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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人造板制造技术领域，涉及人造

纤维板的制造，尤其涉及一种鞋跟用高密度纤维

板的制造方法，包括：原料削片、筛选、水洗→预

蒸煮和蒸煮软化→热磨、施蜡→施胶、施加固化

剂→干燥、纤维分选→预压及热压→裁切、砂光

锯切、包装，入库；其中，所述预蒸煮工序为将水

洗后的木片或竹片输送到料仓，通入饱和蒸汽进

行软化木片和竹片；预蒸煮仓为半封闭式常压状

态，预蒸煮仓温度控制65～100℃；所述热磨工序

将中，磨室压力为7.5～9.0巴，温度160～175℃，

研磨分离成纤维。本发明采用专用胶水以及热压

工艺，制得板材的剖面密度形成表里均一的平整

分布，使得板材厚度方向材质均匀，适合各种切

割和铣型加工，为鞋跟制造加工提供材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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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包括原料削片、筛选、水洗→预蒸煮和蒸煮软

化→热磨、施蜡→施胶、施加固化剂→干燥、纤维分选→预压及热压→裁切、砂光锯切、包

装，入库；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选工序为从削好的木片或竹片中筛选出长度20～75mm，宽度8～50mm，厚度2～

10mm的原料，除去其中杂质；

所述预蒸煮工序为将水洗后的木片或竹片输送到料仓，通入饱和蒸汽进行软化木片和

竹片；预蒸煮仓为半封闭式常压状态，预蒸煮仓温度控制65～100℃，优选65～75℃；

所述蒸煮软化工序为将预蒸煮后的木片或竹片，以木塞螺旋输送至蒸煮缸，蒸煮温度

为160～180℃，蒸煮压力为6.5～8巴，时间为1.5～3min；

所述热磨工序将中，磨室压力为7.5～9.0巴，温度160～175℃，研磨分离成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蜡工序

中，石蜡施加量为绝干纤维质量的0.6～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胶工序

中，将鞋跟板专用胶粘剂通过输送泵经喷枪雾化后，加入湿纤维输送管道，与纤维均匀混

合；其中，胶粘剂施加量为绝干纤维质量的10～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加固化剂

工序中，通过输送泵将氯化铵溶液施加到湿纤维输送管道，与纤维均匀混合；其中，质量百

分比为20%氯化铵溶液的施加量为每立方米成品板0.5～1.5k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工序

中，湿纤维进入干燥管道进行干燥，干燥入口温度100～150℃，干燥出口温度50～70℃，干

燥后纤维含水率11～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压工序

中，纤维板坯经过预压机预压，得到板坯，其中，预压机压力130～180bar，厚度压缩比2.0～

3.5；所述厚度压缩比为板坯预压前厚度与板坯预压后厚度之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压工序

中，板坯经热压得到合格板材，板材密度700～900kg/m3，板材含水率5.5～8.5%，其中，热压

因子为8～10s/mm；热压温度为：第一阶段200～230℃，第二阶段200～225℃，第三阶段190

～220℃，第四阶段160～200℃，第五阶段150～190℃；热压压力为高压段0.2～2.0Mpa，传

热排气段0.5～1.5Mpa，定厚段0.5～2.0Mpa。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鞋跟板专用

胶粘剂，按质量份，甲醛140份，尿素75份，助剂5份，通过碱-酸-碱工艺缩聚反应制得而成；

其中，所述甲醛含量37%，尿素为98%纯度以上工业级；助剂为六次甲基四胺0.5份和4.5份三

聚氰胺混合而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蒸煮工序

为将水洗后的木片或竹片输送到料仓，通入饱和蒸汽进行软化木片和竹片；预蒸煮仓为半

封闭式常压状态，预蒸煮仓温度65～75℃。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方法制得的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其特征在于：所制得

板材断面密度850～950kg/m3分布均匀，表面结合强度大于2.5Mpa，内结合强度大于2.5 

Mpa，吸水厚度膨胀率小于10%，静曲强度大于4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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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人造板制造技术领域，涉及人造纤维板的制造，尤其涉及一种鞋跟用

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鞋子有着悠久的发展史，大约5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兽皮缝制的最原始的鞋。鞋子

