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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地形变化多样，有高山冰川、巍峨的山脉、连绵起伏
的绿色牧场以及蜿蜒曲折的沙滩。

这里也是不会飞的独特鸟类(如几维鸟)、世界上最重的昆虫以
及“活恐龙”图塔拉大蜥蜴的家乡。

上世纪建立了大面积的松树人造林，旨在保护现存的原始森林
并为将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木材资源。

毛利人是在1000年前最早在新西兰定居的人民，英国殖民者的
到来则要晚很多。

现代新西兰是一个与时俱进、富有创业精神的国家。这里的居
民来自全球各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波利尼西亚人口居住地。

新西兰概述
新西兰的国土面积与英国相仿，但人口只有四百万。新西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
一。广阔的空间、温和的气候、多元的文化、纯净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

新西兰松的故乡是一个风景
秀美的国家。这里有广袤的山
脉、蒸汽缭绕的火山、绵延不
绝的海岸线、深入内陆的峡
湾以及郁郁葱葱的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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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柜和室内装饰制品

特别适合制作门、窗、门框及门套、线条、楼梯、橱柜和台
面。可供选择为：实木无节材、指接集成材及（指节）层压
集成产品。

家具和组件

加工性能出色、容易进行原色及染色后的表面油漆处理、并适
合大多数风格家具的制作。部分或全部加工组件，例如：坯
料、纵向拼接、指接无节材等，用于进一步加工、线条、楼梯
部件、门窗部件和家具组件。

建筑和包装

强度、抗弯性能和良好的加工特性使新西兰松适用于2x4及梁柱
式建筑。也被广泛用于制作托盘、木包装和电缆盘。

圆形柱材

经过防腐处理的松木柱材在户外等高危害等级条件下比任何其
他针叶木材和大多数硬木的性能都好。

工程木产品

新西兰松木广泛适用于生产胶合层积材、单板层积材、胶合板
和其他多种工程木材产品。

新西兰松 – 可再生的超级木材
在新西兰生长的新西兰松是21世纪的“超级针叶木材”，是全球木材市场上引人注目、
工业用途最广泛的木材品种。与其他树种（例如以下树种）相比，新西兰松在多种商业
用途中表现一贯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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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和贴面板

新西兰松可以刨切/旋切为高质量的天然无节单板，用于生产各
种产品，包括集成门梃、曲面胶合板、贴面板和中密度纤维板。

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

新西兰松纤维颜色均一，非常适合作为高质量中密度板的原料。
新西兰松中密度板表面处理等后续加工性能出色。
可选择的板材品种还有刨花板、特细刨花板和中密度纤维板-结
构刨花板合成板。

加工性能出色、容易进行原色及
染色后的表面油漆处理、并适
合大多数风格家具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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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作为优良的包装材料和一般用途的建筑木材，在亚太地区
素享盛名。而且这种用途广泛的木材在许多其他用途中也很受欢迎。

新西兰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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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以下有关物理特性的介绍旨在为当前用户和未来用户提供一些
初步的技术建议。

名称

新西兰松学名为Pinus radiata，其他名称有辐射松、白松等。

密度

密度适中决定其木材用途广泛。平均树木密度(绝干重量与生
材材积之比)在木髓心部位较低，在接近树皮的部位较高。树
木密度因生长地和树龄而异。范围可从生长在低密度地区25年
生约390千克/立方米到生长在高密度地区45年生约460千克/立方
米。生长在中密度地区30年生的树木密度约415千克/立方米。

强度

新西兰松与其他木材相比，在抗弯强度、抗弯刚度和紧固方面
都有优势。在日本JAS600标准下，新西兰松评级与美国和加拿
大所用的云杉-松木-冷杉(SPF)分级相当。新西兰具有卓越抗剪
力 –均匀纹理的表现。

渗透性

新西兰松在15年树龄前生长的木材为心材，随后缓慢累积。30
年生主干中约20%为心材。边材的高渗透性决定其易于进行干
燥和防腐处理。心材比边材的渗透力差，但经过干燥也能够进
行有效的防腐处理。当木材用于可能会造成腐烂的场合，就应
该对木材进行防腐处理。

蓝变

尽管蓝变真菌会附着在边材上并使边材变色，但对木材的一般
性能不会产生影响。边材易受昆虫(特别是家具窃蠹幼虫)的侵
害，但窑干可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收缩率及稳定性

松木的稳定性好，收缩率低至中等。与大多数针叶材相比，这
种木材的性能较好。从湿材到干燥木材(12%含水量)，其收缩率
平均弦向为3.9%，径向为2.1%，比花旗松稍低。采用高温干燥
或径锯法能够提高松木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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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新西兰松边材颜色浅，心材颜色稍深。曝晒会导致心材和边材
颜色变黄。要达到统一的外观处理效果并无特别的技术要求。

机械加工性能

锯木的机械加工性能与节疤尺寸和密度密切相关。由于越远离
树心，密度越大，因此，机械加工性能也遵循这个特点。密度
的特性是随着年轮宽度的缩小而增加(年轮宽度一般越远离树心
越窄)。下面右侧所示为30年生的无节材(20毫米标准标本)典型
的机械加工性能。

新西兰具有卓越抗剪力 –
均匀纹理的表现。

早材和晚材密度

不同品种树木的密度 (千克/立方米)

早材 晚材

辐射松 350 550

纯冷杉 340 610

西加云杉 330 575

黑松 360 630

西部黄松 315 580

花旗松 300 690

西部铁杉 390 615

资料来源：Scion

典型的机械加工性能
(根据标准的20x20毫米无瑕疵样品)

性能 (12%含水量) 单位 范围

密度 千克/立方米 400–500

抗弯强度(比例极限下) MPa 35–45

抗裂模量 MPa 80–100

弹性模量 GPa 7–10

最大工作负载 千焦/立方米 80–110

抗压强度（比例极限下） MPa 20–30

抗压强度 MPa 35–45

抗剪强度 MPa 10–13

侧面硬度 牛顿 3000–4500

收缩率  
(湿材至12%含水量) 
- 弦向 % 3.5–4.5

- 径向 % 1.5–2.5

- 纵向 % 0–0.5

资料来源：S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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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优于北美、欧洲及热带地区的主要木材。新西兰 Scion 
的比较研究表明：新西兰松与13种北美洲的类似树种相比，具有
明显的综合优势，总评分为 70%，而其他木材的平均分为 59%。

新西兰松性能与许多高价位的热带树种(包括白木、椿茶木、白
塞罗双木、滂阡木、橡胶木和图桑木)相比，同样具很大优势。

与其他树种之间的总体差异很小决定新西兰松在多项用途方面
均可完全代替这些木材。

新西兰松机械加工性能也与英国和欧洲广泛的可再生针叶木
材进行了对比，结果仅次于巴拉那松，(Araucaria angustifolia)
，位居第二位。

与某些人的观点正好相反，快速生长并没有影响松树的机械加
工性能。无论是通过手工或机械加工，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新西兰松性能
独立的科研成果一致证明新西兰松的性能拥
有比世界上的大多数可再生针叶木材及许多
硬木更出色的性能。 与亚洲树种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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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能评级

