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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蒸汽处理纵向新疆杨原木温度及
含水率变化规律
刘建霞 1，黄彦快 1，王喜明 1，陈章景 2，WHITE Marshall2*
（1. 内蒙古农业大学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呼和浩特 010018；
2.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可再生生物材料学院，美国黑堡 24060）
摘要：利用研制设备对新疆杨原木实施加热和干燥处理，研究原木材处理过程中温度及含水率变化规律，以及
处理后的一些特性变化，为原木浸住、干燥等提供依据。试验结果表明，基于纵向加热的木材干燥是可行的。
1）在真空/蒸汽处理初期，原木真空端温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整个处理过程结束之后，该部位木材温度又呈
现出升高趋势，温度降低与温度升高均是在边材处大于心材处。2）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各段各层温度升至
临近最大值或平衡值时，均呈现心层>次表层>表层的趋势。3）临近真空区域，由于真空的作用，有明显的水分
移动迹象，即水分在中段向真空端移动、心材向边材移动，同一长度方向上呈现内表部材含水率增减不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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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content changes of vacuum/steam in
longitudinal Populus bolleana log
LIU Jianxia1, HUANG Yankuai1, WANG Ximing1, CHEN Zhangjing2, WHITE Marshall2
(1. College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Art Design,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8, China;
2. Department of Sustainable Biomaterial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Blacksburg 24060, USA)
Abstract: To study Populus bolleana log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content variation in the wood
processing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log immersion live, we used special equipment to implement
heating and drying process and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change after wood processing are provided.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feasible to dry log by longitudinal heating. 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vacuum/steam treatment, a certain degree of temperature drop appears near the far steam area and the
vacuum area of log. After the whole process is done, the wood temperature presents a certain degree of
temperature rise, while temperature drops and rises in the sapwood are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heartwood.
2) With the extension of processing time, the temperatur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rises to the maximum
or the equilibrium value, the trend is as follows: the heart > the subsurface layer > the surface. 3) Near
vacuum area, due to the effect of vacuum, there are obvious signs of moisture movement, that is, the water
moves from the middle to the vacuum end, heartwood moves to the sapwood.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inner surface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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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木材干燥是木材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们通过木材干燥来改善木材物理力学性能，减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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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降级损失，提高木材的利用率，防止木材变形和开裂，使木材易于切削，保证产品的加工质量；改
善木材的环境学特性，使木材与环境更为协调，与人更为亲近[1~2]。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木材的常压过
热蒸汽干燥在我国已有应用。它具有传热系数大、干燥速度快等优点。过热蒸汽干燥是指用过热蒸汽直
接与被干物料接触从而去除水分的干燥方式。与传统的空气干燥相比，具有节能效果显著、干燥速度快、
效率高及干燥品质好等优点[3]。
目前，国内外关于过热蒸汽干燥技术的研究均在常压下进行，其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热风与常压过
热蒸汽干燥速率的对比，木材的真空过热蒸汽干燥除了具有常压过热蒸汽干燥的一系列优势之外，最大
的优势在于干燥过程能在较低温度下进行，这样对于保证木材干燥质量、降低干燥成本以及提高操作的
安全性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4]。刘宏达等[5]和陈康乐等[6]均采用蒸汽处理工艺，分别研究了其对尾巨桉
木材的干缩性能和木材力学性能的影响。史勇春等[7]认为在过热蒸汽干燥中，在过热蒸汽环境下，由于
初始阶段的凝结作用，褐煤的含水率较初始含水率有明显增加。伊松林等[8]认为在真空浮压干燥过程中，
由于加大了木材内外的蒸汽压力梯度，明显加快了水分迁移速度，使得干燥周期缩短。蔡英春等[9]的研
究表明，当木材周围真空度高时，水分移动的驱动力有随含水率下降而减小的趋势。龚仁梅等[10]认为随
着介质温度的升高，人工林落叶松木材的水分扩散系数呈增加趋势。BRAMHALL[11]采用蒸汽压力梯度
作为水分运动的驱动力，建立了包括自由水在内的整个含水率范围内的一维木材干燥模型。
木材常规干燥可认为是木材表面水分蒸发和木材内部水分移动同时进行的过程。木材内部水分移动
比表面水分蒸发困难得多，因此内部水分移动的难易程度制约着干燥速度[12]。由于纹孔或其他阻碍物在纵
向很少，毛细管自由水的流动在纵向比横向快至少 50 倍，水分在纵向上的扩散比横向快 10～15 倍[13]。木
材内部的水分传导，纵向比横向快很多。本文对原木进行基于纵向水分传导的真空/蒸汽处理，温度升高
可以提高蒸汽的扩散强度和降低液态水的黏度，在木材中，沿着各种水分移动途径的水分移动过程均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急剧增加。与环孔阔叶树材的水分移动相比，散孔阔叶树材和针叶树材的水分移动会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得更加剧烈[14]。而影响木材水分移动的另一个因素是木材内的压力梯度，木材内的
水分是由压强高的部位流向压强低的部位[15]。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人工林新疆杨（Populus bolleana Linn. var. pyramdalis Bunge），胸径 15 cm，高达 30 m，

