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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材微纤丝角变异规律研究
李霞镇，任海青*，王小青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 要：利用了 X 射线衍射技术对不同高度、不同竹龄、在垂周方向不同位置的毛竹材微纤丝角变化规律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竹壁径向上，由外而内，微纤丝角大致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至靠近竹黄处微纤丝
呈现最小值，且最大值与最小值间差异为 4.17°。从基部往上，微纤丝角有略微增大，最大差异只有 0.15°。毛竹
材的微纤丝角从 0.5 年至 6 年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5 个竹龄的毛竹材微纤丝角之间的差异最大值仅 0.52°。
最后通过方差分析表明，高度、竹龄以及垂周方向上的位置对毛竹材微纤丝角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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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ariation of microfibril angle in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LI Xia-zhen, REN Hai-qing, WANG Xiao-q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od Industry, CAF,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Variations of microfibril angle of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with different heights, ages, radial positions were studied by X-ray diffraction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crofibril angle increased first, and
decreased from outside to inside in radial direction of the walls, finally it reached to the minimum at the inside of
the wal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 of microfibril angle was less than 4.17 °.
Moreover, the microfibril angel increased slightly from base to top of the stalks. The difference was less than
0.15°. In addition, the microfibril angle increased first, then decreased from 0.5-year to 6-year, whose difference
was less than 0.52°. At last, significant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microfibril angle with different ages, heights and
radial positions of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were showed by analysis of variation.
Key words: X-ray diffraction;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microfibril angel; variation
竹材是我国重要的森林资源，随着木材的日益
短缺，作为生物质材料的竹材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由原竹利用和制作生活用品
步入了结构用建筑工程材料的行列，所以研究竹材
的各项特性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在竹材的物理
力学、化学特性方面已有较为广泛的研究，但对于
竹材微纤丝角而言，只有少数专家学者进行过初步
探索[1-3]。
纤维微纤丝角是由纤维素分子链构成的微纤丝
与纤维细胞轴向之间的夹角，它的大小对纤维材料
的物理力学性质、制浆造纸性能和纸张强度、纤维
复合材料性能等均有很大的影响，它同密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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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衡量材料性质重要指标之一[4-5]。一般来说，微纤
丝角的测定方法大致分为普通光学显微镜法、近红
外光谱预测法和 X 射线法 3 类，其中 X 射线法简便
快速、代表性强、重现性好[6]，特别适用于测量大
量、有极大变异性的生物性材料的微纤丝角[7]。国
内外学者对木材微纤丝角及其对木材物理力学性质
影响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木材微纤丝
角一般的变异规律[8]。
虽然有少数学者曾对毛竹材微纤丝角进行过研
究，但均未得出较一致的变异规律，所以作者选择
了竹龄、高度以及垂周方向位置 3 个影响因素对毛
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 Mazel ex H.de Lehaie)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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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纤丝角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其变异规律，
以期为毛竹材的定向培育和加工利用提供一定的基
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及制备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0.5 年生、1 年生、2 年生、
4 年生和 6 年生毛竹各 5 根。为了使不同年龄毛竹
的微纤丝角之间具有可比性，所选用的毛竹材胸径
大致相近（均在 10 cm 左右）。待气干后，分别在每
株竹子上截取 2 m 处、4 m 处和 6 m 处的竹筒，在
端头截取尺寸为 20 mm (L)×10 mm (T)×t mm (R)的
竹块，然后将每块竹块沿弦向可劈制成 5~7 片（竹
壁厚度由基部至稍部逐渐减小，制得试样数不相等）
尺寸为 20 mm(L)×10 mm(T)×1mm(R)的薄竹片作为
试样，从竹青到竹黄依次编号为 1、2、3、4…（试
样解据如图 1 所示）
。竹青和竹黄厚度在竹壁占据很
小的比例，所以只有在试样 1 上包含着竹青层，最
后一个试样上包含竹黄层。试样的含水率大约为
10%。根据试验要求的试件尺寸，利用机器劈制竹
薄片难度很大，故本实验采用的是手工劈制，这样
会使劈制后的竹薄片表面带有一些毛刺，故在试验
之前应用砂纸将竹薄片的两个表面稍微磨平，以保
证所测数据的准确性。
1.1

理，直接用双面胶垂直固定在旋转样品台上进行 X
射线连续扫描测定微纤丝角。
根据本试验所扫描的图谱（图 2）看出，在 90°
和 270°处的两个衍射峰的峰形有较大差别，未完全
重叠，故 2 个峰不能用同一基线拟合，由此将 X 射
线谱转化为 Excel 脚本语言后，采用 Origion 软件中
的高斯函数（Gauss Amp）对 45～135°和 225～315°
之间的数值进行单峰拟合拟合图谱，得到σ1 和σ2
两个单峰拟合值，此时 T=σ1+σ2，微纤丝角为 T
值的 0.6 倍[9]，由此得到 MFA。

图 2 毛竹材 X 射线衍射图谱
Figure 2 X-ray diffraction spectra in bamboo

2

结果与分析

毛竹材微纤丝角径向变异
从图 2 可以看出，靠近竹青的样品的衍射强度
大，峰形好，主要由于样品越靠近竹青，毛竹材密
度越大[10]，参与衍射的细胞壁物质越多。在竹壁垂
周方向上，由外而内，样品的衍射峰高逐渐减小，
因为竹黄是由由无定形物质构成，且试验所制试样
厚度几乎相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峰高反映的是结晶
区域的所占比例。
2.1

