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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面加压法对木材表面密实的机理研究
刘丹丹 1，张佳琦 2，宋

杰 3，关惠元 4*

(1.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 201306；2.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广州 510520；
3. 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广州 510642；4. 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木材表面密实化是提高木材表面密度和硬度的有效方法，以往研究中大多采用平压法，木材表面密度
提高的同时中心层也得到了密实，损耗了材积，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低材积损耗的木材表面密实方法。采用柱面加
压法对木材进行表面密实，以半无限平面的线载荷理论为基础，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柱面加压法木材表面密实进
行模拟，优选出了柱面加载头的半径大小，并进行实验验证，探求加载头半径对木材表面密实效果的影响。半无限
平面的线载荷理论分析表明，柱面法加压时，应力分布由表层向下逐渐衰减，与平压法中力的等值传递相比更适合
木材的表面密实，且圆柱体半径越小，表面密实效果越好；有限元模拟结果更直观地表明了柱面加压时的应力分布
情况，密实层均集中于表层，且加载头半径越小，密实层越集中于表层且越密实，压缩量越大，表面密实层厚度越
大且越密实，根据模拟结果优选加载头半径的大小为 10 mm 及以下；实验验证的结果与理论分析及有限元模拟结
果一致，当采用半径 5 mm 加载头压缩 3 mm 时，表面密实层最大密度达到 783 kg·m-3，比未密实前提高了 82.6%，
表面硬度和耐磨性也显著提高，但材积损耗仅为 12%，较平压法大大减少了材积损耗。柱面加压法较平压法更适
合于木材的表面密实，提高木材表面性能的同时材积损耗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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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wo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mechanism in cylinde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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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density and hardness of wood, flat
pressing method was widely us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density of wood surface increased while the central layer
was also compressed, which caused the volume loss,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method for efficient compression
of wood surface. In the study, cylindrical compression method was used for wo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based on the
linear loading theory of half infinite plan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wo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in cylinder method, the radius of cylindrical loading head was optimized,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oading head radius on the compression of wood surface. The linear loading theory
of half infinite plane showed that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was decreasing from the surface in cylindrical compression
method, which was more suitable for wo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equivalent transfer of stress in
traditional flat pressing method, and the smaller the radius of the cylinder was, the better the surface compression
effect was; the results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intuitively showed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the densified layer was
concentrated on the surface, the smaller the radius of loading head was, the more concentrated on the surface and
denser the compression layer was, and the larger the compression amount was, the thicker and denser the surface
compression layer was, optimized radius of cylindrical loading head was 10 mm and below according to simulation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results,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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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ed by 3 mm with radius 5 mm loading head, the maximum density of the surface densified specimen could
reached 783 kg·m-3,which was 82.6% higher than undensified specimen, surface 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the volume loss was only 12%, the volume loss was grea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flat pressing method. Cylindrical compression method was more suitable for wo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compared
with flat pressing method, wood surface properties was increased while the volume loss was greatly reduced.
Key words: cylindrical compression method; surface densificati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速生材材质疏松、密度低、硬度小、强度低的
缺陷严重影响了其质量和应用[1-2]，为克服其自身缺
陷，提高其附加值，扩大其应用领域，缓解天然林
供需不足，迫切地需要对速生材进行改性。
木材表面密实化是提高木材表面密度和硬度的
有效方法，木材经过压缩后，细胞壁变形，细胞腔
减小，密度增加，物理力学性能显著提高[3-4]。通常
采用树脂浸渍法[5-6]和热压机平压法[7-8]对木材进行
表面密实，但树脂浸渍法存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
保问题，因此该方法的应用受到限制；热压机平压
法，即采用热压板对木材表面进行压缩密实，当压
缩率较小时，得到的压缩层较薄，随着压缩率的加
大，压缩层逐渐加厚，压缩层和未压缩层密度增
大[9]，这是由于平压法载荷分布比较均匀，表层密
度提高的同时芯层也得到了密实，因而损耗了材积。
本研究以半无限平面的线载荷理论为基础，利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柱面加压法木材表面密实进行
模拟，优选出柱面加载头半径大小，并进行实验验
证，探究柱面加压法对木材表面密实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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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s)表示接触面上的分布接触压力；s 表示
接触区中任意一点至接触中心的距离；x、z 表示平
面内任意一点的坐标；a 是压缩接触边缘到力的作
用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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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木材为均质的弹性体，圆柱体与半无限平
面的接触如图 1 所示，结合 Hertz 接触理论，接触
产生的分布压力及切向牵引力所引起的应力场可按
Jonhson[10]给出的公式计算。
应力函数通解：
2z