别名白杨，原木树龄 8 年，来自呼和浩特市木材市场。
本试验共分为 3 组，每组一段原木，图 1 分别为 1、2、3 号原木条件概况，两端为削皮打磨长度，
均为 13 cm. 中间部分为原木带皮段，试验主要对该部位进行分析，带皮部分所标的 3 个数值分别为近蒸
汽段、中段、近真空段的温度及含水率的检测位置。3 号原木打有中孔，总深度为 72 cm. 环境温度约为
8℃，湿度约为 35%.
1.2

试验设备
真空泵、真空缓冲罐、温度测量计、蒸汽发生器、真空蒸汽处理装置、生长锥、便携式电子天平、

试验烘箱。
试验用木材真空蒸汽处理装置如图 2 所示，由气体吸盘装置（锥形不锈钢桶与大小头橡胶套组成）、
不锈钢管、线编织硅胶管、阀门、气压表、数据测量记录器、真空泵、真空缓冲罐、蒸汽发生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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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试样概况（cm）
Detail of sample logs (cm)

a—1 号原木；b—2 号原木；c—3 号原木
a-Log 1; b-Log 2; c-Log 3

图2
Fig. 2

真空/蒸汽处理装置整体示意图

Overall schematic diagram of vacuum/steam treatment equipment

气体吸盘装置由锥形不锈钢桶、大小头橡胶套、箍压装置构成。大小头橡胶套一端套在原木端头并
与之相连，另一端套在锥形不锈钢桶外侧并与之相连，箍压使之紧密相连。在锥形不锈钢桶口部外侧有
上下两个固定的阻滑箍，在大小头橡胶套与锥形不锈钢桶外侧连接部位之间需有足够的橡胶厚度，橡胶
无接缝或接缝平滑；大小头橡胶套与原木连接部位，木材表面需已去树皮并平缓过度，大小头橡胶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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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连接部位之间留有足够的橡胶厚度。
1.3

试验方法
1）选取通直、无节原木，将其两端去皮，切削打磨至表面平滑，原木直径大于吸盘锥形不锈钢桶内

小直径，小于大直径。表面圈垫以硅橡胶带套上吸盘装置小橡胶头，强力喉箍固定。
2）开启真空/蒸汽对原木进行处理，控制蒸汽温度=（96±0.5）℃，真空度=（50±5）kPa，定期快速排
放蒸汽端吸盘装置中的冷凝水。
3）待心层、次表层、表层各点温度均上升至平衡后，结束蒸汽作用，继续真空条件下的降温处理。
4）待心层、次表层、表层各点温度均降至稳定后，结束真空作用，结束对原木的处理。
试验过程中，测量原木各点的温度变化；并在处理前、升温结束、降温结束等时间节点利用生长锥
提取含水率试样。含水率检测的长度位置与测温点的长度位置一致，测温点传感器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温度传感器位置分布（cm）
Tab. 1