1–很差
2–差
3–中
4–良
5–优 车

削

刨
光

成
型

钻
孔

开
榫

横
切

铣
削

指
接

硬
度

握
钉

性
能

钉
裂

稳
定

性

砂
磨

上
色

新西兰松

心材 4 4 5 4 1 4 3 4 2 2 5 3 5 4

边材 5 5 5 4 2 3 4 5 2 2 4 3 4 3

花旗松 4 4 4 3 4 5 4 4 2 2 4 3 4 3

火炬松 1 4 4 3 3 2 1 3 3 2 3 - 2 3

浅红柳桉 4 3 5 3 4 4 2 5 2 2 5 3 5 5

暗红柳桉 4 4 5 4 4 4 2 4 2 3 5 3 5 5

巴拉那松 5 5 5 5 2 4 5 3 2 2 4 2 5 5

瑞典中部云杉 - 4 4 5 4 3 2 - 2 2 4 2 3 3

瑞典北部云杉 5 3 5 4 4 3 4 5 2 2 3 2 3 3

西伯利亚云杉 3 2 4 4 4 3 4 4 2 2 5 2 3 3

瑞典赤松木 2 2 4 4 1 2 2 4 2 2 4 2 3 4

阿尔汉格欧洲赤松 3 2 4 3 3 2 3 3 1 2 4 2 3 4

西部铁杉 1 4 4 3 3 3 3 4 2 3 3 2 4 3

资料来源：Scion



11 可再生和可持续的森林资源

新西兰被公认为是世界领先的高质量松木供应国家之一。新西兰也是无
节材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新西兰180万公顷的人造林全部是可再生
的，而且接近一半是经过可持续森林管理协会(FSC)认证的森林。新西
兰松林产量高，并且是世界上极少的几个扩大人造林面积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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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被森林专家和科学家开发改造成全球用途最广泛的树
种。这项成果的得益于研发、森林管理、采伐和加工等诸多方
面的杰出技术的综合利用。

新西兰松纹理均匀、密度适中、易于加工的特性，使之成为最
引人注目、工业用途最广泛的木材品种。

新西兰松人造林只需25年就可产出高质量的原木。更重要的
是，这种生产是连续的，可为国际市场持续供应优质木材。

人造林解决方案

新西兰是世界上很少的几个有能力增加并持续高产的国家之
一。与全球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球的木材采伐率被认
为是不可持续的。

新西兰的大面积优质人造林资源确保每年产量可以不断增加。

木材是世界上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全球每年木材消费量大约
为34亿吨，平均每秒钟增加3吨木材的需求量，每年增加1亿吨！
其中大量木材来自于不可持续的和非法的采伐。营造持续高产
的人造林可对此问题提供部分答案。

新西兰仅拥有世界森林资源的0.05%，但却能够产出亚太地区林
产品交易量的近9%。新西兰松是可持续的、环境友好、节能和
高性价比木材。它是对受到威胁的原始森林和热带森林树种的
一种成本适宜的替代。

树种的原产地

新西兰松是从原产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小片松林内自然生长的
针叶树-辐射松(Monterey pine)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品种，与重
阳木松(Pinus muricata)和球锥松(Pinus attenuata)有亲缘关系。

辐射松(Pinus radiata)目前是世界上最广泛营造的人造林针叶木
树种(近四百万公顷)，非常适合在新西兰的自然条件下生长。
新西兰白天温暖、夜晚凉爽、土壤肥沃、雨量均匀丰沛，这些
为提供了优质高产理想的环境。

处于管理良好的新西兰松人造林，其生长速度较管理状态下的
天然林的高出八倍。在30年内，一公顷土地能够产出10倍于东
南亚热带雨林或40倍于亚马逊森林的高质量木材。

新西兰种植松树的经验已经获得了数代森林收获。新西兰在森
林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新西兰密集型林业
技术确保稳定的木材质量。

新西兰对树木生长特性、森林健康、森林管理、采伐技术、
木材性能和新产品的广泛研究一直保持在全球针叶木生产行业
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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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特性

1. 天然性

新西兰松的木材产品经过特选锯切和加工方法进行生产，制造
能耗很低。用可再生资源生产出天然木材产品。

2. 可持续的

新西兰松是一种增长型资源，其快速生长的特性为未来木材
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持续种植新的人造林有利于木材
的长期供应。

3. 精心管理

一项重要的基因改造计划以及先进的森林管理专业知识使木材
的产量得到极大的提高，同时木材的特性按照需求得到改进。

4. 坚固性

新西兰松的强度优于大多数传统建筑木材树种。适当的锯切生
产工艺可确保接近原木外侧的有着更高强度木纤维的部分被用
于生产建筑用木材。

5. 用途广泛

新西兰松非常适合各种建筑和装饰用途。新西兰松易于进行
窑干或进行化学处理，从而生产出稳定性好的耐久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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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业和林场主把这个认证视为森林管理的一
种逐步改善的促进机制。在欧洲，他们由森林认证
计划(PEFC)引导，在北美则由可持续发展森林倡议
(SFI)引导。他们支持把认证作为一种市场营销工具，
促进有利环保的木材生产。这些工业团体对森林认
证的国际大纲具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相互承认各
自制定的国家认证计划。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运动是由森林持续管理协会提
倡，并得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塞拉俱乐部等组织的
支持。它提倡通过不间断的市场准入方式，对那些
模仿天然进程并保持所谓的“原始林”的最佳森林
管理予以奖励。森林持续管理协会团体对单一的国
际化和谐认证系统情有独钟，要求林场主遵守森林
绩效的高标准。

森林认证制度

新西兰林业委员会定义的认证是：按照可靠的第三方认证系统
可接受的条件来认证采伐的木材。

认证的主要目的是保证采伐后森林能在自然条件或人工管理下
的实现更新。认证制度还监督森林运营对地方生态、文化和社
会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

符合某些特定标准的“已获认证”森林公司，可以在他们的木
材产品进入市场时使用认证机构的品牌。

新西兰的认证制度

50家新西兰公司持有“连锁监管”证书。他们的体系能够通过
生产线追踪经过认证的木材。

另外，新西兰人造林管理国家标准已经过森林和环保利益相关者
的广泛讨论，于2002年11月发布，征求公众意见。目的是为新西
兰森林制定一个认证大纲成为可持续森林管理一个国际基准。

更重要的是可为国际市场持续供应优质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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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木材的认证

热带森林认证进展缓慢。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成员指出，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标准死板，其关注的焦点放在结果上，而
不是“循序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热带森林仅占世界已
认证森林地区的8%左右。

独特的绿色合作关系

新西兰可持续森林发展的基础在于林业和环保团体之间的一系
列独特的“绿色合作关系”。他们以新西兰森林协定和商业化
人造林管理原则作为他们合作的基础。

1991年签署的森林协定，开创了一个在新西兰携手合作管理人
造林的新时代。其效益是明显的，即减少了环境和商业利益之
间的矛盾，又提高了投资信心。该森林协定认识到，新西兰的
原始森林应该得到保护，而商业化人造林应该用来生产所需的
大多数工业用材。这个模式尚未被它国采用过。

签约环保团体也认识到人造林的重要作用：既能提供木材产
品，又能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1995年制定的相关商业化人
造林管理原则几乎得到所有签署了森林协定的林业和环保合作
者相同成员的签字。商业化人造林管理原则的制定为人造林的
管理提供了有利环保的最佳措施。

国家标准

新西兰有一半的森林都得到了森林管理协会认证，我们的目标
是全体森林生产经营都得到认证。

国家标准是确保全体森林生产经营都得到认证的国家目标进程
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认证由森林管理协会这样的独立认证
计划来执行。

森林管理正在逐步发展成符合地方情况的新西兰模式，这就是利
用引进的人造林树种提供工业用材，而原始森林则得到了保护。

由新西兰森林管理系统培育的新西兰松与世界各地的其它木材相
比独具特色。其认证制度是一个向国际市场证明的重要方式，
表明新西兰生产的木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16 修枝产生高质量的无节材
新西兰的人造林大多数在幼龄时都经过修枝，从而产生“
无节材”并把节疤限制在木心附近很小的范围内。一半以
上的新西兰松人造林在最初十年树龄内进行三次修枝。
这种做法使新西兰松独具特色，因此产生的无节材受到
很高的赞誉。

这里的修枝做法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在树木长到5-6米高的时候进行第一次修枝。
在树木长到8米的高度之前还要进行两次修枝。留下3-4米的树冠，以便树木能够
继续保持有效的光合作用。

新西兰松从树冠向上生长并从树冠和树干向外生长。如果在地面以上5米处的树
干上钉一个钉子，这个钉子将会保持在那个高度。但随着每个季节树干年轮的
增长，这个钉子将逐渐被新长出的新的木层包裹住。经过修枝的树枝底部也是
这种情况。它们会保持同样的高度，随着树木的生长，底部产生无节材。经过
修枝的树皮部位会出现“轮生体”纹路，但其下都是优质的净材。经过修枝的
原木中心部位的“心材”瑕疵很窄并被高值净材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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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与等级