接触区域的接触压力分布[11]：
2P
（4）
p ( s )  2 (a 2  s 2 ) v 2
a
将 p(s)代入（1）
、
（2）
、
（3）中，可得法向 z 轴
上的应力函数特解为：

 xz  p0 a z  z 2  a 2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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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圆柱体与半无限平面的接触模型
Figure 1 Contact model of cylinder and semi-infinite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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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0 为 p(s)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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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σx、σz、τxz 进行函数变换，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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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弹性体，设定加载头的材料属性为不变形刚体，
将试件非压缩的底面及两个侧面进行固定约束，划
分网格单元为 1 mm，对奥古曼试件分别设置加载
头半径为 10 mm、20 mm 和 30 mm，压缩量为 3 mm、
4 mm 和 5 mm 进行模拟。
表 1 奥古曼试件规格及物理性能参数
Table 1 The dimension and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Okoume
specimen
规格及物理性能参数
参数值
Specifications and physical
Parameter
property parameters
values
100
长度/mm Length

图 2 法向 z 轴的应力[12]
Figure 2 The stress on the z axis

由图 2 可以看出，对于 σx 和 σz，随着 z 的增大，
σx 和 σz 逐渐减小；对于 τxz，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
并随着 z 的增大逐渐趋于零，因此，此物体受力状
态下的应力也带有局部性质，与平压法中力的等值
传递相比，更适合木材的表面密实。
另外，以 σx 为例，由图可以看出，在接触表面，
1

* 2


即 z=0 处，应力值达到最大，为 p0，p0 等于  PE  ，
 R 

可知对于给定 P 值，p0 与 R 成反比，即 R 越小，p0
越大，表面的应力越大，表面密实效果也越好。

2

有限元法圆柱加载头半径的优选

奥古曼试件的规格及物理性能参数如表 1 所
示，本研究是对奥古曼软化后的试件进行表面压缩
模拟，因此表 1 中的弹性模量以及屈服强度均是将
试件采用 100℃水蒸气软化 5 min 后测得的参数值，
另外木材软化后的泊松比由于应变片及胶层不耐高
温不防水等问题无法测量，本研究中采用未软化处
理试件测得的 μRT 进行模拟。
本研究采用 Abaqus 软件进行模拟，假设木材为均

Figure 3

厚度/mm Thickness

25

气干密度/ kg·m-3 Air-dried density

440

径向弹性模量/MPa Radial elastic modulus
径向屈服强度/MPa Radial yield strength

1 861
4.51

μRT

0.5

2.1 表层塑性变形区域
由图 3 和图 4 可见，采用柱面加压法对木材进
行表面密实，试件受压处厚度方向上的应力均呈云
状分布，最大应力值集中在试件的表层，应力值由
表层向内逐渐减小。
同一压缩量不同半径加载头压缩时的表层塑性
变形区域如图 3 所示。红色区域部分为超过屈服强
度区域，即发生塑性变形区域，由图 3 可以看出，
同一压缩量，加载头半径越小，试件表层发生塑性
变形的区域也越小，即表面密实层厚度越小，但区
域内应力的均值更大，说明表面密实程度越好，例
如同样压缩 5 mm，加载头半径为 10 mm 时，试件
表层约 7 mm 发生了塑性变形，应力变化范围为
5.259～4.510 MPa，而加载头半径为 20 mm 时，试
件表层约 11 mm 发生了塑性变形，应力变化范围
5.137～4.510 MPa。

图 3 不同半径加载头压缩 5 mm 时表层塑性变形区域
The surface plastic deformation zone when compressed by 5 mm with different radius of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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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加载头半径 10 mm 时不同压缩量压缩后表层塑性变形区域
The surface plastic deformation zone when compressed by different compression amount with radius 10 mm cylinder

图 4 为同一半径加载头不同压缩量压缩时的表
层塑性变形区域情况，由图 4 可以看出，同一半径
加载头，压缩量越大，试件表层发生塑性变形的区
域也越大，表层更多的细胞层发生了塑性变形，即
表面密实层厚度越大，且表面的应力值也越大，表
面密实程度越好，例如采用半径为 10 mm 的加载头
分别压缩 4 mm 和 5 mm，试件表层发生塑性变形的
区域分别为 5 mm 和 7 mm，压缩 4 mm 时，应力变
化范围为 4.943～4.510 MPa；压缩 5 mm 时，应力
变化范围为 5.259～4.510 MPa。