Temperature sensor location distribution (cm)
中段（长，深）

近蒸汽段（长，深）
原木编号

近真空段（长，深）

带皮直径
心层

次表层

表层

心层

次表层

表层

心层

次表层

表层

1号

16.0

3.5，7.0

3.5，5.0

3.5，2.0

35.0，7.0

35.0，5.0

35.0，2.0

74.0，7.0

74.0，5.0

74.0，2.0

2号

15.0

5.0，6.0

5.0，3.0

5.0，0

22.0，6.0

22.0，3.0

22.0，0

39.0，6.0

39.0，3.0

39.0，0

3号

16.5

10.0，6.0

10.0，3.0

10.0，0

40.0，6.0

40.0，3.0

40.0，0

70.0，6.0

70.0，3.0

70.0，0

2

结果与分析

2.1

真空/蒸汽纵向处理过程中温度变化
如图 3 所示，在真空/蒸汽处理初期，1 号原木在近真空段及中段均有微小的温降，在近蒸汽段各层

却没有明显温降，各段温度分布基本呈现心层>次表层>表层，随着时间的增加，近蒸汽段从心层到表层
的温度逐渐上升，并在 10 h 左右达到最大值，在维持平衡后逐渐减小至初温；中段和近真空段变化趋势
相近，从心层到表层的温度缓慢上升，在 24 h 时达到最大值后又逐渐减小至初温。各段温度开始减小的
时间均为 24 h 时，在 24 h 后，也就是整个降温过程中，近蒸汽段的温度分布仍为心层>次表层>表层；
中段在降温后短时间内各层温度分布为表层>次表层>心层，去除保温层后变为心层>表层≈次表层，最
后趋于一致；近真空段在具保温层的降温时段内各层温度趋于一致，而去除保温层后表层温度略高于心
层和次表层。
近真空段心层降低 3.5℃，次表层降低 3.4℃，表层降低 3.0℃，分别耗时 40，60，84 min，据此，由
心层到表层的最大温降逐渐减小，耗时逐渐增加。
如图 4 所示，在真空/蒸汽处理初期，2 号原木各段各层在处理初期均未出现明显温降，随着时间的
增加，近蒸汽段从心层到表层的温度迅速上升，各层温度表现为次表层>表层>心层，并在 2.5 h 左右达
到最大值，维持平衡又上升达到二次平衡后快速减小至初温，各层温度表现为心层>次表层>表层；中段
从心层到表层的温度缓慢上升，各层温度表现为次表层=表层>心层，在 3 h 后各层温度表现为心层>次表
层>表层，12 h 时达到最大值并维持短暂平衡后，在 16 h 时逐渐减小至初温。近真空段从心层到表层的
温度缓慢上升，各层温度表现为次表层=表层>心层，后表层温度逐渐上升，心层温度逐渐上升，次表层
温度缓慢上升，最终在 13 h 时达到最大值并维持短暂平衡，各层温度表现为心层>次表层>表层，在 1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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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逐渐减小至初温。各段温度开始减小的时间均为 16 h 时，在 16 h 后，也就是整个降温过程中，各段的
温度分布仍为心层>次表层>表层。
在降温处理阶段，各段的各层之间的温差逐渐减小。在 25.58 h 撤去真空，近蒸汽段和中段的各层降
温速率均有所减慢，而近真空段各层温度有短时间内小范围上升，分别为心层 0.3℃，次表层 0.5℃，表
层 0.1℃，分别耗时 22，5，5 min.

图3
Fig. 3

1 号原木各段各层温度变化

Temperature chang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of log 1
a—近蒸汽段；b—中段；c—近真空段

a-Near steam period; b-Midpiece; c-Near vacuu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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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原木各段各层温度变化

Temperature chang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of log 2
a—近蒸汽段；b—中段；c—近真空段

a-Near steam period; b-Midpiece; c-Near vacuum period

如图 5 所示，在真空/蒸汽处理初期，3 号原木在近真空段表面有微小的温降，近蒸汽段和中段各层
却没有明显温降，各段温度分布基本呈现表层>次表层>心层，随着时间的增加，近蒸汽段和中段从心层
到表层的温度迅速上升，并在 3 h 左右达到最大值并维持平衡后逐渐减小至初温，只是中段出现了较小
的波动后又趋于平衡；近真空段从心层到表层的温度缓慢上升，在 10 h 时达到最大值并维持平衡后又逐
渐减小至初温。各段温度开始减小的时间均为 14 h 时，在 14 h 后，也就是整个降温过程中，各段的温度
分布仍为心层>次表层>表层。
在降温处理阶段，各段的各层之间的温差逐渐减小。21 h 撤去真空后，近真空段各层均有上升，心
层至表层分别在处理结束时升温 0.3，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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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原木各段各层温度变化

Temperature chang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of log 3
a—近蒸汽段；b—中段；c—近真空段

a-Near steam period; b-Midpiece; c-Near vacuum period

由图 3～图 5 可以看出，在原木真空/蒸汽处理初期，临近真空区域各层均有一定的温降，越临近蒸
汽端部分，初期温降越不明显直至无温降，温降在边材部分比在心材部分高。在真空/蒸汽处理结束后，
撤除真空作用，临近真空端区域又出现了一定的温升，同样边材的温升比心材的温升高。这种内表部材
在处理初期和末期的温升差别，与气体渗透性有一定关系。在原木真空蒸汽处理过程初期，各段各层温
度可能并不呈心层>次表层>表层的趋势（趋势变化），但是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升温临近最大值或平
衡值时，均呈现心层>次表层>表层的趋势。这是由于在升温初期，边材气体渗透性较心材更高，更易于
接收高温的蒸汽而升温，但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心材温度也升高，边材与环境距离更短，热交换更剧
烈，保温效果不显著因而低于心材温度。

