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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通过研

究了木材压缩密度变化对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

材力学性能、耐水性能、润湿性、粗糙度的影响。

发现了对于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随着密度的

增加其力学性能、耐水性能、润湿性、粗糙度等方

面的性能的变化规律。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

更优的胶粘剂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是采用了丙二

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和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

二者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组合，该解决方案使得杨

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在合适或者说较低的密度

条件下，保持了较好的力学性能和耐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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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其特征在于，按照如下制备方法进行制备：

（1）准备杨木薄单板和胶粘剂；

（2）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制备

1）材料的浸胶

利用真空加压浸渍罐，采用加压浸渍法对杨木单板进行浸胶，浸胶工艺如下：配置8-

15%的固含量的胶液对选定材料进行抽真空保持2-10min，然后加压至0.30-0.60  MPa保持

2-6  min，淋胶2-10  min，浸胶量为10-20%；

2）浸胶单板的干燥工艺

浸胶材料的干燥采用常规窑干，干燥至含水率为6-10%；

3）压板工艺

压板密度设定为0.60-1.20g/cm3，板的最终厚度控制在3-10mm，热压温度为120-160℃，

时间为5-15min/mm，采用热进冷出工艺；

所述胶液的固含量为10%，所述抽真空时间保持5min，所述加压压力为0.45MPa保持

4min，所述淋胶时间为5min，浸胶量为15.0%；

所述干燥为干燥至含水率为8%；压板密度为1.00-1 .20g/cm3，板的最终厚度控制在

6.0mm；热压温度为140℃，时间为1min/mm；

所述胶粘剂采用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和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二者的组合，二者

的配比为1:1；

所述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制备方法如下：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三

口烧瓶中，按照摩尔比n(苯酚)：n(甲醛)：n(催化剂)=1：2.1：0.3比例加入熔融的苯酚、3／5

甲醛、催化剂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和3／4丙二酸二乙酯，搅拌均匀；然后升温至85-90℃，反

应20min；冷却至75℃以下，加入剩余的甲醛、丙二酸二乙酯，85～90℃保温反应20min，结束

反应，降温出料即可；

所述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制备方法如下：在装有搅拌器、回流冷凝管、温度计

的500mL四颈瓶中，按摩尔比为1:5加入壬基酚/苯酚1.33mol、甲醛1.55mol及氨水0.09mol，

然后进行搅拌并加热到60℃，当反应上升到96～98℃时，溶液开始沸腾；恒温反应60min后，

用浑浊点法监控反应程度；待浑浊点达到80～82℃后，停止加热；向四颈瓶中加入蒸馏水，

加热、搅拌、洗涤，10min以后停止搅拌，静置；待树脂分层以后，吸出上层水分，再重复洗涤

一次；最后在60℃、0.09MPa下脱除水分和低聚物，即得。

2.一种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步骤制备得到：

（1）准备杨木薄单板和胶粘剂，所述胶粘剂为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和含壬基酚

型酚醛树脂二者的组合，二者的配比按重量比为1:1；

（2）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制备

1）材料的浸胶

利用真空加压浸渍罐，采用加压浸渍法对杨木单板进行浸胶，浸胶工艺如下：配置10%

的固含量的胶液对选定材料进行抽真空保持5min，然后加压至0.45MPa保持4min，淋胶

5min，浸胶量为15.0%；

2）浸胶单板的干燥工艺

浸胶材料的干燥采用自然晾干，干燥至含水率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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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板工艺

压板密度设定为0.90-1 .20g/cm3，板的最终厚度控制在6.0mm，尺寸大小为30×88×

6mm，热压温度为140℃，时间为1min/mm，采用热进冷出工艺；

所述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制备方法如下：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三

口烧瓶中，按照摩尔比n(苯酚)：n(甲醛)：n(催化剂)=1：2.1：0.3比例加入熔融的苯酚、3／5

甲醛、催化剂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和3／4丙二酸二乙酯，搅拌均匀；然后升温至85-90℃，反