4.943 MPa。这与前面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即
加载头半径越小，试件表面所受的力越大。
奥古曼径向屈服强度为 4.510 MPa，3 个加载头
半径压缩 5 mm 以及加载头半径为 10 mm 压缩 4
mm 时的最大应力值超过了屈服强度值。最大应力
值集中在表层，且应力由表及里逐渐递减，表层应
力超过屈服强度的区域发生了塑性变形，试件芯层
及底层受力较小，均低于屈服强度值，仅发生了弹
性变形，从而实现了木材的表面密实，根据最大应
力值与加载头半径及压缩量的关系，可以通过减小
加载头半径或者增加压缩量的方式实现木材的表面
密实，然而增加压缩量势必会增加材积损耗，因此
优选加载头半径范围为 10 mm 及以下。

3

图 5 不同压缩条件下的最大应力值
Figure 5 The maximum stress value under different compression
conditions

2.2 表面最大应力值
奥古曼不同半径加载头及不同压缩量压缩时的
最大应力值如图 5 所示，同一半径加载头加压，试
件受压处厚度方向上的最大应力值均随压缩量的增
加而提高，如同样采用半径为 10 mm 的加载头压缩
3 mm、4 mm 和 5 mm，试件受压处厚度方向上的最
大应力值分别为 3.990 MPa、4.943 MPa 和 5.259
MPa；同一压缩量，试件受压处厚度方向上的最大
应力值与加载头半径的大小成反比，如压缩 4 mm，
加载头半径为 20 mm 时，最大应力值为 4.190 MPa，
而当加载头半径为 10 mm 时，最大应力值提高至

柱面加压法对木材表面密实实验验证

3.1 材料
奥古曼，产自非洲加蓬，气干密度在 440 kg·m-3
左右，将锯材气干至含水率 13%～15%左右之后，
锯切成 300 mm（纵向）×110 mm（弦向）×25 mm
（径向）。
3.2 实验方法
采用自制的木材柱面连续滑动加压密实装置对
试件进行表面密实处理，根据有限元模拟结果选用
半径为 10 mm、7.5 mm 和 5 mm 3 种规格的柱面加
载头进行实验验证，压缩量为 3 mm。
（1）预先安装好所需半径大小的柱面加载头，
调节好加载头与工作台面的水平度以保证试件表面
压缩密实的均匀性，调节好柱面加载头到工作台面
的距离（即压缩量），设定柱面加载头的进给速度为
8 m·min-1；
（2）将试件采用 100 ℃水蒸气软化处理 10
min 后，立即放置于自制的木材柱面连续滑动加压
密实装置中进行表面滑动加压密实，由于柱面加压
法木材表面密实无保压环节，为了防止木材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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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破裂以及减少瞬时回弹，采用 1 mm 后 0.5 mm 梯
度逐层压缩至设定压缩量后反复 5 次压缩工艺，每
个实验条件重复 5 次；
（3）将不同实验条件处理后的表面密实材放置
于大气环境中平衡处理一个月后，按不同性能检测
要求锯切成相应的规格，分别进行各项性能的检测。
3.3 性能检测
3.3.1 密度分布测定 将试件加工成 50 mm
（纵向）
× 50 mm （ 弦 向 ）， 采 用 X 射 线 剖 面 密 度 仪
DAX6000-GreCon 对试件依次由上表面到下表面进
行扫描，可以得到试件厚度方向上的密度分布。
3.3.2 表面硬度测定 试件表面硬度的测定采用日
本标准 JIS Z 2117，将试件加工成 50 mm（纵向）
×50 mm（弦向），在力学实验机 AG-IC100KN 上以
0.5 mm·min-1 的速度将直径为 10 mm 的钢球压入木
材，压入表面深度 1 mm，每个面测量 5 个点。表
面硬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H