Figure 1

图 1 微纤丝角试样解锯图
The sawing method of the MFA samples

试验方法
试验的仪器为美国 Panalytical 公司生产的粉末
X 射线衍射仪（PHILIPS X’Pert），简称 XRD。入射
光采用点聚焦光源，透射衍射模式。X 光管 Cu 靶，
准直狭缝，单色器去除辐射。入射光路垂直于试样
弦切面，接受光路与入射光路的夹角为 22.4°。主要
扫描参数参数如下：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40 mA，
扫描步进 1°，扫描范围 0～360°，连续圆周扫描，
计算机自动采集数据。目前利用 X 射线衍射系统测
试木材微纤丝角的常用计算方法有 4 种：0.4T 法、
0.5T 法、0.6T 法和函数法。竹薄片无需做任何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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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图 3 毛竹材下部（2 m 处）MFA 的径向变化
Figure 3 MFA profile of bamboo at height of 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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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图 4 和图 5 可知，（1）在竹壁垂周方
向上，毛竹材微纤丝角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1.89°和 7.72°，两者间的差异为 4.17°。
（2）在竹壁
垂周方向上，由外而内，微纤丝角大致呈先增大后
减小的变化趋势，至靠近竹黄处微纤丝呈现最小值。
通过方差分析表明（见表 1）
：垂周方向上不同位置
对毛竹材微纤丝角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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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最为明显。5 个年龄的毛竹材微纤丝角之间的
差异最大值仅为 0.52°，但通过方差分析（见表 1）
可知，年龄对微纤丝角的影响显著，尽管 0.5 年生、
1 年生、4 年生毛竹材微纤丝角无显著差异，但与 2
年生、6 年生毛竹材的微纤丝角差异显著。

图 6 高度对竹材微纤丝角变异的影响
Figure 6 The impact of height on bamboo MFA
图 4 毛竹材中部（4 m 处）MFA 的径向变化
Figure 4 MFA profile of bamboo at height of 4.0 m

图 7 年龄对毛竹材微纤丝角变异的影响
Figure 7 The impact of age on bamboo MFA
图 5 毛竹材高部（6 m 处）MFA 的径向变化
Figure 5 MFA profile of bamboo at height of 6.0 m

毛竹材微纤丝角随高度的变异
图 6 反映了毛竹材高度方向微纤丝角的变异，
毛竹材 2 m 处、4 m 处和 6 m 处的平均微纤丝角差
异分别为 9.39°、9.40°和 9.54°，从基部往上，微
纤丝角有略微增大。尽管三者之间的平均值差异很
小，2 m 处、4 m 处的毛竹材微纤丝角之间差异不
显著，但与 6 m 处的微纤丝角差异显著，通过方差
分析也表明：高度对毛竹材的微纤丝角影响显著。
2.3 毛竹材微纤丝角随竹龄的变异
图 7 反映了竹龄对毛竹材微纤丝角的影响，毛
竹材的微纤丝角从 0.5 年至 6 年呈先增大后减小变
化趋势，各年份毛竹材平均微纤丝角分别为 9.44°、
9.44°、9.72°、9.44°和 9.17°，且至 6 年时下降
2.2

3

小结与讨论

对于木材而言，微纤丝角是决定其物理力学以
及加工特性的重要因素[11-15]，并且与木材的化学特
性相关，木素的含量随微纤丝角的降低而降低[16]。
木材微纤丝角变异幅度较为明显，我国的人工林杉
木幼龄材大约为 20°，成熟材大约为 10°，变异幅度
达到 10°左右[17]。在木材径向上，微纤丝角在髓心
处最大，在幼龄材区域由内向外显著降低，到成熟
材区域则趋于稳定[18]。在树高方向上，随着树高的
增加逐渐减小，达到一定高度后呈稳定的趋势，但
至树梢处又有所增大[19-20]。
对于毛竹材而言，微纤丝角变化幅度较木材小
很多，且变化规律不明显。江泽慧研究认为，毛竹
微纤丝角从竹青到竹黄略有增大，但就绝对值而言
则差异不大[1]。余雁认为竹材的径向的差异不大，
一般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小于 3°，微纤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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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在径向没有稳定的变化规律，但年龄、高度以及
径向位置对微纤丝角的影响均显著[2]。杨淑敏认为：
纤丝角的径向变化为：在靠近竹青处略小，随之增
大，而后呈逐渐下降趋势，至竹黄处达到最小；微
纤丝角从基部到稍部逐渐减小；7 个竹龄的竹材微
纤丝角未呈现一致的规律性变化，且竹材微纤丝角
的变化幅度仅为 4.44°[3]。
本试验毛竹材微纤丝角的研究得出：在竹壁垂
周方向上，由外而内，毛竹材微纤丝角呈现出一定
的规律性，大致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至靠
近竹黄处微纤丝角最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4.17°，通过方差分析表明垂周方向上的位置对毛
竹材的微纤丝角影响显著。在毛竹材高度方向上，
从基部往上，微纤丝角有略微增大。2 m 处、4 m
处和 6 m 处的平均微纤丝角差异分别为 9.39°、
9.40°
和 9.54°，这与前人所得的结论有一定差异，这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毛竹材在生长过程中受环境因
素、干形或种源等因素的影响。由于三者之间的绝
对值差异较小，也不能完全否定是试验误差所致。
对于竹龄而言，试验所选取的 5 个竹龄的毛竹材微
纤丝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但可以肯定的是毛竹材
至 6 年时，其微纤丝角最小，通过方差分析表明竹
龄对毛竹材微纤丝角的影响也显著。通过研究进一
步说明了毛竹的微纤丝角不是决定其物理力学性能
变异的主要因子这一说法[2]。本试验只选定高度、
竹龄及垂周方向位置 3 个毛竹材微纤丝角影响因
素，对其进行了变化规律的研究，只能在某种程度
上对毛竹材进行评价，还需和毛竹材的密度、化学
组成、立地条件和栽培方式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此
来为毛竹材今后的培育和加工利用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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