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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砂光量下展平竹板硬度及回弹率研究
黄成建 1,2，包永洁 1,2*，陈玉和 1,2，李延军 3，李

能 1,2，李景鹏 1,2

(1. 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杭州 310012；2. 浙江省竹子高效加工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2；
3. 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竹材是粘弹性材料，在载荷条件下会产生弹性变形。以毛竹展平板材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的竹材表
面砂光量对其硬度以及卸载后对竹壁回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展平竹板表面砂光量的增大，硬度先有上
升的趋势，在砂光量为 0.5 mm 达最大值后逐渐降低；竹壁的回弹率随着表面砂光量的增大而逐渐降低,在砂光量为
1.5 mm 后下降趋势变缓；同时，竹壁的回弹率也随着卸载后陈放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但是增大趋势逐渐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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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ness and resilience properties of flattened bamboo in response to surface s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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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mboo is viscoelastic material, and it will produce elastic deformation under loading. In this
study, the flattened bamboo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surface sanding on the hardness and the rebound rate of bamboo wall after unload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nding quantity of flattened bamboo surface
influenced both the hardness and the rebound rate of bamboo wall. With increasing surface sanding, the hardness
value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gradually reduced after reaching the maximum value at the sanding quantity of
0.5 mm. The rebound rate of bamboo wall gradually decreased along with an increasing sanding quant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rebound rate slowly declined after the sanding quantity reached 1.5. As time went on after
unloading, the rebound rate gradually increased, but such an increase was gradually slowing down.
Key words: flattened bamboo flooring; sanding thickness; hardness; rebound rate
近年来，随着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问题的日
益关注，竹材的开发与利用有了较快的发展。竹材
除了制作竹工艺品和装饰品之外，已开发出更多的
竹材加工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家具制造、
装饰装修、包装造纸和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具有良
好的代木性[1-7]。
竹地板行业是近年来兴起的竹材高效加工利用
行业。目前，市面上的竹地板主要是由竹材去青去
黄的竹肉部分砂光后经过平压或者侧压制成的。传
统竹地板具有结构比较稳定、纹理通直清晰、硬度

大、强度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出
材率低，加工工艺比较复杂，用胶量大，成本高且
不环保等缺点[8-10]；另外，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
传统竹地板主要受力部分是竹肉部分，使用过程中
遇到重物如鞋（靴）跟等尖锐的物体施压时会出现
凹痕，并且难以恢复。为了解决传统竹地板的一系
列问题，已经开发出了利用原竹展平制作地板的一
项新技术，即将原竹经过软化展平后得到展平竹板
材[11-16]，再经热压胶合制成地板。目前，该技术已
经在企业中得到推广运用，原竹展平制成的地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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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古典美观，出材率高，同时用胶量大大降低，另
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带竹青的展平竹板具有很高的硬
度和良好的回弹性能，大大改善了传统竹地板在受
到重物挤压后的压痕不能恢复的问题。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原竹展平竹板材表面进行不
同程度的砂光处理，测试分析不同砂光量下展平竹
板表面的硬度和回弹率，考察表面砂光量对展平竹
板材硬度以及竹壁回弹率的影响规律，以期为展平
竹板的应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展平竹地板材是由浙江大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竹材采用 4 年生成熟毛竹中部，在高温蒸煮
罐中 150℃左右的环境下进行软化处理后及时展平
成展平竹板，经施胶组坯后，置于热压机下压制成
展平竹地板材，热压压力约为 1.2 MPa，热压温度
为（110±5）℃。
展平竹板材锯制成 150 mm×75 mm×25 mm
规格的试件，再将试件按照不同的砂光量（对照试
样、砂光量为 0.5 mm、1.0 mm、1.5 mm 和 2.0 mm）
进行砂光处理，砂光 2.0 mm 后竹青部位未完全砂
去，仍有少量竹青存在（图 1）。试件制好后放入调
温调湿箱内进行含水率的调整（温度 20℃±3℃，
湿度 65%±1%），含水率达到稳定后将试件分成 2
组，每组 12 个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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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平竹板的厚度回弹率按下式计算：
h h
p  2 1  100%
h
式中：p—回弹率（%）；h—试件厚度（mm）；
h1—经回弹后的深度（mm）；h2—压缩深度，本次
试验中为 2.82（mm）。