新西兰松人造林的经营是为木材市场生产可预测的优质原木。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里具有的名列前茅的优异的生长条
件和森林管理技术。

很有代表性的是，在3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新西兰人造林可获
采大径级原木(直径达80厘米)。这里生产的原木特点是无缺陷，
不会出现病虫害、朽木、内部裂纹或生长应力。

松树原木等级范围广泛，买家可以指定他们希望的质量并与适
合的用途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些原木等级之间的质
量差异很大。在高端应用中使用较低等级的木材，其效果很可
能让人失望。

松树原木的质量取决于其规格(直径和长度)、形状(直度和锥度)
以及枝条和木材特性。

新西兰松原木等级与适合用途

• 经过修枝的旋切材

 (高质量、大直径、通直原木)用于刨切或旋切单板、
胶合板和装饰面板。

• 工业旋切材

 (大直径、通直未修枝原木)用于生产有节等级的胶合
板和单板层积材。

• 经过修枝的锯材原木

 (大直径、通直原木)用于生产无节材和外观级锯材以
及工业级锯材。

• 小枝锯材原木(S)

 用于生产高强度木材。

• 大枝锯材原木(L)

 用于生产临时建筑锯材、包装材和外观用组件。

• 长节距锯材原木

 (取自枝条间距较宽的树木)适于净木家具和细木工的
出材率。

• 柱杆材

 (中小直径、通直原木)有低度扭转纹，用于建筑和与
地面接触的用途，必须经过化学处理。

• 纤维和纸浆原木

 品质好但不能归于上述各等级的原木 – 用于生产纸
浆和人造板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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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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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用于加工的原木一般都是完好的，无腐朽、开裂或虫害。新
西兰松易于锯切，出材率高，这主要取决于锯切方式、原木
直径和形状。

新锯切木材易于产生蓝变，除非马上进行窑干，否则应在锯切
后立即 用防蓝变的化学药剂进行处理。这一点对位于温暖潮湿
的地区尤为重要。

新西兰松锯材易于干燥，湿材窑干所需时间不长。新西兰松便
于进行防腐处理，可满足各种耐久级别的要求。

原木的直径和形状(伸展度、锥度、椭圆度)通常不超出加工系
统限制。原木锯切是最常用的加工方法。旋切和刨切以及各种
再组合木产品的加工越来越受到重视。

锯材及其等级
新西兰松是一种颜色浅、密度中等、纹理均匀的针叶木材，可生产加工性能优越的锯材。

用带锯、圆锯、框锯和削片刨方机等组合设备通常可获得极
好的加工板材。这种松树与其他中密度针叶材一样，锯齿旁
隙(齿廓)与锯切硬木材相比，要求留宽一些。采用适当的进料
速度并保持锯齿锋利，这样锯材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表面刨光。

这种松木可采用各种锯切方法。出材率的高低取决于原木和产
品的构成和锯切设备的效率。切割方式的选择应按照可供选用
的机械、原木规格和品质及所需要的产品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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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式

大多数传统的切割方式都适用于这种松树，但要对材质区域
加以区别。

• 等级锯切

 通常用于高价值的经过修枝的原木。板材是围绕着原木锯切
下来的，以便产出最多的高价值净材。

• 四面锯切

 通常用于未经过修枝的原木，对不同的材质区域加以分离。
幼龄材区域加工成含心材板。本法适用于中小径级的原木。

• 毛板锯切

 仅在只有基本设备或需要宽板材时才采用此法。此法可产出
一些直纹板材。

• 旋切

 胶合板和单板层积材生产的标准方法，用于加工经过修枝的
和工业旋切级原木。

成熟木材

性质：
– 主要是边材
– 较高密度
– 稳定性较好
– 较少节疤
– 较窄的生长年轮

用途：
– 高质量结构材
– 长度适用于家具的无节材
– 装饰板材
– 防腐处理木材

幼龄材

性质：
– 主要是心材
– 较低密度
– 稳定性较差
– 内生小节疤较多
– 木髓附近的生长年轮较宽

用途：
– 工业包装材
– 装饰板材
– 零时框架
– 有节疤家具用材
– 低强度结构材
– 再组合木产品

新西兰辐射松的边材和心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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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材等级

通过良好的用材林管理，新西兰松原木能产出大量优质锯材，
可满足绝大多数的需求。

外观级(板材级)

这是一种可产出无节疤净材或轻微瑕疵和紧密节疤的木材，用
于外观装饰和家具生产。这些级别包括：

• 无节材

 无节疤和瑕疵，用于高质量的橱柜、家具和线条。

• 再加工锯切级

 用于获得较短无节材生产的木料，加工与胶合性能优良。这
些级别可能带有较大的节疤与瑕疵，通常可在横切和纵锯时
予以剔除。加工过的无暇木料一般经指接和胶拼后，再用来
生产成型线条和家具。

结构级(框架级)

主要用于对强度和抗弯度要求较高的建筑业。影响结构强度的
主要因素是节疤的尺寸和部位。等级标准对这类缺陷加以限
制，以符合具体的强度要求。

工业级

用于各种产品的包装材料，如托盘、电缆盘和混凝土模板。这
些等级含有最终用途强度允许的多种规格的节疤。

工业级还可以按照买方的规格生产供出口的薄板和各种其它
级别的产品。

新西兰锯材生产商能够按照大多数客户的要求为木材分级。普
通出口等级如下：

•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F5和F7结构级(目测和机械应力分级)。

• 美国

 西部木材产品协会任意宽度锯材规格，包括线条级和更高等
级、shop级和factory等级。

• 日本

 日本标准结构等级要求(也包括层积材和胶合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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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规则和方法

松树可按任何分级规则分级，但只有那些能识别其特性的分
级一般才是最有效的。识别早材和晚材性质的规则(结构品质
离原木中心距离越大越好)比按年轮宽度测量生长率的区分规
则更有效。

新西兰通常采用的分级方法有两种。

目测分级

由经过培训的分级员依据木材的可视特征进行目测评估。这种
方法用于外观、结构和工业级木材的分级，是最常用的方法。

目测分级可能指出的松树特征包括：节疤、树皮和树脂囊、
条纹、髓心以及与幼龄材相连的早材区域、斑点(鸟眼纹)、斜
纹和蓝变。

节疤是影响松材质量和等级的主要指标。在各等级之间，节疤
的类型、部位和状况有很大区别。

在较长的外观等级方面，对外包节(皮包节) 较内生节具更严
格限制。

在强度等级方面，节疤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通过节疤
及其周围的斜纹程度的共同作用而影响强度的是节疤或节疤群
的尺寸和部位(加上木材的密度)。

机械应力分级

锯材在通过机械的同时被测量其抗弯模量，并依据设定的强度
和抗弯度的相关性分出等级。

这种方法用于结构级木材的分级。它比目测分级更准确，因
而更可靠。

在大多数国家使用的分级规则是按照其结构性质把树种分组，
然后对一组内的全部树种分配相同的设定值。

在澳大利亚 – 新西兰松被归在西部铁杉、柏树、红娑罗双、
火炬松、海岸松和澳大利亚生长的花旗松一类。

在日本 –新西兰松被归类于Pinus merkussi松、苏门答腊松以及
用于美国和加拿大分类中的云杉-松-冷杉类。

在英国 –新西兰松划分的强度等级最接近英国生长的科西嘉黑
松、加拿大SPF、欧洲红杉/白木和欧洲赤松。

在北美 –新西兰松在装饰用途方面与美国黄松和黄松相比，不
相上下，主要用于线条和橱柜市场。

新西兰松锯切容易， 
可获得较高的出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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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出材率