应20min；冷却至75℃以下，加入剩余的甲醛、丙二酸二乙酯，85～90℃保温反应20min，结束

反应，降温出料即可；

所述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胶粘剂的制备方法如下：在装有搅拌器、回流冷凝管、温度计

的500mL四颈瓶中，按摩尔比为1:5加入壬基酚/苯酚1.33mol、甲醛1.55mol及氨水0.09mol，

然后进行搅拌并加热到60℃，当反应上升到96～98℃时，溶液开始沸腾；恒温反应60min后，

用浑浊点法监控反应程度；待浑浊点达到80～82℃后，停止加热；向四颈瓶中加入蒸馏水，

加热、搅拌、洗涤，10min以后停止搅拌，静置；待树脂分层以后，吸出上层水分，再重复洗涤

一次；最后在60℃、0.09MPa下脱除水分和低聚物，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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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领域，特别是涉及木材的加工领域，具体而言，涉及杨木增强型单

板层积材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速生林的培育，现有森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在中国，杨木

是一种被广泛种植的速生树种，国家林业局资料显示，其种植面积和蓄积量分别达到997万

公顷和6亿2400万立方米。杨木通常用于生产木基复合材料，如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压

缩木和纤维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在中国，杨树的产量增加到4700000m3，并有多家杨木板

材企业产能达到150000立方米。然而，杨木的密度低和尺寸不稳定性限制了其利用。许多研

究表明将杨木致密化，可以明显提高杨木制品的密度和机械强度。

[0003] 致密化可使低密度木材替代高密度树种，使低密度木材改性为高性能和高价值的

产品，并获得商业利益。一些低密度木材，比如云杉、辐射松、油棕和杨树等，通过适当的制

造工艺已被广泛用来生产压缩材，这些压缩材在工业化应用上具有很好的前景。然而，压缩

杨木的尺寸稳定性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限制了它的工业应用，特别是作为室

外材料。增强型单板层积材是一种经处理的压缩木，它是用水溶性酚醛树脂处理实木或单

板，压缩成所需的密度和厚度。酚醛树脂(PF)树脂浸渍改性杨木是提高杨木尺寸稳定性和

降低吸湿性，从而提高其生物侵蚀性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0004] 然而，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在潮湿环境中，特别是在室外环境使用时，容易变形和开

裂。高密度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具有较好的尺寸稳定性和物理机械性能。因此，有必要对杨木

密度的尺寸稳定性进行完整的理论研究。此外，高密度的制造工艺也会影响、微观结构和孔

隙率等其它性能。有关密度对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吸湿性和表面特性的影响的报道很少。有

必要研究和了解木材压缩密度变化对尺寸稳定性变化的影响机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研究了木材压缩密度变化对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力学性能、耐水性能、

润湿性、粗糙度的影响。同时本申请的发明人也意识到调节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密度

与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力学性能、耐水性能、润湿性、粗糙度之间的平衡也是十分重要

的。它在产业上的应用价值体现在：1)要使得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具备更高的板材密度，

对压板设备和压板工艺本身就有更高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能耗、更多的原料消耗

和更高的成本；2)在工业应用中，或者在作为各种室内、室外材料的选取中，在某些情况下，

成品或材料的重量是需要被控制的，因此较低的密度在某些情况下也是被需要的。本发明

致力于寻找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密度与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力学性能、耐水性能等

之间的平衡。并且通过对胶黏剂的改进，实现了上述平衡，获得了产业上应用的价值。

[0006] 本发明的一方面，发现了木材压缩密度变化对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力学性能、

耐水性能、润湿性、粗糙度的影响。根据实验例1-2的结果显示，对于所测试的杨木增强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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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层积材，随着密度的增加其力学性能、耐水性能、润湿性、粗糙度等方面的性能都存在一

定的增益。这为产业制备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工艺条件选择提供了参考。

[0007]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酚醛树脂的改性方法，分别制备得到了酚醛树脂A和酚