2

结果与分析

2.1 砂光量对展平竹板表面硬度的影响
图 2 显示的是展平竹板表面砂光量与硬度的关
系。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随着展平竹板表面砂光量的
增加，硬度逐渐增大，在砂光量为 0.5 mm 时达最
大值 8132.89 N，随后呈逐渐降低的趋势，砂光量为
2.0 mm 时最小，达到了 6295.75 N。可见砂光量对
展平竹硬度的影响比较显著。木质纤维材料的硬度
与密度有很大的关系，竹材从竹青到竹黄，维管束
由密变疏[17]，竹材的密度逐渐降低，因此，硬度在
径向上由外到内应该是逐渐降低的。竹材中，承力
的主要是维管束厚壁细胞，基本组织薄壁细胞起传
递载荷的作用，纤维厚壁细胞沿轴向排列规则，细
胞壁厚而且密集，越向竹材内侧则纤维排列越不规
整，并且囊素细胞增多，内侧薄壁细胞增多，密度
较竹壁外层的小很多，导致物理力学性能也比外层
的小很多。从黄盛霞等[18]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沿
径向，毛竹的微纤丝角自内向外略有减小，导致外
壁的微纤丝排列要比内壁的整齐规整一些，微纤丝
角和纤维素的含量决定了竹材的力学性能 [19] ，因
此，硬度值会呈现出随着砂光量增大而逐渐降低的
趋势。

图 1 试验材料
Figure 1 Experimental samples

1.2 方法
将其中 1 组试件用作硬度试验，参照美国
ASTM D1037 标准，利用万能力学试验机（山东济
南 MWD/50）进行硬度测试，测试在钢球压入展平
竹板材表面 5.64 mm 时的最大载荷值。展平竹板回
弹率试验是将试件压出深度 2.82 mm 后，利用数显
深度规（广西桂林 12.7×0.01 mm，精度：0.01 mm）
测量展平竹板材表面在不同时间段的回弹深度，然
后计算展平竹板材厚度的回弹率。

图 2 不同砂光量下展平竹板表面的硬度
Figure 2 The hardness of flattened bamboo under different
sanding thickness

另外图 2 显示出砂光量在 0.5 mm 时硬度达到
了最大值，对照试样试件的硬度值为 7259.10 N，要
比砂光量为 0.5 mm 试件的低。这主要是有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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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纤维素是竹材细胞中
的“骨架结构”，半纤维素是“基体物质”，而软化
过程都是在具有碱性的高温水溶液中进行的，水解
会造成竹材外侧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损失较大，因
此外侧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损失会造成力学性能降
低。另一方面是在进行展平竹板材的制造时，热压
胶合的温度较高，使得部分纤维素、半纤维素产生
热分解，从而降低了竹壁的硬度，这与前人的研究
报道类似[20-21]。竹青直接与热压板接触，接触时间
长，因此热压温度对竹青表面的影响比对竹黄的影
响更为显著一些，所以对照试样的硬度比砂光 0.5
mm 的试件硬度低。
2.2 砂光量对展平竹板表面回弹率的影响
在竹材受载荷的时候，基本组织先受到压力并
且相互压紧，同时将能量传送给维管束，把导管压
缩变形。进一步加载，基本组织受力增大，开始变
形，维管束受压力增大，压入基本组织使其压溃变
形，导管也被压溃变形，竹青部分会出现明显的压
溃现象。在开始阶段，竹材的结构未遭到大的破坏，
基本组织压紧，导管压缩变形，纤维素分子链呈卷
曲状，此时卸掉载荷后的纤维素分子链迅速运动伸
展，导致基本组织和导管部分出现松弛恢复，使得
能够迅速出现压痕回弹现象。图 3 显示了展平竹板
材表面在 60 min 内竹材回弹率与砂光量的关系曲
线。可以看出，对照试样的回弹率最大，达到 6.81%，
随着砂光量的增大，展平竹板表面的回弹率逐渐降
低，并在砂光量为 1.5 mm 达到 5.86%后下降趋势变
缓。

