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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所

述刨片工艺，包括原木预处理、木段剥皮和刨片，

所述刨片，飞刀刃磨角度为32°，飞刀伸刀量为

0.5-0.9mm，反向刀的角度为80-95°，刻痕刀的间

距为110-130mm；还包括原木预处理，所述原木预

处理，原木的径级为12-60cm，原木相对含水率

50-90%；所述长材刨花的刨花长度为110-130mm，

刨花厚度为0.3-0.65mm；由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

制备的定向结构刨花板，平行弯曲弹性模量为

4368-4452M Pa，垂直弯曲弹性模量2035-

2066MPa，内结合强度为0.44-0.52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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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刨片工艺包括原木预处理、木段剥皮

和刨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刨片，所采用的

原木相对含水率为50-9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刨片，所采用的

飞刀刃磨角度为32°，飞刀伸刀量为0.5-0.9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刨片，反向刀的

角度为80-95°，刻痕刀的间距为110-13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刨片工艺，所

述原木预处理，原木的径级为12-6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

的刨片工艺，所述木段剥皮，剥皮机总电流负荷≤260A。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

的刨片工艺，还包括木段的加工，所述木段的加工，成品木段长度为2.8-3.2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刨片工艺得到

的长材刨花，刨花有效合格率为90-96%。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艺得到的长材

刨花，刨花长度为110-130mm，刨花厚度为0.3-0.65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由所述的刨片工艺

得到的长材刨花所制备的定向结构刨花板，平行弯曲弹性模量为4368-4452MPa，垂直弯曲

弹性模量2035-2066MPa；内结合强度为0.44-0.5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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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板材制造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板材刨花，具体涉及一种长材刨花的刨

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刨花板是人造板的新品种之一，而定向结构刨花板被公认为是发展速度快、最有

生机和技术成熟的一种板材。定向结构刨花板板原料主要为软针、阔叶树材的小径木、速生

间伐材等，如桉树、杉木、杨木间伐材等，来源比较广泛，并可制造成大幅面板材，其制造工

艺主要是将一定几何形状的刨片经干燥、施胶、定向铺装和热压成型。定向结构刨花板是铺

装时刨花按一定方向排列制成的平压定向刨花板。由于刨花形态较大，所以定向结构刨花

板对原料的尺寸规格要求高，一般都是由小径规格材经长材刨片、鼓式刨片、盘式刨片机等

刨削而成。随着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消费者对家具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一种稳

定性好、适用范围广的环保材料，长材刨花无论是厚度还是长宽分布均匀一致，最适合于定

向结构刨花板及可饰面定向结构刨花板的生产原料。

[0003] 现有的长材刨花存在以下主要缺陷：

（1）刨花形态不规则；

（2）刨花厚度不均匀、分布不集中，合格率在50-60%；

（3）力学强度均匀性和稳定性差；

（4）刨花含水量不均。

[0004] 由于长材刨花上述缺陷，对后续工艺的影响：

（1）不利于后期的铺装精度，会造成铺装不均，密度偏差过大，板材强度下降；

（2）刨花形态不规则，造成压机速度降低，产能下降。

[0005] 现有技术中生产长材刨花的工艺中刀具使用寿命短，  刀具使用寿命10天，磨刀次

数2次/24小时，换刀和磨刀操作复杂，造成生产效率低，产能下降，所以，长材刨花的质量，

不但影响到板材的力学强度，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刀具的使用寿命以及长材刨花产量。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以上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

艺。本发明可以实现以下发明目的：

（1）本发明刨片工艺制备的长材刨花：刨花形态规则、刨花厚度分布均匀、刨花力学强

度均匀性和稳定性好；

（2）采用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刀具使用寿命延长了50%，磨刀次数减少了

50%；

（3）采用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生产效率高，产能大大提高；

（4）采用本发明制备的长材刨花生产的定向结构刨花板及可饰面定向结构刨花板强度

高，力学强度均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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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刨片工艺包括刨片。

[0008]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刨片，所采用的原木相对含水率为50-90%，所采

用的飞刀刃磨角度为32°，飞刀伸刀量为0.5-0.9mm。

[0009]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刨片，反向刀的角度为80-95°。

[001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刨片，刻痕刀的间距为110-130mm。

[0011]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刨片工艺，还包括原木预处理，所述原木预处

理，原木的径级为12-60cm。

[001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长材刨花，刨花长度为110-130mm，刨花厚度为

0.3-0.65mm。

[0013]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还包括木段剥皮，

所述木段剥皮，剥皮机启动总电流负荷≤260A。

[0014]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还包括木段的加

工，所述木段的加工，成品木段长度为2.8-3.2m。

[0015]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刨片工艺得到的长材刨花，刨花有效合格率

为90-96%。

[0016]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由所述的刨片工艺得到的长材刨花所制备的定向结

构刨花板，平行弯曲弹性模量为4368-4452MPa，垂直弯曲弹性模量2035-2066MPa；内结合强

度为0.44-0.52MPa。

[0017]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刨片工艺制备的长材刨花：

刨花形态规则，长宽和厚度均符合规定要求；

刨花厚度均匀、厚度分布集中，较小料、较大料含量低，合格率大于90%；

刨花力学强度均匀性和稳定性好；

刨花含水率均匀；

（2）采用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刀具使用寿命延长了50%，磨刀次数减少了

50%；

（3）采用本发明的长材刨花所生产的板材强度高，力学强度均匀稳定；

（4）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生产效率高，产能提高10%。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 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由该工艺制备的长材刨花，无论是厚度还是