新西兰松板材的出材率受原木品质影响很大。其中影响较大的
因素包括：原木直径、弯曲度、节间长度、枝杈尺寸、节疤大
小(在经过修枝的原木中)以及木材密度。

枝杈尺寸和间距对目测分级锯材的出材率有重大影响。随着枝
杈尺寸和轮生枝杈数量的增加，优等材的出材率随之下降。

对机械应力分级而言，对出材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木材密度和
枝杈尺寸的增加。

在较高等级的结构材中，最好对早材加以限制(从原木中心向外
的约10个生长年轮)。这种具体规定认为，适用于其它树种的年
轮宽度限制不适合新西兰松。

对节疤和早材的限制控制在锯材强度的60%以内。而余下的变
量则受密度和斜纹度的控制，目测评估这些因素较难。

测量抗弯度的机械应力分级可完全去除有关年轮宽度和低密度
早材的顾虑。

锯材的机械加工特性

锯材的机械加工性能与节疤尺寸和密度有直接关系。由于越远
离原木中心，密度越大，因此，机械加工性能也随之增加。随
着远离原木中心的距离加大，年轮宽度一般会缩窄。在日本进
行的研究显示出经过间伐的新西兰森林产出的木材，其生长年
轮较宽，但强度和抗弯度都很好。

在分级锯材中，年轮宽度限制对决定设计强度较差木材的影响非
常小。新西兰对结构材按日本分级规则进行的研究显示，如果分
级中最大允许的年轮宽度从20毫米降低至6毫米，那么，名义尺
寸为100x50毫米锯材的出材率下降50%，设计强度仅增加10%。



24 加工流转过程中的保护

蓝变、霉菌和木腐菌可导致林业产业严重的经济损失。真菌的数量大，品种多，对新采伐的原
木和锯材产生影响，经常会导致木材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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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采伐的边材由于含水量高(达到60%至200%)，单纯营养的供
应为真菌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培养基，所以边材特别容易受
到侵害。

各种木材对真菌的抵抗力有所差异。新西兰松的耐腐性优于橡
胶木，但低于花旗松。化学或物理处理方法可预防真菌侵害。
化学处理方法(俗称“防蓝变处理”)是将杀菌剂施于木材表面。
防蓝变杀菌剂只提供短期保护。

物理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窑干锯材；另一种是把木材的含
水量保持在真菌能够生长的水平之上，方法有往木材上喷水，
或者把木材浸泡在水中。窑干具有很大的优势，木材一旦干燥
(应采取防止再次变湿的正确做法)，就能持久地防止蓝变和其
它真菌侵害。水湿法(置于喷洒机下或浸泡)是一种临时处理措
施。若木材逐渐干燥，就会发生蓝变。

处理方法的选择主要根据市场要求而定。如果要求提供保证无
蓝变木材，而把木材运送到客户那里所需的时间无法严格控
制，令人满意的唯一办法便是窑干。

如果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内能够把木材交付给客户，化学防治法
会非常可靠。预防蓝变的最长时间取决于气候和处理方法等因
素，有些个案需要征求专家建议。一般情况下，锯材的最长保
护时间是四个月，原木是三个月。

蓝变的有效控制不仅取决于处理后的正确作业，还取决于处理
前的快速加工。当条件最适于蓝变发生时，应在一至三天内对
原木进行加工处理。关键是在新伐的原木去皮后或原木被加工
成锯材时，要尽快施加防蓝变化学药剂。

处理已受到影响的木材无法进一步防止真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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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的保护

若想保护原木不受真菌腐蚀，应在树木被砍伐后的一至三天内
对原木进行剥皮和化学处理。把原木尽快运到锯木厂进行加工
是非常重要的。对进口原木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原木在转运途
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避免进一步储存，因为任何耽搁都会
造成木材质量的降低。木材采伐六个月后，很可能不会加工出
优质木材。

锯材的保护

窑干

如果锯材进行了窑干并在储存和搬运时防止了再次受潮，锯材
储存 期限 可不受限制，其不会受到真菌侵害。当要求提供无蓝
变锯材并且不能保证在树木采伐后的四个月内为客户交货时，
唯一稳妥地办法就是窑干处理。

防蓝变处理

为了要防蓝变处理取得成功，锯材一定要出自未受侵害的原
木。由于刨光材吸收性低于锯材，因此，刨光材防蓝变处理药
剂的浓度要高于锯材。

大多数防蓝变配方都采用悬浮液或乳液，而不用溶液。有效物
质容易在浸泡槽中沉淀，或为锯末吸收，或被处理浸泡槽中的
其它污染物吸收。因此，浸泡液要定时搅拌，保持无杂质并要
经常清除过量的锯末。新西兰松的防蓝变性优于橡胶木，但低
于花旗松。

新西兰松的防蓝变性优于橡
胶木，但低于花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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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是最容易进行干燥处理的树种之一。若使用的设备得
当，这些木材的干燥速度很快，并且很少会降级。尽管如此，
靠近原木中心的木材(心材)因为含有扭转纹，易扭曲。如果木材
经正确干燥处理，含水率达到最终用途时的合适水平，同时正
确完成最终用途产品安装，木材制品在使用中将能保持稳定。

新西兰松可空气干燥和高温窑干等。

木材干燥

含水率对任何用于生产高质量木材的树种
的性能都产生极大影响。必须进行正确的
干燥处理，否则容易出现收缩和变形，新西
兰松也不例外。

干燥性质

影响新西兰松干燥的性能可总结如下。

新西兰松边材含水率高(因木材密度不同，含水率可为100%–220%)
。与边材相比，心材含水率低很多(约为40%–50%)。

新西兰松边材渗透性好，因此，能迅速干燥。虽然心材渗透性
差，但其初始含水率低，干燥所用时间比边材稍短。当干燥设
备的加热能力、气流速度和排气能力不足时，要迅速干燥初始
含水率高的新西兰松，可能会有困难。

对于10个年轮以内的木材(早材或心材) ，其扭转纹可造成扭曲，
从而出现特殊变形问题，。高温干燥下，其堆垛顶部应施以每
平方米500–1000千克的压重，以减少木材的变形。

就像大多数树种一样，边材易受真菌侵害。防蓝变处理对短
期防护变色和霉菌很重要。特别要注意减少大规格锯材在气
干过程中遭木腐菌侵害的风险。若锯材在切割后很快进行窑
干，则可不做防蓝变处理。干燥木材保持干燥将可避免变色
菌和霉菌的侵害。

采用水质防腐剂和高压处理方法可明显提高新西兰松材的耐
久性。处理后的重新干燥较慢，也更困难，最终的含水率也
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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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干

材垛应至少离地面300毫米，间隔300–400毫米，并与主导风向
平行，以加速干燥。板材之间的隔条(垫板) 厚度统一，可为19
毫米-25毫米。与板材垛长度方向均匀垂直放置。

良好的堆垛可有效地控制锯材翘曲和表面裂缝，锯材不应伸出
垛外，垛顶应加覆盖物。

低温干燥

这种方法包括热泵干燥机和除湿机。预气干使木材含水率降
到每立方米60%，可缩短干燥时间，减少霉菌和真菌变色的风
险，并使最终含水率更加均匀。

气流速度不应低于每秒1.5米。为了避免延长新锯切湿材的干
燥时间，此类干燥机内的压缩机的功率不应低于通常使用的
每立方米0.5千瓦。

采用这种干燥方法不能释放板材内的应力。

常规干燥室

与较高温度干燥相关的设计通常需要增加热输入功率、气流
速度和可逆气流的能力。这些特性能有效地避免降低干燥速
度和干燥不匀。

要求的气流速度为每秒3米以上。对未经防腐处理或经硼处理
的板材，建议采用单一步骤干燥程序将锯材平衡含水率保持
在8–9%之间。

采用铜-铬-砷(CCA)防腐剂处理的锯材需要采取多步骤干燥程序。

当目标含水率低于12%时，干燥阶段后期应采用15–20°C的
湿球低压。

在干燥结束阶段，需对锯材做最后的调湿处理，以释放干燥应
力并减少锯材内部和锯材间含水率的差异。调湿处理应高于最
后干球温度5°C以上及可能的最高相对湿度下进行。调湿处理
的时间应为每25毫米厚度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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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常温干燥

