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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木质人造纤维板技术领域，涉及

纤维板的制造，尤其涉及一种低密度纤维板的生

产工艺，包括：纤维的制备→施胶和干燥→铺装

和预压→板材热压→半成品后处理后经检验、锯

切、打包即得，其中：所述纤维的制备工序中，木

片蒸煮软化后热磨，纤维堆积密度为51～55 kg/

m3；所述施胶和干燥工序中，木质纤维在进干燥

管道前先施加胶粘剂，施胶量为215～225kg/m3；

施胶后80～100℃干燥5.0～10.0s，原料含水率

在7.5～10.5%；所述铺装和预压工序中，铺装时

料仓温度在40～50℃，纤维形态偏细，接近粉末

状。本发明与普通中密度纤维板相比，可节约木

质纤维100kg/m3，提高木材资源利用率15%以上。

电耗、污水和废气排放均更具有优势，降低生产

和运输成本，拓展人造板的结构和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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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所述工艺为连续压机平压法，包括：纤维的制备→施

胶和干燥→铺装和预压→板材热压→半成品后处理后经检验、锯切、打包即得，其特征在

于：

所述纤维的制备工序中，木片蒸煮软化后热磨，纤维堆积密度为51～55  kg/m3；

所述施胶和干燥工序中，木质纤维在进干燥管道前先施加胶粘剂，施胶量为215～

225kg/m3；施胶后80～100℃干燥5.0～10.0s，原料含水率在7.5～10.5%；

所述铺装和预压工序中，铺装时料仓温度在40～50℃，纤维形态偏细，接近粉末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的制备工序

中，切削后的木片经水洗后80～90℃预蒸煮2.5～3.0min，再经7.5～8.5bar，温度160～165

℃进行1.8～2.5min的蒸汽蒸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的制备工序

中，切削后的木片经水洗后优选85℃预蒸煮2.8min，再经8.0bar，温度163℃进行2.3min的

蒸汽蒸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铺装和预压工序

中，纤维经机械铺装以115～165bar的压力进行板坯预压，并对板坯进行齐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半成品后处理工序

中，半成品板材于温度25～30℃、湿度50～60%恒温恒湿24～48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施胶和干燥工序

中，所述胶粘剂为摩尔比小于1.0的E1级的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胶粘剂，自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半成品后处理工序

中，半成品板材恒温恒湿36h后进入后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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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质人造纤维板技术领域，涉及纤维板的制造，尤其涉及一种低密度

纤维板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按照纤维板的密度将纤维板分为四类：将名义密度小于或等于0.45g/cm3的

纤维板为轻质纤维板，名义密度在0.45～0.65g/cm3之间为低密度纤维板，名义密度在0.65

～0.80g/cm3之间的为中密度纤维板，名义密度大于0.80g/cm3的为高密度纤维板。轻质纤维

板质轻，空隙率大，有良好的隔热性和吸声性，多用作公共建筑物内部的覆盖材料，中密度

纤维板结构均匀，密度和物理力学性能都适中，有较好的再加工性，产品的厚度范围也比较

宽，广泛用于家具制造、地板生产、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高密度纤维板由于密度大，所以内

部组织结构最细密，特别是具有密实的边缘，可以加工成各种异型的边缘，以其优异的各项

物理力学性能广泛应用于室内外装潢、音响、高档家具等的制造。近年来作为地板基材，直

接加工成强化地板和复合地板，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0003] 我国纤维板生产企业多数以生产密度大于0.65g/cm3的中、高密度纤维板为主，密

度在0.45～0.65g/cm3范围的低密度纤维板却鲜有生产。现有的低密度纤维板制造技术，目

前无国家标准，且存在共性技术瓶颈，产品质量不稳定等情况。因此生产厂家极少，批量连

续生产的企业就更少了。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公开一种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

工艺。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低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工艺，所述工艺为连续压机平压法，包括：纤维的制备→