醛树脂B。其中酚醛树脂A为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本发明的提供的制备方法如下：在

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三口烧瓶中，按照n(苯酚)：n(甲醛)：n(催化剂)＝1：2.1：0.3比例加

入熔融的苯酚、3/5甲醛、催化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和3/4丙二酸二乙酯，搅拌均匀；然后

升温至85-90℃，反应20min；冷却至75℃以下，加入剩余的甲醛、丙二酸二乙酯，85～90℃保

温反应20min至所需黏度，结束反应，降温出料即可。其中酚醛树脂B为含壬基酚型酚醛树

脂，其制备方法如下：在装有搅拌器、回流冷凝管、温度计的500mL四颈瓶中，加入壬基酚/苯

酚(摩尔比为1:5)1.33mol、甲醛(37％)1.55mol及氨水(25％)0.09mol，然后进行搅拌并加

热到60℃，当反应上升到96～98℃时，溶液开始沸腾。恒温反应60min后，用浑浊点法监控反

应程度。待浑浊点达到80～82℃后，停止加热。向四颈瓶中加入蒸馏水，加热、搅拌、洗涤，

10min以后停止搅拌，静置。待树脂分层以后，吸出上层水分，再重复洗涤一次。最后在60℃、

0.09MPa下脱除水分和低聚物，即得产品酚醛树脂B。

[0008] 本发明还提供适用于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胶粘剂种类。包括酚醛树脂、丙二

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优选采用丙二酸二乙

酯改性酚醛树脂和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二者的组合，二者的配比按重量比可以是1:10-10:

1，优选1:1。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桃木胶压木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

[0010] 1、准备实验材料

[0011] 准备杨木薄单板和胶粘剂。

[0012] 2、杨木胶压木的制备

[0013] 1)材料的浸胶

[0014] 利用真空加压浸渍罐，采用加压浸渍法对杨木单板进行浸胶，浸胶工艺如下：配置

8-15％的固含量的胶液对选定材料进行抽真空保持2-10min，然后加压至0.30-0.60MPa保

持2-6min，淋胶2-10min后测定材料的浸胶量，浸胶量为10-20％。

[0015] 2)浸胶单板的干燥工艺

[0016] 浸胶材料的干燥采用自然晾干，干燥至含水率为6-10％。

[0017] 3)压板工艺

[0018] 压板密度设定为0.60-1 .20g/cm3，板的最终厚度控制在3-10mm。热压温度为120-

160℃，时间为0.5-2min/mm，采用热进冷出工艺。

[0019] 其中优选配置10％的固含量的胶液，抽真空时间优选保持5min，加压压力优选

0.45MPa保持4min，淋胶时间优选5min，浸胶量优选15.0％；干燥至含水率优选为8％；压板

密度优选1.00-1.20g/cm3，板的最终厚度优选控制在6.0mm；热压温度优选为140℃，时间为

1min/mm。

[0020] 对于胶粘剂，优选使用包括酚醛树脂、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含壬基酚型酚

醛树脂中的一种或多种的胶粘剂，其中优选采用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和含壬基酚型

酚醛树脂二者的组合，二者的配比按重量比可以是1:10-10:1，优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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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酚醛树脂A(丙二酸二乙酯改性酚醛树脂)的制备

[0022] 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三口烧瓶中，按照n(苯酚)：n(甲醛)：n(催化剂)＝1：

2.1：0.3比例加入熔融的苯酚、3/5甲醛、催化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和3/4丙二酸二乙酯，