结构级和家具级锯材可以使用这些常规进行干燥。

新西兰松高渗透性允许使用较高的温度和气流速度，以减少
干燥时间，同时仍能保证质量。采用下列条件可得到满意的
干燥效果：

• 加热2-4小时。

• 气流速度不低于每秒4.5米。

• 在温度100°C、相对湿度100%的条件下做最后调湿处理，
处理时间每25毫米厚度2小时。

• 材垛压重500千克/平方米。

若出现表面裂缝，应采用较温和的多步骤常规干燥方法进行。

高温干燥

大多数宽25毫米、厚50毫米的锯材可在高温和干燥速度极快的
条件下进行干燥。

日常商业化家具级锯材的高温干燥要求保持非常高标准的窑干
操作。建议通常不采用此法。

建议对方材或防腐处理锯材不采用高温干燥方法，除非是用于
建筑目的。这种用途的木材对表面和内部裂纹的要求不高。

窑干建筑级必须是高标准的，风扇吹风能力必须足以达到通过
材垛的均匀气流不低于每秒5米的速度，加热系统在2小时内足
以达到处理温度并随后保持干燥条件。

把气流速度提高到每秒8米将减少20%的干燥时间。

调湿的最后阶段至关重要，不但能释放干燥应力，而且还能减
少最后含水率的差异。

若想获得良好的调湿效果，必须首先要把锯材的温度冷却到摄
氏100度以下，但调湿阶段必须在完成干燥后的12小时内开始。
采用全饱和调湿气体是非常重要的。

精心进行，顶部窑干堆垛至关重要。建议顶压不低于500
千克/平方米，以便控制顶层的翘曲。对于干燥含有心材的锯
材，1000千克/平方米的压重是至关重要的。压重应在调湿过
程和冷却过程最少24小时内保持。

新西兰松高渗透性允许使用较
高的温度和气流速度，以减少干
燥时间，同时仍能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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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和搬运

与大多数普通木材品种的共同之处是，特别是含水率在15%的
已干燥新西兰松置放在空气中时能很快吸收水分。已干燥的
锯材特别是在窑干后一定要尽量减少暴露时间。这意味着：

• 窑干垛必须在干燥后的24小时内拆垛(移走垫板)，然后四方
堆垛(密实堆垛)并遮盖。

• 虽然用防水油布可保护已干燥锯材，但干材库对防雨更有
效。干材遮盖物或仓库应尽量不透气，减少空气流通。

• 若长期储存，窑干锯材应用塑料打包。

• 小心搬运(特别是在运输途中)和储存(最好是在有空调的建筑
物内)已经正确干燥的新西兰松板材可将损失控制在最低。

• 高值锯材必须加覆盖物或打包保护。长度不同的锯材一起打
包时要防止短锯材伸出包外。

• 在用金属丝包扎时要加护角保护，防止金属丝勒进木材。

• 要为打包锯材提供足够的支撑，以减少木材的变形或破损。

水份测量

确定新西兰松锯材含水率的方法有两种：

标准炉干法

用电子水分测定仪

炉干法精确度高，前提是锯材未经过有机溶液的处理，且木材
树脂含量不高。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等待测量结果所需时间
长。采用较薄的试样和微波炉可加速炉干测量过程。

在锯材含水率6–24%的范围内，可采用电阻和电容式含水率测
定仪。大多数测定仪按一种树种校正，在用于其它树种和处理
时需作修正。采用电阻式含水率测定仪时，对处理过和未处理
的新西兰松材含水率测量值的修正系数如下：

8%  – 5010M
12%  – 180M
16%  – 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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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目标

这里有两种主要的干燥情形：

最终含水率少于19%，可减少感染霉菌和真菌的程度并可为某
些结构产品提供一定的稳定性保证。

最终含水率在5–15%范围内，则取决于最终用户所需平衡含
水率情形。

若需要干燥到19%以下，可采用空气或窑干方法。但是，若
高质量用户需要较低的最终含水率(低于15%)，则只能采用窑
干。所需最终含水率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应参考适当的标准。

间歇性加热建筑物内装修新西兰松材的建议含水率

地点 平均含水率(%)

新西兰 12

澳大利亚 10

韩国 8

中国 7

日本 – 不包括北海道 10-11

日本 – 北海道 13

马来西亚/新加坡 
(有空调的建筑物) 12

美国

西海岸 11

内华达州/犹他州 6

海湾地区/东南地区 11

其它州 8

加拿大

温哥华 8

蒙特利尔 5

欧洲大陆 10

英国 11



32 防腐处理
为了确保新西兰松在各种应用范围中保持
优良性能，已经开发出各种有效的防腐处理
方法。与大多数针叶木材一样，新西兰松不
属于天然耐腐树种。随着新西兰木材防腐工
业的有效发展，其在新西兰建筑上的用途也
不断扩大。

与传统商业用针叶木材，如云杉、铁杉、花旗松不同，木材防
腐剂很容易渗入新西兰松的边材，尤其是在径向方向。因木材
防腐剂可完全渗透边材，故低压电线杆或电讯通讯杆等木材商
品的使用寿命非常长。而其它针叶木材树种很少能实现木材防
腐剂的完全渗透。

在很大程度上，用来处理新西兰松的防腐剂的种类是由其使用
情况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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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盐

当主要危害是虫害(如粉蛀科和窃蛀科害虫)，且使用条件不易
造成防腐剂流失时，使用这种硼化物。硼盐也能毒杀白蚁，但
很少用它预防白蚁对木材的侵害。

铜-铬-砷(CCA)

CCA是应用范围很大的有效木材防腐剂。新西兰松材在易发生中
度或高度腐朽的环境中使用，用这种方法处理非常有效。CCA
溶液毒性较高，但当溶液进入木材后便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
将CCA在木材中牢牢固定，抗流失能力很强。

CCA的加速固着工艺已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减少或消除伴随
CCA的使用可能带来的污染。但在有环境或健康立法要求限制
使用CCA处理锯材的地方，可用其它防腐剂来处理新西兰松。
这些防腐剂包括铜氨季铵盐(ACQ)、铜唑、铜HDO和二甲基二
硫代氨基甲酸铜(DMDC)。

杂酚油

杂酚油用于处理铁路枕木和电线杆用材。杂酚油处理新西兰松
锯材特别有效，因为药剂能充分渗入心材。

轻有机溶剂防腐剂(LOSP)

轻有机溶剂防腐剂用于处理加工过的部件和成品。与水溶性防
腐剂相比，其主要优点是在处理时不会使木材膨胀，因而在处
理后无需再进行二次气干或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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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处理工艺

新西兰松的一个重要优点是易于防腐处理。在新西兰和全世
界，Bethel法(满细胞或真空/加压法)是最常用的处理方法。该
法将木材置于-85千帕(kPa)的真空下，向真空中注入防腐剂溶
液，然后加压到1400千帕，把溶液压入木材。只有在木材不能
吸入更多的溶液时，处理便结束。

不仅新西兰松的边材容易处理，其比例很少的心材也较容易
处理。研究表明，对处理前的木材进行高温干燥或蒸汽调湿
处理可改进防腐剂渗入心材的程度。实际上，新西兰松边材
和心材通常都能实现防腐剂的充分渗透。新西兰松在这方面
有其独特的优势。

因为新西兰松对防腐剂有良好的渗透性，其防腐处理工艺就比
较容易开发而不产生传统工艺存在的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压力。
这些工艺包括处理部分风干木材。以加速CCA固着，减少后处
理干燥费用和CCA防腐剂的使用。

但硼化物作为木材防腐剂及其处理方法在国际上的未来重要
性不能忽略。它在作为刹虫剂处理木材的同时对木材也有一
定的防腐作用。

按最终用户条件进行的防腐处理

就危害级规格而言，生物降解危害的种类(腐朽、木桩空虫、白
蚁)首先由木材使用条件决定(如：室内-非露天使用；室外-与地
面接触使用)，然后调整防腐剂在木材中的保有量和渗入深度，
以便将生物降解危害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

在新西兰，圆材(柱杆材)、锯材和胶合板按6个危害等级处理。
与有正式木材防腐标准的其它国家相比，对防腐处理的要求一
般相同或更高。

木材防腐剂很容易渗入新西兰
松的边材，尤其是在径向方向。
因木材防腐剂可完全渗透边材，
故低压电线杆或电讯通讯杆等
木材商品的使用寿命非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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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不在露天使用的锯材。防腐处理的目的是防止锯材受木材钻孔
虫的侵袭。硼化物是使用的主要防腐剂，这种处理符合防止害
虫的所有相关标准。

