一种或至少两种的混合物。典型但非限制性的例子包括硅灰石粉，石灰石粉，滑

石粉，石英石粉，熟石灰粉和滑石粉的组合，石灰石粉、石蜡粉和石英石粉的组合，硅灰石

粉、熟石灰粉和滑石粉的组合，石灰石粉、滑石粉、硅灰石粉和石英石粉的组合等，皆可用于

实施本发明。

[0027] 所述干粉类助剂占物料重量的1-20%，例如可选择1.2-18.6%，2.5-16%，5-13.8%，

7.5-12%，8-10.2%，9%等。

[0028] 所述不含甲醛液体助剂选自石蜡乳液、硅油乳液或二甲基硅油中的一种或至少两

种的混合物。典型但非限制性的例子包括：石蜡乳液，硅油乳液，二甲基硅油，石蜡乳液和硅

油乳液的组合，石蜡乳液和二甲基硅油的组合，石蜡乳液、二甲基硅油和硅油乳液的组合

等，皆可用于实施本发明。

[0029] 所述不含甲醛液体助剂占物料重量的0.1-10%，例如可选择0.12-9.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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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7.2%，0.9-7%，1.4-6.2%，2-5.5%，2.8-5%，3.2-4.3%等。

[0030] 向物料中再加入占物料重量5-15%的糖蜜。糖蜜能明显提高板材静曲强度及内结

合强度。所述糖蜜的加入量可选择5.02-14.8%，5.4-12%，6-10.7%，6.8-9%等。

[0031] 步骤5）所述的热压温度为120-230℃，例如122-228℃，135-216℃，143.2-208℃，

160-195℃等。

[0032] 热压压力为0.8-2 .8MPa，例如0.82-2 .76MPa，0.9-2 .56MPa，1 .2-2 .4MPa，1 .5-

2.23MPa，1.67-2.1MPa等。

[0033] 热压时间为8-50s/mm板厚，例如8.2-49s/mm板厚，10-45s/mm板厚，15.2-42.3s/mm

板厚，18-40s/mm板厚，23.5-35.4s/mm板厚，28-32s/mm板厚，30.4s/mm板厚等。

[0034] 步骤6）成板后经过晾凉、齐边、砂光等处理后得到成品刨花板。优选地，所述处理

还包括砂光后的贴面处理。

[0035] 本发明所述生产方法还包括将烘干后的物料进行除杂分选，步骤如下：优选地，所

述除杂分选处理是将物料中混入的沙土、石子、铁等杂质除去，物料分为500目以下的细料

和500目以上的粗料，分别作为表层料和芯层料。

[0036]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无醛刨花板，所述刨花板是通过上述的方法生产

得到的。

[0037] 所述刨花板为单层均质结构、双层结构、三层结构或多层渐变结构。其中单层均质

结构为不经过分选芯表层料的汽爆竹材（秸秆）直接进行均匀铺装；双层结构为芯层、表层

的两层结构；三层结构即为中间芯层上下两层表层料的复合结构；多层渐变结构为根据物

料粒径的大小依次由中间向两边均匀铺装成板坯后的结构。

[0038] 本发明的无醛刨花板的静曲强度平均值为18.0-25 .0Mpa，内结合强度平均值在

0.7-1.5Mpa，板面握螺钉力平均值为1200-2500N，板边握螺钉力平均值为900-2000N，2h吸

水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1.0-5.0%，24h吸水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2.5-8.0%，甲醛释放量未检

出（干燥器法），是一种高强度、低吸水、无甲醛释放的无醛刨花板。

[0039] 本发明的目的之三在于提供一种如上所述刨花板的用途，所述刨花板用于制作基

材、各类家具、厨房箱柜、柜台面、地板铺垫板、楼梯脚踏板、搁板门心、门樘、装修、装饰、衣

帽柜、建筑模板以及包装板等。本发明的无醛刨花板甲醛释放量未检出、防水性能好、力学

指标好，板材质量稳定，且生产成本低。

[0040] 与已有技术方案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1] 本发明的无醛竹质（秸秆）刨花板所使用的原料为竹材、竹屑、竹渣、竹下脚料、竹

枝竹丫、秸秆材料，属于农林废弃资源再利用，可增加竹农和竹制品加工企业的收入，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42] 本发明的生产工艺简单易实现，仅为汽爆工艺和传统压板工艺的对接，不对传统

的生产线进行大的改造，不论是新建厂还是传统板材厂都可以很容易实现新工艺的改造。

[0043] 本发明的原料易得，操作工艺简单，采用汽爆工艺，不添加传统的脲醛胶，同时实

现了竹质（秸秆）刨花板的高物理性能、低吸水厚度膨胀率和无甲醛释放，使竹质（秸秆）刨

花板的应用范围更加的广阔。

[0044] 下面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下述的实例仅仅是本发明的简易例子，并不代