搅拌均匀；然后升温至85-90℃，反应20min；冷却至75℃以下，加入剩余的甲醛、丙二酸二乙

酯，85～90℃保温反应20min至所需黏度，结束反应，降温出料即可。

[0023] 实施例2酚醛树脂B(含壬基酚型酚醛树脂)的制备

[0024] 在装有搅拌器、回流冷凝管、温度计的500mL四颈瓶中，加入壬基酚/苯酚(摩尔比

为1:5)1.33mol、甲醛(37％)1.55mol及氨水(25％)0.09mol，然后进行搅拌并加热到60℃，

当反应上升到96～98℃时，溶液开始沸腾。恒温反应60min后，用浑浊点法监控反应程度。待

浑浊点达到80～82℃后，停止加热.向四颈瓶中加入蒸馏水，加热、搅拌、洗涤，10min以后停

止搅拌，静置。待树脂分层以后，吸出上层水分，再重复洗涤一次。最后在60℃、0.09MPa下脱

除水分和低聚物，即得产品酚醛树脂B。

[0025] 实施例3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制备

[0026] 1、试验材料

[0027] 杨木薄单板：尺寸为2±0.2mm×0.71×1.27m，含水率为4.50±1％，表面无瑕疵、

腐烂、光滑，山东企业提供。将单板切割成尺寸为300×9×9×2mm，用来制造增强型单板层

积材。胶粘剂：酚醛树脂A与酚醛树脂B按照重量比1:1进行混合。

[0028] 2、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制备

[0029] 1)材料的浸胶

[0030] 利用真空加压浸渍罐，采用加压浸渍法对杨木单板进行浸胶，浸胶工艺如下：配置

10％的固含量的胶液对选定材料进行抽真空保持5min，然后加压至0.45MPa保持4min，淋胶

5min后测定材料的浸胶量，浸胶量大约为15.0％。

[0031] 2)浸胶单板的干燥工艺

[0032] 浸胶材料的干燥采用自然晾干，干燥至含水率为8％。

[0033] 3)压板工艺

[0034] 压板密度设定约为0.60、0.70、0.80、0.90、1.00、1.10、1.20g/cm3，板的最终厚度

控制在6.0mm左右，尺寸大小为30×88×6mm，每种条件压制3块板。热压温度为140℃，时间

为1min/mm，采用热进冷出工艺。

[0035] 对比例1普通酚醛树脂制备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

[0036] 1、试验材料

[0037] 杨木薄单板：尺寸为2±0.2mm×0.71×1.27m，含水率为4.50±1％，表面无瑕疵、

腐烂、光滑，山东企业提供。将单板切割成尺寸为300×9×9×2mm，用来制造胶压木。

[0038] PF树脂购于北京太尔化工有限公司。

[0039] 2、试验方案

[0040] 1)材料的浸胶

[0041] 利用真空加压浸渍罐，采用加压浸渍法对杨木单板进行浸胶，浸胶工艺如下：配置

10％的固含量的胶液对选定材料进行抽真空保持5min，然后加压至0.45MPa保持4min，淋胶

5min后测定材料的浸胶量，浸胶量大约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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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2)浸胶单板的干燥工艺

[0043] 浸胶材料的干燥采用自然晾干，干燥至含水率为8％。

[0044] 3)压板工艺

[0045] 压板密度设定约为0.60、0.70、0.80、0.90、1.00、1.10、1.20g/cm3，板的最终厚度

控制在6.0mm左右，尺寸大小为30×88×6mm，每种条件压制3块板。热压温度为140℃，时间

为1min/mm，采用热进冷出工艺。

[0046] 对比例2酚醛树脂A制备杨木胶压木

[0047] 采用与实施例3相同的制备方法，区别仅在于胶粘剂选择酚醛树脂A。

[0048] 对比例3酚醛树脂B制备杨木胶压木

[0049] 采用与实施例3相同的制备方法，区别仅在于胶粘剂选择酚醛树脂B。

[0050] 试验例1

[0051] 一、对比例1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力学性能

[0052]

[0053] 随着密度增加，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水平剪切强度呈增加的趋势。密度为