H2

这是在室内使用，受腐朽和虫害危险较小的锯材和胶合板。CCA
和轻有机溶剂防腐剂（LOSP）是使用的主要防腐剂。这种危害
级处理标准只适用于出口到澳大利亚的锯材和胶合板。

H3

这是用于室外露天条件但不与地面接触的锯材和胶合板。CCA
和轻有机溶剂防腐剂（LOSP）是采用的主要防腐剂。

H4

这是用于与地面接触，但环境不太恶劣的锯材、圆形柱材和胶
合板。在新西兰用CCA和杂酚油处理此类木材。

H5

在恶劣环境中与地面接触使用的锯材、圆形柱材和胶合板，或
最终用途需要更好保护的木材。主要是房屋地基桩材和电线
杆。用CCA和杂酚油处理木材已证明使用这种用途。防腐剂
的保持量比H4级高33%。

H6

在海水中使用的锯材和圆形柱材。只使用CCA进行处理，而且
只对在海水中使用的新西兰松桩材商品进行这种处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洲 非洲 欧洲 日本

框架和地板锯材 H1/H2 H1 H1 1 K1/K2

地板龙骨或接触底板 H2/H3 H3 H2 2 K2/K3

窗户、山墙封檐板和檐口板 H3 H2 H3 3 K3

平台板、栅栏板 H3 H3 H3 3 K3

栅栏柱、花坛(菜园)围栏板和景观用材 H4 H4 H4 4 K4

木材地基、电线杆 H5 H5 H5 4 K5

码头桩柱、挡浪板 H6 H6 H6 5



新西兰松加工性能

36



37

大多数木材产品需要采用一种形式或其它形式的机械加工。在
决定木材最适合何种最终用途时，往往机加工特点与强度、硬
度或耐久性都是同等重要的。最普通的机加工形式是刨光，其
次是成形和车削、横切、钻孔、开榫和砂磨也是通常采用的机
加工方法。

新西兰松早材的平均密度是350千克/立方米，晚材的平均密度是
立方米550千克/立方米，这反映出这种木材的纹理相对均匀。年
轮密度变化小和早材与晚材之间均匀的过渡使新西兰松具有优
良的机加工性能、上漆性和着色性。

综合实验表明，在边材和幼龄材的刨削和车削机加工的难易程
度方面，新西兰松具有优势。与其它品种的针叶木材相比，新
西兰松在铣削、指接、砂磨和紧固等特性方面也具有优势。

与其它品种的木材一样，刨光时刨刀必须注意保持锋利，特别
是在刨光有节木材时更是如此。干燥、短纹理的锯材可在中等
刨切角度(约20度)下以每分钟100米的速度进行加工。刨刀上堆
积树脂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需要用适当
的树脂清洁剂将其清除掉。

机械加工

新西兰松优秀的机加工性能获益于木材均匀纹理和早材与晚材之间密度变化相对较小的原
因。其突出的特点是易于成型、车削和刨削。一些测试已经确认，新西兰松与其他国际市场树
种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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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树种的对比

新西兰森林研究所(现在称为“Scion”)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协作进行了新西兰松与北美木材的对比研究。

对新西兰松和13种北美木材就墙板、线条、橱柜和家具制作的
适用性进行了测试和评估。采用14种标准对每种木材的刨光、
成型、车削、砂磨和胶合进行了评级。

主要的机加工质量对制作高值产品至关重要。虽然大多数成品
都需要进行砂磨，但主要机加工造成的缺陷严重性和类型将会
影响成本、时间以及生产可接受表面处理的成品所需多种投入。

新西兰松的性能优良，适合广泛的用途。新西兰松生长速度快
并不影响其加工特性，使用手工和机加工工具都能获得良好的
效果。有关研究的详细资料可从新西兰农林部获得。

白金汉郡高等教育学院在英国也对新西兰松和英国和欧洲的木
材品种进行了对比研究。

机加工对比结果

5

4

3

2

1

新西兰辐射松 西部黄松 花旗松 西部铁杉

刨削(20度角) 5 优

成型 4 好

车削 3 良

砂磨 2 较好

1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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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可采用多种粘合剂胶合，当然要针对木材性质、粘合
剂配方、压制和风干等变化细节，注意采用正确的工艺流程。
新西兰松采用胶合方法，在建筑用途和高值家具及室内装饰制
品等大范围的产品中广泛应用。

粘合剂种类

许多不同种类的粘合剂已经被成功地用于大范围的胶合产品，包
括用于家具、细木工、木板、装饰板、指接材等室内产品及户外
和建筑层积材。应注意选择适于生产加工工艺和最终产品颜色
的粘合剂，还要适于抗抵最终用途风险和转运过程中的环境条
件变化。如果需要防腐处理，粘合剂应与所选处理方法兼容。

防腐处理

经过适当防腐剂处理的胶合层积产品(无论是胶合前还是胶合
后)都具有很高的耐腐性 – 例如：在新西兰建造的桥梁中采用
的经CCA处理的胶合层积松材自1961年以来一直提供良好的服
务。通常在胶合后对锯材进行防腐处理，特别是采用轻有机溶
剂防腐剂(LOSP)方法进行的处理。

胶合
层积和指接新技术提高了新西兰松大范围的产品用途，小至线条，大至大型工程木梁.

木材的准备

在胶合新西兰松材时，应遵循胶合针叶木材的标准做法。新西
兰松高渗透性有助于胶合剂的固化挥发。但是，新西兰松在干
燥的情况下吸收水分的速度很快，与硬木材品种相比，差异很
大。大多数生产商对硬木材的性能更熟悉。至关重要的是粘合
剂的粘滞度不能过低，否则，粘合剂可能会从接口处流失。同
样地，与硬木相比，新西兰松的上胶和加压固化之间的持续时
间应适当缩短。

新西兰松的萃取物含量低，目前尚未发现胶合新西兰有化学问
题。对大多数粘合剂而言，胶合时木材的适宜含水率为10–16%
。对于那些胶合剂需要采用高频固化的产品，含水率不得超过
15%。必须确保胶合木材产品的含水率与未来使用环境中的平
衡含水率相当。

在胶合时，木材的温度不能过低。因为在温度过低时，某些
胶合剂不会发挥作用，而某些胶合剂的固化速度不够快。准备
胶合的表面应光洁平整，最有效的方法是刨光。因木材表面的
光洁度会因等待胶合的时间过长而下降和氧化，因此，表面刨
光与胶合的时间间隔应尽可能缩短。对经过防腐处理的锯材而
言，该间隔时间最长不超过24小时。对未经防腐处理的锯材而
言，不应超过7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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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接

新西兰松生产指接产品的性能优于其它针叶材树种。其机械加
工性能好，可获得无明显挤压开裂、光洁平整的加工表面或胶
合表面。可获得很高的生产率，而刀具磨损很小。新西兰松的
加工品质好，色泽均匀，在指接加工中正日益被人们接受。

指接种类

新西兰松可采用面对面胶合(立式或欧洲指接)或边对边胶合(水
平或北美指接)设备。水平接口的指型可从板材的端部或边部看
到，一般北美市场较喜欢在成型加工和细木工生产中采用这种
接法。而立式接口则用于结构类用途。

新西兰松的结构接口采用的指接长度为10–25毫米，而一般常
用的指接长度为较短的10毫米。结构用指接胶合剂为间苯二
酚、三聚氰胺尿醛胶等，必须符合严格的室外及暴露测试。

指接产品种类

指接产品主要供应两类市场。结构级产品应具有较高的拉伸强
度。比较而言，单块大规格锯材在某些情况下容易变形，而指
接材的稳定性更好。

新西兰松指接材符合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英国的
结构测试标准。指接产品生产厂商实施公认的国家标准和广泛
资质，不断对木材指接的强度和可靠性进行检验。