施胶和干燥→铺装和预压→板材热压→半成品后处理后经检验、锯切、打包即得，其中：

[0007] 所述纤维的制备工序中，木片蒸煮软化后热磨，纤维堆积密度为51～55kg/m3；

[0008] 所述施胶和干燥工序中，木质纤维在进干燥管道前先施加胶粘剂，施胶量为215～

225kg/m3；施胶后80～100℃干燥5.0～10.0s，原料含水率在7.5～10.5％；

[0009] 所述铺装和预压工序中，铺装时料仓温度在40～50℃，纤维形态偏细，接近粉末

状。

[0010]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纤维的制备工序中，切削后的木片经水洗后80～90℃

预蒸煮2.5～3.0min，再经7.5～8.5bar，温度160～165℃进行1.8～2.5min的蒸汽蒸煮；优

选85℃预蒸煮2.8min，再经8.0bar，温度163℃进行2.3min的蒸汽蒸煮。

[0011]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铺装和预压工序中，纤维经机械铺装以115～165bar的

压力进行板坯预压，并对板坯进行齐边。

[0012]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半成品后处理工序中，半成品板材于温度25～30℃、湿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109514685 A

3



度50～60％恒温恒湿24～48h。

[0013]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施胶和干燥工序中，所述胶粘剂为摩尔比小于1.0的E1

级的三聚氰胺改性脲醛树脂胶粘剂，自制。

[0014]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半成品后处理工序中，半成品板材恒温恒湿36h后进入

后道工序。

[0015] 本发明在现有中/高密度生产线，利用较高温度、压力的工艺参数控制，制备得到

密度低于每立方米650千克的低密度纤维板，所制得低密度纤维板具有密度低、承重性能好

的特性，经过贴面、喷漆加工后成为建筑装饰饰面板，应用于家具的隔板、墙体、踢脚线、工

艺品、家具制造、室内装修等领域。

[0016] 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所公开的方法与普通中密度纤维板相比，可节约木质纤维100kg/m3，提高

木材资源利用率15％以上。木材消耗、电耗、污水和废气排放均更具有优势，且由于该低密

度纤维板的重量轻，还可降低搬运的人力消耗和运输成本。能显著节约木材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同时拓展了人造板产品的结构和应用领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

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19] 除非另外限定，这里所使用的术语(包含科技术语)应当解释为具有如本发明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共同理解到的相同意义。还将理解到，这里所使用的术语应当解释

为具有与它们在本说明书和相关技术的内容中的意义相一致的意义，并且不应当以理想化

或过度的形式解释，除非这里特意地如此限定。

[0020] 以下实施例在现有的中/高密度板的生产线上实施。

[0021] 实施例1

[0022] 9SLP2低密度纤维板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如下：

[0023] 使用E1-96+4胶生产9SLP2低密度纤维板，素板厚度控制9.6mm，密度控制635～

645kg/m3(不能超过650kg/m3)，胶耗控制220～225kg/m3左右，石蜡消耗控制6.3kg/m3。

[0024] 生产工艺如下表1：

[0025]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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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27] 热压压力见下表2：0、1、32～34、35～37、38～41、42～44为位置控制，其余框架为

压力控制。

[0028] 表2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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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0031] 取样检测结果如下表3：

[0032] 表3

[0033]

[0034] 指标要求如下表4：

[0035] 表4

[0036]

[0037] 实施例2

[0038] 11.5SLP2低密度纤维板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如下：

[0039] 使用E1-96+2胶生产11.5SLP2低密度纤维板，素板厚度控制12.15mm，密度控制635

～645kg/m3(不能超过650kg/m3)，胶耗控制215～220kg/m3左右，石蜡消耗控制6.3kg/m3。

[0040] 生产工艺如下表5：

[0041] 表5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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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热压压力见下表6：0、1、32～34、35～37、38～41、42～44为位置控制，其余框架为

压力控制。

[0045]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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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取样检测结果如下表7：

[0048] 表7

[0049]

[0050] 指标要求如下表8：

[0051]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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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从上表可知，本发明所制得的低密度纤维板指标达到标准。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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