0.60g/cm3的增强型单板层积材，水平剪切强度为12.34MPa，密度为1.22g/cm3的增强型单板

层积材，水平剪切强度达到28.68Mpa。

[0054] 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也随着密度的增加呈现正相关趋势。

密度为0.60g/cm3的胶压木，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分别为112 .02Mpa和8656Mpa；密度为

1.22g/cm3的胶压木，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分别为241.56Mpa和16170Mpa。

[0055] 二、对比例1增强型单板层积材耐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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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经过20℃水泡后，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吸水宽度膨胀率(WSR)随密度的增加

呈降低趋势，复合材料的吸水厚度膨胀率(TSR)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拐点在1.0g/cm3。

经过63℃水泡后，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WSR呈现S型趋势，即先增后降在增最后基本趋

于平衡趋势，复合材料的TSR呈增加的趋势。经过63℃水泡处理后，试件的TSR、WSR和WAR，均

比20℃水泡处理的高。

[0058] 无论是经过20℃或者63℃水泡，吸水率(WAR)均随着密度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密

度越大，吸水率越低。密度为1.22g/cm3的吸水率在20℃和63℃分别为13.24％和30.97％，

是密度为1.22g/cm3的吸水率的4.5倍和2.9倍。

[0059] 三、对比例1增强型单板层积材表面润湿性

[0060] 杨木单板经过压缩重组后，渗透性有所降低，同时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润湿性也

随着密度的增加而下降。密度越大，接触角也越大。在20s时，密度为1.2g/cm3的增强型单板

层积材表面接触角为43.41°比0.6g/cm3的增强型单板层积材表面接触角(33.54°)增加了

29.4％。

[0061] 四、对比例1增强型单板层积材表面自由能

[0062] 随着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密度的增大，表面的色散力分量 逐渐降低，极性力分量

逐渐增加，分别在1.20g/cm3达到最小值23.71和最大值2.56。未经压缩处理的杨木单板

的总表面自由能 为35.90mJ .m-2，随着单板密度的增大，其表面自由能逐渐下降，在密度

为1.20g/cm3时，表面自由能为26.27mJ.m-2，达到最小值。

[0063] 五、对比例增强型单板层积材表面粗糙度

[0064] 增强型单板层积材比杨木具有更低的Ra(表面粗糙度)，并且随着密度的增加，增

强型单板层积材表面的粗糙度降低。密度为1.20g/cm3的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具有最光滑的

表面，其Ra值为1 .02μm。密度为1.20g/cm3的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的表面粗糙度比密度为

0.60g/cm3g低43.3％。

[0065] 六、对比例1增强型单板层积材结构的变化

[0066] 木材压缩密化过程中，当单板受到压缩后，细胞和管孔受到挤压，产生了较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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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首先压缩的是薄壁细胞，其次导管细胞，最后压缩的是木纤维细胞。

[0067] 密度越大，细胞变性更厉害，结构更紧密。

[0068] 七、对比例1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孔隙结构

[0069] 密度为0.60g/cm的胶压木的总孔隙率和平均孔径均大于0.90和1.22g/cm3。密度

越大，孔隙率越低，细胞腔体积就越压缩，细胞变得越紧密。

[0070] 试验例2

[0071] 一、实施例3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力学性能

[0072]

[0073] 可见，在同一密度条件下进行横向比较，实施例3使用复合酚醛树脂制备得到的杨

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在水平剪切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方面都比使用单一的未经改性

的酚醛树脂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0074] 二、实施例3杨木胶压木耐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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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可见，在同一密度条件下进行横向比较，实施例3使用复合酚醛树脂制备得到的杨

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在耐水性能方面比使用单一的未经改性的酚醛树脂取得了更好的效

果。

[0077] 试验例3

[0078] 密度为1.02(g/cm3)条件下，实施例3与对比例1-3的力学性能对比

[0079]

[0080] 可见实施例3使用复合酚醛树脂制备得到的杨木增强型单板层积材在力学性能方

面比使用单一的未经改性的酚醛树脂、单一使用酚醛树脂A或B都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008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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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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