在外观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外观级产品的用途十分广泛。在
这种最终用途中，新西兰制造商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市场供
应4毫米的细齿指接产品，因该齿型易于指接，成品质量好，
木材利用率高。

在采用透明胶合剂时，指接材无缺陷的部分可用来生产高附加
值的产品。外观级指接产品包括线条、檐口板、扶手、栏杆、
门窗组件和外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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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积加工

新西兰松材易于胶合，这有助于胶合层积产品打开市场。

产品种类

结构用途：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松材用于结构建筑已
有近40年的历史。使用效果很好。日本和香港市场对层积产品
的接受程度正在增加。非洲、香港、西班牙和太平洋各地对新
西兰设计和制造的木结构材需求正在直线上升。

侧拼板：常采用双边扣压和高频压力机快速生产高质量的无节
或有节边拼板。选用正确的粘合剂可获得浅色产品，胶合缝无
颜色。此类拼板用于上等家具和精致的装饰线条等。浅色和产
品质量有助于开发日本和韩国市场，以及当地消费。

厚拼板

新西兰松材在面对面层积的柱材、方材、枕木和许多其它内装
修产品方面应用的成功，增加了它在亚洲传统住房中的应用。
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属于非结构性材料，主要用于装饰。新西
兰松因其颜色浅、易胶合，非常适合此类用途。

新西兰松层积材在成型加工后常用作室内外扶手。

层积材加工

成功的胶合取决于工艺过程中对各种变量的控制。诸如含水率、
气候条件、粘合剂配方、粘结时间和固化方式(环境温度、热压
或高频固化)等变化情况，都与每种粘合剂密切相关，通常也与
每个生产运营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对某些粘合剂而言，缩短
表面加工和上胶之间的间隔时间非常重要。

应根据粘合剂供应商的建议，选用坚果壳粉及面粉等缓凝剂，
来控制粘合剂的黏度和固化期间的水分移动。新西兰松材层积
胶合时的压力应为700千帕。

应根据粘合剂和固化环境的性质或加速固化的条件来选择压力机。

对于具体产品，应仔细试验并向粘合剂供应商咨询，以便掌
握基本的变化情况。然后需要不间断的质量控制，保证良好
的胶合品质。

在确定最终用途而选择正确的粘合剂和防腐处理等级的板材
下，可获得强度高、耐久性能好及高质量光洁度的胶合和层
积木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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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使用的好处

可极大地降低表面腐烂情况，特别是由于降雨、风蚀、曝晒
以及灰色或黑色染色菌的共同作用造成的褪色和表面纤维的
蓬软降解。

木材可防止因季节性变化使水分进入造成缩涨而导致的过度裂
缝和尺寸改变。

室内使用的好处

可增强天然纹理的效果。增强耐化学、耐热和耐磨能力。

对使用中的产品可防止因季节性变化使木材缩涨造成过度的
尺寸改变。

室外条件

新西兰松在室外条件下不具有天然耐腐能力，因而应进行适当
级别的防腐处理。本指南有专门章节论述防腐处理。

如果木材涂漆且不直接受潮，可采用低危害等级的防腐处理。
表面涂饰可减缓含水率的变化，减少产品尺寸的波动。防腐性
能取决于涂料的种类。例如：油漆比着色剂的抗水蒸气渗透能
力强，而油基漆比水基漆的抗水蒸气渗透能力好。

表面处理
新西兰松的材质均匀、密度差异相对较小，具有优良的精加工、均匀染色和油漆性能。在新西
兰松材上施用表面涂料的好处会因最终用途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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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种类或采取溶剂型(如：醇酸树脂漆)，或采取水基型(如：
丙烯酸漆)。虽然醇酸树脂漆在光泽方面变化较多，但其漆膜的
抗水渗透能力更强。现代丙烯酸漆用于室外条件的新西兰松效
果更好。丙烯酸漆漆膜长期柔韧性好，会随木材尺寸的变化而
缩涨。因此，与醇酸树脂漆相比，丙烯酸漆的长期防水性能更
好，不易随使用期限的增长而变脆和开裂。

室内条件

新西兰松在室内条件下应用，可生产家具、部件、橱柜和线条
等外观级产品。

表面准备

各种木材要想获得有效和漂亮的染色和油漆涂层，表面准备是
十分重要的。对表面的要求包括：

• 精细砂磨(至少用150号砂纸)

• 用填料打底，遮盖缺陷

• 把边角磨圆

• 表面无尘、无污、无水

上色

新型兰松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木材，适用于多种着色剂。这
使它配色容易，着色后容易模仿其它树种。虽然油基染料可避
免起毛，水基染料用于松木也很有效。

油漆

传统上新西兰松家具使用硝基清漆、预催化、酸催化树脂漆和
双组分聚氨酯漆四种油漆。在新西兰，使用最广泛的是预催化
和酸催化树脂漆。

环境友好型油漆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油漆因其有利环保而广受欢迎。在欧洲和
北美，日益广泛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低甲醛类油漆。因
此在这些市场上，硝基清漆、预催化和酸催化树脂漆的使用正
在减少，而聚氨酯漆(在自动化表面处理过程中可以控制异氰酸
酯的情况下)、水基和超紫外线油漆的使用已经增加。

新型兰松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
的木材，适用于多种着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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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新西兰松线条、再加工坯料和木制
品的需求在过去的几年内已经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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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新西兰森林拥有者都对新西兰松进行修枝，并且已经坚
持了几十年。作为结果，采伐的新西兰松的大多数都是优质粗
大的无节原木。这种资源是新西兰快速成长的木材加工业 – 二
次加工的基础。

典型的二次加工木材产品包括线条(室内外装饰用的成型长度)
、加工坯料(净材、实木和指接组件)以及木制品(门窗、柱廊、
楼梯、壁炉架、板材、室内装饰封边条等)。

无节材市场发展迅速，特别是美国。新西兰松在那里已经超越
西黄松，成为优先选用的木材品种。在澳大利亚、日本、中
东、欧盟及亚洲各地的前景也非常有希望。

机械加工质量对高附加值的加工木材产品至关重要。这与木材
的强度、硬度或耐久性方面是同等重要的。广泛独立的试验显
示，新西兰松在机械加工性能(横切、车削、钻孔、开榫和砂磨)
方面相当于或好于许多国际贸易中的可再生木材。

二次加工的新西兰松的均匀密度非常受欢迎，使其加工、上漆
和着色性能都非常优秀。

不像许多其它木材那样，新西兰松的抗裂能力强，易于握钉、
上螺丝、拼接和胶合，可获得非常好的一致效果。室内装饰制
品和橱柜用途对尺寸稳定性要求甚高。

新西兰松干燥后的收缩率低，但客户必须了解，稳定性要求
高的地方不应使用心材，因为心材有扭曲纹，很可能会出现
扭曲现象。

采用指接或层积可改进新西兰松尺寸的稳定性。

无节材市场发展迅速，特
别是美国。新西兰松在那里
已经超越西部黄松，成为
优先选用的木材品种。



46

二次加工部门现在是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品正在进入亚
洲、北美和欧洲市场。新西兰松的供应作为可持续和可再生资
源，使其成为世界逐渐减少的天然林的引人注目和可接受的替
代木材品种。

木材性能

Scion(前新西兰森林研究所)与北美和英国协作进行的对比测试
已经确切地显示出，新西兰松的机械加工性能(如：刨削、砂
磨、成型、车削)比国际上市场上大多数针叶木材都好很多。

另外，因其年轮密度均匀、渗透力好，可萃取物少，使这种松
木在胶合和指接方面的性能非常好。

可在新西兰松材上使用全面的室内外着色剂和清漆，以便加强
木材的外观效果，最后使用表面清漆。新西兰松没有高浓度萃
取物，这使它的表面亲合性更好，不必使用特殊底漆。

与所有树种一样，诸如家具等高附加值新西兰松产品应使用窑
干板材，其含水率应适合该特殊产品和市场要求(请参考本指南
的干燥一章)。精确干燥对家具制作十分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
免滞后的收缩、变形、端部开裂或胶合接口开胶。在制作过程
中避免原材料吸入水分也是很重要的。