图 3 不同砂光量下展平竹板表面的回弹率
Figure 3 Rebound rates of flattened bamboo under different
sanding thickness

沿竹壁由外向内纤维体积含量是逐渐减少的，
在载荷时外侧卷曲的纤维较多，积蓄的能量更多，
产生的反作用力就越大，而内侧的纤维量较外侧少，
产生的反作用力相对较小，因此在卸载之后由外壁
向内壁的回弹率是逐渐降低的。这与冼杏娟等[2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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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纤维体积含量与壁厚位置关系的结果相吻合。另
外，竹材的竹壁是一种分层结构，存在密度梯度，
载荷时受到的抵抗力与竹壁内部结构有关。如上所
述，竹青部位纤维含量多，回弹率高，但是随着砂
光量的增多，竹青逐渐被砂掉，竹壁的结构成分越
来越与竹黄相近，纤维含量与内壁越来越相近，载
荷时的抵抗力相差不多，因此在砂光 1.5 mm 后，
回弹率下降的的趋势逐渐变缓。

图 4 不同砂光量下展平竹板在 60 min 内的回弹情况
Figure 4 Rebound rates of flattened bamboo under different
sanding thickness in 60 minute

竹材和木材一样都属于粘弹性材料[23]，具有蠕
变松弛的特性。在受到外力作用时，纤维素分子链
呈卷曲状，当卸去载荷时，纤维素分子链由于热运
动逐渐伸展开，会产生粘弹性变形，使得竹板材部
分厚度产生回弹现象。图 4 展品了竹板表面回弹率
与时间的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展平竹板表面的回
弹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并在 20 min 以后
逐渐趋缓。这是由于在承受压力载荷之后，竹材中
的基本组织会被压紧，导管也会被压缩变形，卸载
后纤维素分子链快速伸展，因此回弹率逐渐增大。
但是由于竹材是粘弹性材料，在承载的过程中部分
组织会被压溃，导管变形超过弹性极限的变形，因
此竹材的回复逐渐减缓。
另外，从图 4 中还可以看出，在同一时间点上，
随着砂光量的增大，回弹率则降低。如上所述，这
主要是由于竹材中由竹壁外层到内层纤维素含量逐
渐降低，因此在卸载后，竹壁外层的纤维素分子链
经热运动伸展量相对于内层较大，从而导致砂光量
越大回弹率越小。

3

结论

展平竹板材在进行砂光处理后，砂光量对其硬
度及其表面回弹率有较明显的影响。展平竹板的硬
度随着砂光量的增多先呈一定的增大趋势而后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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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降低，在砂光量为 0.5 mm 时达到最大值。展平
竹板表面的砂光量对竹壁的回弹率有显著的影响，
对照试样表面回弹率最大，达 6.81%，随着砂光量
的增大，竹壁的回弹率出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在表
面砂光量为 1.5 mm 以后下降趋势变缓。因此，在
实验研究范围内通过回弹率与硬度两个指标的研
究，可以确定展平竹地板表面砂光量为 0.5 mm 时
最为合适。
综上可以看出，展平竹地板带有部分竹青，相
比于传统不带竹青的竹地板，具有较高的硬度使其
不易被重物如高跟鞋（靴）跟等压出凹痕，同时良
好的回弹性能也使得展平竹地板在受到一定压力后
能够及时回复，保持了竹地板原有的形状。展平竹
材依然保持了竹材的纹理花纹和物理特性，经过不
同的工艺如染色、炭化处理等，外观美观，性能良
好，在装饰装修、家具和竹材地板行业有广泛的应
用，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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