发展到现在，各种样式功能的鞋子已经层出不穷了。鞋的材料以天然纤维织物和皮革为主，

近代以来化工合成材料渐多。惯常的男女士皮鞋都会用到鞋跟，脚后跟下方有单独高度的

鞋部件即为鞋跟。传统鞋跟的材料以橡胶为主，也有一部分鞋跟采用皮革/硬木等材质。橡

胶鞋跟由注塑或倒模成型，硬木鞋跟则具有各向力学异性，对加工、穿用不利，成本也较高。

[0003] 纤维板是以木材或其他植物为原料，经纤维制备，施加胶粘剂，在加热条件下，压

制成一定厚度的板材。密度板因具有幅面尺寸大，材质均匀，加工方便，广泛应用于门板、橱

柜、隔板、包装材料、装饰装修、复合地板基材、公共设施墙板等。

[0004] 现有的普通密度纤维板，通过将木材削片、筛选、水洗、蒸煮、热磨、施胶、施蜡、纤

维干燥、铺装、板坯预压、热压、冷却、砂光、锯切后，制得而成。这类纤维板在使用过程中，或

者只能适用于干燥状态下使用，或者镂铣打磨性能不良，或者密度分布呈马鞍形，板材芯层

形成薄弱环节，不合适作为鞋跟材料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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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

的制造方法。

[0006]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包括：原料削片、筛选、水洗→预蒸煮和蒸

煮软化→热磨、施蜡→施胶、施加固化剂→干燥、纤维分选→预压及热压→裁切、砂光锯切、

包装，入库；其中，

[0008] 所述筛选工序为从削好的木片或竹片中筛选出长度20～75mm，宽度8～50mm，厚度

2～10mm的原料，除去其中杂质；

[0009] 所述预蒸煮工序为将水洗后的木片或竹片输送到料仓，通入饱和蒸汽进行软化木

片和竹片；预蒸煮仓为半封闭式常压状态，预蒸煮仓温度控制65～100℃，优选65～75℃；

[0010] 所述蒸煮软化工序为将预蒸煮后的木片或竹片，以木塞螺旋输送至蒸煮缸，蒸煮

温度为160～180℃，蒸煮压力为6.5～8巴，时间为1.5～3min；

[0011] 所述热磨工序将中，磨室压力为7.5～9.0巴，温度160～175℃，研磨分离成纤维。

[0012]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施蜡工序中，石蜡施加量为绝干纤维质量的0 .6～

1.6％。

[0013]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施胶工序中，将鞋跟板专用胶粘剂通过输送泵经喷枪

雾化后，加入湿纤维输送管道，与纤维均匀混合；其中，胶粘剂施加量为绝干纤维质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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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14]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施加固化剂工序中，通过输送泵将氯化铵溶液施加到

湿纤维输送管道，与纤维均匀混合；其中，质量百分比为20％氯化铵溶液的施加量为每立方

米成品板0.5～1.5kg。

[0015]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干燥工序中，湿纤维进入干燥管道进行干燥，干燥入口

温度100～150℃，干燥出口温度50～70℃，干燥后纤维含水率11～12％。

[0016]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预压工序中，纤维板坯经过预压机预压，得到板坯，其

中，预压机压力130～180bar，厚度压缩比2.0～3.5；所述厚度压缩比为板坯预压前厚度与

板坯预压后厚度之比。

[0017]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热压工序中，板坯经热压得到合格板材，板材密度700

～900kg/m3，板材含水率5.5～8.5％，其中，热压因子为8～10s/mm；热压温度为：第一阶段

200～230℃，第二阶段200～225℃，第三阶段190～220℃，第四阶段160～200℃，第五阶段

150～190℃；热压压力为高压段0.2～2 .0Mpa，传热排气段0.5～1 .5Mpa，定厚段0.5～

2.0Mpa。

[0018]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原料包括由枝桠材、木片、实木板边料、竹片等。