长宽分布均匀一致，适合于定向结构刨花板及可饰面定向结构刨花板的生产原料；长材刨

花新鲜、无树皮及其他杂质及金属，既保证了刨花质量又确保了生产线原料的连续供应。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长材刨花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原木预处理-木段的加

工-木段剥皮-金属木段的分检-木段的打包及进料-长材刨花机刨片，得到长材刨花。

[0020] 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原木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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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入厂以后为得到高质量，高效率的长材刨花，在原木加工前需要对符合要求的原

木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原木剥皮快捷，刨花形态均匀一致。

[0021] 1）原木种类：适用于长材刨花的树种包括松木、杨木、铁杉，不包括桐木、果木、柳

木、榆木及巴结较多的硬杂木；

2）径级要求：原木径级在12-60cm；

3）含水率要求：采伐在半年以下的新鲜原木为主，要求原木相对含水率50-90%之间，否

则必须进行喷淋加湿处理方可刨片，货场喷淋≥48小时。

[0022] 2、木段的加工：

长材刨花的木段加工是靠横截锯来完成；

横截锯是对较长原木锯切成要求长度的木段，夹木机将原木放到横截锯工作台上，通

过横向链条拉木机当中的中分锯将原木锯切成需要的合格木段，长度可以通过调节锯片的

安装位置进行调节，成品木段长度为2.8-3.2米。

[0023] 3、木段剥皮：

合格木段通过链条拉木机输送至12米高的位置，通过滑道落入剥皮机进行剥皮。

[0024] 剥皮机为滚筒式剥皮机，剥皮机的效率及剥皮质量是通过控制电机电流速度来调

节控制的，具体见表1。

[0025] 给定速度和运行速度在剥皮机正常运转情况下进行保持一致，剥皮机启动时总电

流负荷≤260A，剥皮机液压门开度正常运转时在60-100%；

通过滚筒式剥皮机自身的旋转，使得木段与木段之间、木段与滚筒之间进行不断的碰

撞摩擦从而剥皮，并且在滚筒不断的旋转及特殊的内部拨料齿的推动下，木段从滚筒入口

到达出口的出料门位置；调节出料门的开度及滚筒的旋转速度，来调节剥皮的质量及效率。

[0026] 表1剥皮机电机电流速度控制

4、金属木段的分检：

剥皮的木段及树皮一起从滚筒剥皮机的出料门被排出后，进入到带有筛选树皮的链条

拉木机上，树皮沿着拉木机缝隙被分离到输送皮带上；

木段沿链条拉木机继续前行，通过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金属后发出信号至电脑，电脑发

出指令给后续的翻木机，翻木机将带有金属的木段排废，合格木段进入横向拉木机。

[0027] 5、木段的打包及进料：

合格木段被横向拉木机输送至打捆机分批进行打包，并输送至长材刨花机，保持打捆

机打捆的木段紧凑、方向一致。

[0028] 木段打包后便于批量进料，以获得最大的刨花生产量，批量进料系统有两个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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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交替把打包后的木段送入刨片机。

[0029] 6、刨片：

原木经过打捆机打捆后，以捆为单位进入刨片机进行刨片；通过调整刨片机的目标设

定厚度，飞刀刃磨角度，反向刀角度，飞刀伸刀量，刨片机的参数如表2所示，最终得到高效

合格的刨花。

[0030] 表2：本发明实施例1-5长材刨片的刨片工艺参数

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的有益效果：

1．刀片的使用寿命和磨刀次数对比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现有技术的生产长材刨花的工艺中刀具使用寿命短，  刀具使用

寿命10天，磨刀次数2次/24小时，换刀和磨刀操作复杂，造成生产效率低，产能下降；本发明

实施例1-5的生产长材刨花的工艺中刀具使用寿命长，磨刀次数多，换刀和磨刀操作简单，

生产效率高，产能得以提高。

[0031] 2.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检测结果

其中，刨花有效合格率为，经本发明的长材刨花的刨片工艺制备的长材刨花中，刨花的

长度和厚度在标准值±10%范围的有效刨花与总刨花的数量百分比。

[0032] 3.采用本发明的实施例1-5的长材刨花所制备的12mm的定向结构刨花板（OSB）板

材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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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表格可知，根据本发明的刨片工艺生产的实施例1-5的长材刨花板材，刨花表面

无碎料，表面大刨花片型规则、较大，产品的质量指标好，力学强度均匀稳定并有所提高，因

刨花形态规则压机速度也相应得到提高，可实现连续化生产，产能增加。

[0033] 本发明的刨片工艺生产的实施例1-5刨花板材效果均比现有技术好，现有技术是

盲目生产，由表可知，实施例3-4的技术效果最佳，即原木相对含水率为55-65%时最佳。

[0034]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明所采用的百分数均为重量百分数，本发明所述的比例，均为

质量比例。

[003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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