第10 卷 第9 期
2017 年 5 月

2.2

刘建霞等：真空/蒸汽处理纵向新疆杨原木温度及含水率变化规律

1032

真空/蒸汽纵向处理过程中含水率的变化
如图 6 所示，1 号原木近蒸汽段内表部材含水率变化明显，在升温阶段内表部材含水率均增加明显，

心材含水率高于边材含水率；在降温阶段，内表部材含水率均明显降低，逐渐改变为心材含水率低于边
材含水率，最终心材含水率总体增加，边材含水率基本不变。中段心材含水率一直高于边材，其中边材
含水率一直增加，而心材含水率在停止蒸汽之后开始降低，内表部材含水率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近真空
段心材含水率一直增加，边材含水率在蒸汽期间略有下降，之后增加；总体上，心材含水率降低，边材
含水率增加。最终，近蒸汽段心材含水率降低 1.13%，边材增加 38.70%；中段心材含水率增加 7.03%，
边材含水率增加 8.73%；近真空段心材含水率增加 13.45%，边材增加 1.68%.

图 6 1 号原木各段各层含水率变化
Moisture content chang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of log 1
a—近蒸汽段；b—中段；c—近真空段
a-Near steam period; b-Midpiece; c-Near vacuum period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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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2 号原木近蒸汽段内表部材含水率均在升温结束之前增加，之后降低，内表部材含水
率差在整个过程基本保持不变，边材含水率大于心材；总体上，边材含水率略有增加，心材含水率有较
明显的下降。中段边材含水率一直高于心材含水率，并一直呈增长趋势，但是升温阶段比降温阶段含水
率增加快速；心材含水率在升温阶段有小幅度的下降，但在降温过程中大幅上升；总体上，内表部材含
水率均增加。近真空段升温期间，内表部材含水率均有小幅度增长，且心材含水率高于边材，降温处理
期间，心材含水率降低，边材含水率增加，总体上，心材含水率降低，边材含水率升高。最终，近蒸汽
段心材含水率降低 8.16%，边材含水率增加 11.43%；中段心材含水率增加 9.53%，边材含水率增加 18.87%；
近真空段心材含水率降低 6.76%，边材含水率增加 16.57%.

图7
Fig. 7

2 号原木各段各层含水率变化

Moisture content chang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of log 2
a—近蒸汽段；b—中段；c—近真空段

a-Near steam period; b-Midpiece; c-Near vacuu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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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 所示，3 号原木近蒸汽段边材含水率在升温阶段增加快速，而降温阶段增加缓慢，边材含水
率增加明显。由于此组原木带中孔，近蒸汽段及中段无心材含水率试样。中段边材含水率在升温阶段较
降温阶段慢但不明显。近真空段在初始状态边材含水率低于心材含水率，升温阶段内表部材含水率均明
显增加，但边材增加快速，在升温结束时，边材含水率高于心材含水率；降温阶段，内表部材含水率的
增加速度均减缓；内表部材含水率均明显增加。最终，近蒸汽段边材含水率增加 23.48%；中段边材含水
率 46.06%；近真空段心材含水率增加 13.56%，边材含水率增加 23.54%.

图8
Fig. 8

3 号原木各段各层含水率变化

Moisture content change at each layer and period of log 3
a—近蒸汽段；b—中段；c—近真空段

a-Near steam period; b-Midpiece; c-Near vacuu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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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图 8 可以看出，在真空联合蒸汽处理过程中，对原木进行了加湿，加湿效果均在近蒸汽区
域体现最明显，在真空作用下降温，木材由于前期蒸汽升温的作用，在相对高温的作用下，木材向外排
出水分，这种情况仅对无中孔的临近蒸汽区域有效。临近真空区域，由于真空的作用，有明显的水分移
动迹象，即水分在中段向真空端移动，心材向边材移动，在同一长度方向上呈现内表部材含水率增减不
同的情况。

3

结论
在真空/蒸汽处理初期，原木的远蒸汽区域且近真空区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温降；整个处理过程结

束之后，该部位木材温度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升高；温降与温升均是在边材处大于心材处。
在真空/蒸汽处理的升温阶段，原木的近蒸汽区域升温快速且最高温度高，向真空端逐渐减缓且最高
温度逐渐降低。包括带中孔原木的中孔长度范围内，其最高温度相差仍然较大。说明木材在远离蒸汽之
后，保温成为影响温度差的主要因素。
在真空/蒸汽处理的升温阶段，原木的近蒸汽区域木材含水率升高；仅在真空作用的降温阶段，该区
域木材含水率有所下降，说明温度是水分移动的动力。在临近真空区域的木材，水分在真空作用下，向
该区域移动而使其含水率一直呈升高趋势，在整个处理过程结束之后，含水率有所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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