[0019] 本发明较优公开例中，所述鞋跟板专用胶粘剂，按质量份，甲醛140份，尿素75份，

助剂5份，通过碱-酸-碱工艺缩聚反应制得而成；其中，所述甲醛含量37％，尿素为98％纯度

以上工业级；助剂为六次甲基四胺0.5份和4.5份三聚氰胺混合而成。

[0020] 本发明将由枝桠材、竹材组成的原料，经切片、分选、水洗、蒸煮等工艺后热磨成纤

维后，在湿纤维干燥过程中，施加鞋用跟板专用胶水，同时加入石蜡和固化剂，纤维干燥、分

选后经铺装、预压、热压，所得板材断面密度850～950kg/m3分布均匀，表面结合强度大于

2.5Mpa，内结合强度大于2.5Mpa，吸水厚度膨胀率小于10％，静曲强度大于45Mpa。

[0021] 本发明所公开的工艺技术在于板材厚度方向的剖面密度突破以往密度板呈“马鞍

形”正态分布形态，而是形成表里均一的平整分布，使得板材厚度方向材质均匀，内结合强

度达到高密度板国标2倍以上，因质地均匀才能满足跟鞋制造和使用要求。

[0022] 有益效果本发明所公开的鞋跟用高密度纤维板的制造方法，利用专用胶水以及热

压工艺，制得板材的剖面密度形成表里均一的平整分布，使得板材厚度方向材质均匀，适合

各种切割和铣型加工，为鞋跟制造加工提供便捷。本发明充分利用枝桠材、竹材、木片、木芯

和板边料组成的原料，来源广泛，成本低廉，有效利用了竹材本身纤维高强度和耐水性特

性；相对于橡胶类或硬实木类鞋跟材料，具有成本低廉，规模化生产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3] 图1.鞋跟板剖面密度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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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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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624013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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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制造一种型号为2440×1220×6mm的鞋跟板，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削片：将木材和竹材原料通过削片机削成木片和竹片；使用比例为木片2份，竹

片1份；

[0028] (2)筛选：从削好的木片和竹片中筛选出长为30～65毫米，宽度10～40毫米，厚度

为4～8毫米原料，并除去其中的杂质及金属硬物；

[0029] (3)将步骤(2)木片和竹片输送至水洗机，进一步去除泥沙及金属等杂质，平衡含

水率；

[0030] (4)蒸煮软化：将步骤(3)所得木片和竹片放入蒸煮缸蒸煮，蒸煮压力为7巴，时间

为2.5分钟；

[0031] (5)热磨：将步骤(4)所得的蒸煮软化好的木片和竹片放入磨室热磨，磨室压力为

8.5bar、磨室将木片和竹片分离成纤维；

[0032] (6)施蜡：将固体石蜡熔化后，通过施加泵加入热磨机进料螺旋随着木片一起进入

磨室；施加量为绝干纤维量的1.0％；

[0033] (7)施胶：将鞋跟板配方用胶粘剂通过输送泵经喷枪雾化后，加入湿纤维输送管

道，与步骤(5)所得的纤维均匀混合；胶水施加量为绝干纤维质量的10.5％；

[0034] (8)施加固化剂：通过输送泵将氯化铵溶液固化剂经喷枪雾化后，加入湿纤维输送

管道，与步骤(5)所得的湿纤维均匀混合；氯化铵溶液固化剂的施加量为每方板0.8kg；

[0035] (9)干燥：将步骤(8)所得的湿纤维进入干燥管道进行干燥，干燥入口温度115～

125℃，干燥出口温度52～55℃；控制纤维实际含水率12％

[0036] (10)纤维分选：将步骤(9)所得的纤维由管道输送至纤维分选机，利用风机产生的

负压，将杂质及粗大纤维筛选出来，风选负压为-30帕；

[0037] (11)铺装：将施胶纤维经铺装机铺装成型，铺装机根据铺装重量设定，自动调节纤

维下料量，得到纵向和横向均匀连续的纤维板坯；

[0038] (12)预压：将步骤(11)所得的板坯经过预压机预压，得到板坯，预压机压力

150bar；厚度压缩比2.0；所述厚度压缩比为板坯预压前厚度与板坯预压后厚度之比；

[0039] (13)热压：将步骤(12)所得的板坯经热压得到合格板材，板材密度880kg/m3，板材

含水率8.0％，热压因子为9.5s/mm；热压温度为：第一阶段：225℃，第二阶段：208℃，第三阶

段：195℃，第四阶段：180℃，第五阶段：165℃；热压压力为：高压段0.9Mpa，传热排气段

1.3Mpa，定厚段1.8Mpa；

[0040] (14)将步骤(14)中完成热压后的板材裁切成半成品尺寸，并冷却养生36～48小

时；

[0041] (15)砂光锯切：板材经冷却养生后砂光并锯切成规格板材；

[0042] (16)包装：将锯切后的规格板材按要求标识、包装，入库。

[0043] 得到的板材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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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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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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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