P
P

2h 31.4

Figure 6

395

图 6 试件厚度方向上的密度分布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ickness

（12）

式中：H 为表面硬度（MPa），P 为钢头压入时
的最大载荷（N），R 为钢球半径（mm），h 为压入
深度（mm）。
3.3.3 耐磨性测定 耐磨性用磨耗量表示，按照
《GB/T 1768-2006 色漆和清漆耐磨性测定 旋转橡
胶砂轮法》[13]进行，将试件加工成 100 mm（长）
×100 mm（宽），漆膜磨耗仪砂轮直径为 51.6 mm，
砂轮荷重 500 g，选用 180 目、宽度为 12 mm 的纱
布条，磨耗量的计算公式[14]如下：
10(W0  W1 )
（13）
d
A
式中：d 为磨耗量，mm；W0 为磨耗前试件的
重量，g；W1 为磨耗后试件的重量，g；ρ 为试件表
面密实层的密度，g·cm-3；A 为试件表面被磨耗的圆
环面积，cm2。
3.4 结果与分析
3.4.1 表面密实层分布 图 6 为不同实验条件压缩
后试件厚度方向上的密度分布，由图可以看出，柱
面加压法木材表面密实处理后，试件的密实层均集
中于表层，且加载头半径越小，表面密实层的密度
也越大，密实层越集中于表层。当采用半径 5 mm
加载头压缩 3 mm 时，表面密实层最大密度达到 783
kg·m-3，比未密实前提高了 82.6%。这是由于加载头
半径越小，试件表面所受的应力越大，表面层导管
及细胞腔的变形程度越大，孔隙率越低，因而表面
密度越大。

图 7 不同表面密实条件对表面硬度的影响
Figure 7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surface densification
conditions on surface hardness

Figure 8

图 8 不同表面密实条件对耐磨性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surface densification
conditions on surface abrasion resistance

3.4.2 表面硬度 不同实验条件压缩对试件表面硬
度的影响如图 7 所示。试件的表面硬度随着加载头
半径的减小而提高，统一设定压缩量为 3 mm，采
用半径 10 mm 加载头压缩时，表面硬度为 23.1
MPa，较未密实材提高了 36.7%；半径 7.5 mm 加载
头压缩时，表面硬度为 29.2 MPa，较未密实材提高
了 72.8%；半径 5 mm 加载头压缩时，表面硬度为
32.4 MPa，较未密实材提高了 91.7%。木材的硬度
与木材的密度有关，加载头半径越小，木材表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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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层的密度越大，表面硬度也随之提高。
与传统的平压法相比，柱面加压法制成的表面
密实材表面硬度提高的同时材积损耗大大减少，例
如平压法将初始厚度为 33 mm 的木材压缩至 20
mm ， 表 面 硬 度 提 高 了 约 90% ， 其 材 积 损 耗 约
40%[15]，而在本实验中，采用柱面加压法将表面硬
度提高到相同程度，仅需将木材压缩 3 mm，材积
损耗约为 12%，材积损耗大大减少。
3.4.3 耐磨性 奥古曼不同实验条件压缩对表面耐
磨性的影响如图 8 所示。耐磨性用磨耗量来表征，
磨耗量越少代表表面耐磨性越好。试件的表面耐磨
性同样表现出随加载头半径的减小而提高的趋势。
素材的表面磨耗量为 1.16 mm，同样压缩 3 mm，加
载头半径为 10 mm 时，试件的表面磨耗量为 0.57
mm；加载头半径为 7.5 mm 时，试件的表面磨耗量
为 0.42 mm；加载头半径为 5 mm 时，试件的表面
磨耗量为 0.3 mm。

4

结论

对半无限平面的线载荷理论分析可知，柱面法
压缩时，应力分布由表层向下逐渐衰减，与平压法
中力的等值传递相比，更适合木材的表面密实；另
外，相同条件下，圆柱体半径越小，表面的应力越
大，表面密实效果也越好。
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柱面加压法木材表面密
实进行模拟，直观地观察到木材受压处的应力分布
由表层往下逐渐递减，最大应力值出现在接触表面，
且随加载头半径的减小及压缩量的增加而提高；加
载头半径越小，密实层越集中于表层且越密实，压
缩量越大，表面密实层厚度越大且越密实，根据模
拟结果优选加载头半径范围为 10 mm 及以下。
木材柱面加压法表面密实的实验验证结果与理
论分析及有限元模拟结果一致，当采用半径 5 mm
加载头压缩 3 mm 时，表面密实层最大密度达到 783
kg·m-3，比未密实前提高了 82.6%，表面硬度提高至
32.4 MPa，较未密实材提高了 91.7%，表面磨耗量
降低为 0.3 mm，而材积损耗仅为 12%左右，较平压
法大大降低了材积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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