表或限制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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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46] 为更好地说明本发明，便于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发明的典型但非限制性的

实施例如下：

[0047] 实施例1：

[0048] 将鲜竹材用刨片机加工成1-50mm长，0.1-8mm宽，0.1-5mm厚的物料，然后进行汽

爆，汽爆后的物料用旋转烘干机在温度155℃、时间4min的条件下进行烘干，物料的最终含

水率为7.5%，用风选设备分别选出500目（含）以下的细料和500目以上的粗料，分别进入表

层料仓和芯层料仓，分别对芯、表层物料进行助剂混合，添加占物料重量15%的硅灰石粉与

1%的石蜡乳液，通过拌料机拌匀，再由铺装机铺装成三层结构，热压条件为温度185℃和压

力1.0Mpa，320s的时间一次热压成型，成板后经过晾凉、齐边、砂光、贴面即可得到本发明无

醛竹质刨花板。

[0049] 产品的静曲强度平均值为19.0Mpa，内结合强度平均值在1.0Mpa，板面握螺钉力平

均值为1750N，板边握螺钉力平均值为1350N，2h吸水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1.2%，24h吸水厚

度膨胀率平均值为4.5%，甲醛释放量未检出。

[0050] 实施例2

[0051] 将棉花秸秆用刨片机或锤碎机加工成1-50mm长，0.1-8mm宽，0.1-5mm厚的料，然后

进行汽爆，汽爆后的物料用旋转烘干机在温度165℃、时间3.5min的条件下进行烘干，物料

的最终含水率为8.2%，用风选设备分别选出500目（含）以下的细料和500目以上的粗料，分

别进入表层料仓和芯层料仓，分别对芯、表层物料进行助剂混合，添加占物料重量5%的硅灰

石粉与1.2%的石蜡粉，通过拌料机拌匀，通过铺装机铺装成上表层下芯层的双层结构，热压

条件为温度195℃和压力1.1Mpa，380s的时间一次热压成型，成板后经过晾凉、齐边、砂光步

骤即可得到本发明无醛秸秆刨花板。

[0052] 产品的静曲强度平均值为19.6Mpa，内结合强度平均值在0.9Mpa，板面握螺钉力平

均值为1550N，板边握螺钉力平均值为1150N，2h吸水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1.8%，24h吸水厚

度膨胀率平均值为6.5%，甲醛释放量未检出。

[0053] 实施例3

[0054] 将竹刨花用刨片机或锤碎机加工成1-50mm长，0.1-8mm宽，0.1-5mm厚的料，然后进

行汽爆，汽爆后的物料用旋转烘干机在温度70℃、时间7min的条件下进行烘干，物料的最终

含水率为30%。对物料进行助剂混合，添加占物料重量1%的熟石灰粉、10%的硅油乳液、15%的

糖蜜，通过拌料机拌匀，通过铺装机铺装成单层均质结构，热压条件为温度120℃和压力

2.8Mpa，380s的时间一次热压成型，成板后经过晾凉、齐边、砂光步骤即可得到本发明无醛

竹质刨花板。

[0055] 产品的静曲强度平均值为21.5Mpa，内结合强度平均值在1.1Mpa，板面握螺钉力平

均值为1790N，板边握螺钉力平均值为1250N，2h吸水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1.5%，24h吸水厚

度膨胀率平均值为5.7%，甲醛释放量未检出。

[0056] 实施例4

[0057] 将小麦秸秆用刨片机或锤碎机加工成1-50mm长，0.1-8mm宽，0.1-5mm厚的料，然后

进行汽爆，汽爆后的物料用旋转烘干机在温度210℃、时间3.5min的条件下进行烘干，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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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含水率为2%，用风选设备分别选出500目（含）以下的细料和500目以上的粗料，分别

进入表层料仓和芯层料仓，分别对芯、表层物料进行助剂混合，添加占物料重量20%的石灰

石粉、0.1%的石蜡乳液、5%的糖蜜，通过拌料机拌匀，通过铺装机铺装成中间芯层上下两层

表层料的复合结构，热压条件为温度230℃和压力0.8Mpa，275s的时间一次热压成型，成板

后经过晾凉、齐边、砂光步骤即可得到本发明无醛秸秆刨花板。

[0058] 产品的静曲强度平均值为20.2Mpa，内结合强度平均值在0.95Mpa，板面握螺钉力

平均值为1650N，板边握螺钉力平均值为1270N，2h吸水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1.9%，24h吸水

厚度膨胀率平均值为4.7%，甲醛释放量未检出。

[0059]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60]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61]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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