家具和组件

新西兰松人造林的日益增加使新西兰林业
有能力扩大供出口的半成品和成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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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加强

新西兰松自然表面硬度可与其它中密度针叶木材媲美。但是，
经过使用由Scion开发的处理工艺，新西兰松的总体硬度可提高
到诸如桃花心木和橡木这些硬木的水平。

由Scion开发的工艺为在压力下，把新西兰松浸泡在无毒化学增
密剂中，然后在烘干窑中固化。硬化新西兰松产品具有非常好
的机械加工和胶合性能以及非常好的尺寸稳定性，并可均匀地
吸收着色剂和清漆。对制作经常处于磨损状态下的家具、地板
和橱柜，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木材。

家具设计

新西兰松提供的木材等级和性能，使其适合大多数款式家具的
制作。家具设计者和制造商都认为这种木材的技术特性好，便
于进行表面本色和增色涂饰，为创造新的家具款式提供了极大
的灵活性。

虽然多年来一直用新西兰松生产所谓的“低档”家具，现在制
造商发现，中高档家具市场对这种松材的需求正在增加。这是
因为这个行业经常通过海外商品交易会及邀请北半球设计师来
访新西兰的共同努力而取得的结果。

组件

除对制作成品家具的需求外，对半成品或成品组件的需求也不断
增加。这些组件可在新西兰窑干和包装，以防受潮和转运损坏。

这些产品的范围很广，包括：坯料、边拼板、用于深加工的无暇
指接锯材、线条、楼梯部件、门窗部件和供组装的家具部件。

新西兰松在“自己动手（DIY）”市场发展迅速。最常见的预
制部件包括供家庭和办公室使用的预组装家具部件、室内墙
壁组件(架子、橱柜等)、影视音乐设备架、餐厅家具和计算机
组合桌。顾客在组装和完成用新西兰松制作的组件过程中可获
得意想不到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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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材产品行业已显露出新时代曙光。越来越多地采用工程木材产品是受环保压力和高
性能需求市场的驱使。

把木条、单板、锯材和其它形式的木材纤维粘合在一起，制作
出更大的复合材料工程木材，这种木材的强度和硬度比这些材
料的总合更好。典型的工程木材产品包括胶合层积材、单板层积
材、定向结构刨花板、木梁、结构合成锯材和板材以及胶合板。

新西兰松具有良好的强度，是非常受欢迎的工程木材产品的原
材料，其中包括胶合层积材和边拼板、单板层积材、工字梁、
定向结构刨花板以及胶合板。

新西兰松具有良好的强度，在广泛的工程木材应用中得到了很
好的证明。工程木材的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特点是，它能够用
生长快速、花费不大的人造林树种生产，缓解了开采天然林的压
力。它还可以使用更多的可供资源生产，并且几乎没有废料。

工程木材产品与在制造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的非木
材产品的物化能源相比，更受欢迎。美国工程木材协会认为，
工程木材产品额外的优势是可以改进实木的与生俱来的结构强
度。交错层积胶合板和定向结构刨花板沿着两个方向的板轴纹
理分布强度。定向结构刨花板排除了树节和漏节，而胶合梁、
单板层积材和木材工字托梁在更大跨度的应用中能比同等尺寸
的实木构件承载更大的负荷。

Glulam passes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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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层积材通过测试

使用时间最久、用途最广泛的工程木材产品之一是胶合层积
材。这种木材是于1893年在瑞士开发的。用这种木材建造的
某些最初的建筑物在一个多世纪以后，至今仍在欧洲使用。

这种建筑材料具有优秀的技术特性和广泛的用途，其最终用途
范围包括住宅建筑中的顶梁以及可以容纳15000人的体育馆的主
要穹顶。与胶合层积材对应的领域是侧拼板的用途 – 在餐厅和
卧室家具制作中非常流行，因为这种浅色松材受到一些亚洲市
场客户的推崇。

在所有胶合工程木材产品中，胶合层积材是用途最广泛、最受设
计者欢迎品种。尽管建筑设计师和施工人员都喜欢使用直梁，但
胶合层积材也能做成各种弯曲形状，增加了其用途和吸引力。

用胶合层积材制作的人行天桥、车辆和火车通行桥梁在世界各
地得到广泛应用。在美国建造的塔科玛圆顶是最大跨度的结构
之一，其跨度为161.6米。

单板层积材的光明未来

全球对单板层积材不断的需求增长将使木材行业从使用大规格、
原始森林木材转向使用人造林和次生林小规格原木。

北美在许多建筑应用中用单板层积材代替锯材的模式正在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市场上小规模采用。卡达维公司和尼尔森松木工
业公司等已经增加了新的单板层积材的生产能力。

在北美以外的地方，主要是日本采用单板层积材。采用这种木
材的领域是半结构性应用，诸如楼梯部件、墙柱和地板托梁。
新西兰松最适合生产单板层积材并符合日本建筑用途的标准。

经过实践检验的应用包括地板和屋顶结构材、过梁、桁架、脚
手架铺板、阳台铺板、预制房屋、跨梁、房屋正梁、应拉层积
材、梯板、檩、小梁、托梁和家具框架。

新西兰松具有良好的强度，在广泛的工程
木材应用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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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不同级别的单板并按照原木内部的密度分布，选用合适
的单板来优化胶合板的性能。日本的研究表明，新西兰松材是
制作单板层积材的优选树种。

单板生产

新西兰松的密度均匀。早材比晚材的密度多一半，而花旗松的
早材则软得多，只是新西兰松晚材的三分之一。这说明新西兰
松比其它树种更容易旋切。

单板含水率应干燥至每立方米5%后再胶粘。要根据工厂现场的
环境和胶的种类精心地进行胶粘作业。需要对每种产品类型进
行每日记录，以便识别工厂内木材质量和气候的变化情况。新
西兰的胶合板是按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联合标准AS/NZS 2269
进行生产的。

胶合板和单板层积材
与其它树种的木材相比，新西兰松有许多优点。它的强度高，可用于制
作符合各国标准的胶合板。

旋切用原木

新西兰松原木的木心密度低。这个区域的木材在干燥时易扭
曲。自10个年轮向外，木材密度显著增加。

在胶合板生产中，旋切原木的心材可作其它用途。因而，旋出
的单板密度要比原木的平均密度高。在旋切至较小的直径时，
旋出的较低质量的心材单板应区别出来并仅用于胶合板的芯层。
而从木段外层旋出的单板密度和强度都比较高。

树龄越长，较高密度和强度的边材量越多。直径35-75厘米经过
特殊修枝的30年树龄原木目前可产出18–26厘米的含节心材。

去皮原木的干燥单板的标准出材率为60–65%。不同等级的单板
出材率取决于原木的直径，未修枝原木还取决于树枝的尺寸。
修枝原木可产出15-50%的无节单板和30-60%的可用有节单板。
未修枝原木也可产出大量可用单板。单板质量与未修枝树木的
树枝尺寸有关。树枝尺寸较小，单板质量较好。应进行林分和
锯木厂调查以确定可能的出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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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强度

新西兰松与其它生产合板的树种相比，其无节材具有同样理想
的强度。在许多用途中，胶合板的载荷是通过其抗弯强度来实
现的。较高密度的新西兰松与花旗松的密度和抗弯度接近。剪
力墙及胶合板腹板（用于工字梁）的抗剪性能很重要。

不同密度具有不同的强度值(抗裂模量)和抗弯强度(弹性模量)
。用于生产对这些性能具特定要求的胶合板的单板，应挑选
密度。在许多用途中，强度不是重要的，因此可以使用较低
密度的木材。

强度性能比较

树种 
采用(ATSM)标准的2英寸无瑕疵材试样 比重

抗裂模量 
(kg/cm2)

弹性模量 
(kg/cm2)

抗压强度 
(kg/cm2)

抗剪强度 
(kg/cm2)

恩格曼云杉 0.35 650 91,000 310 85

西伯利亚落叶松 0.48 950 128,000 500 100

花旗松(海岸) 0.48 870 137,000 520 80

花旗松(北美内陆) 0.48 920 125,000 490 99

花旗松(南美内陆) 0.46 840 105,000 440 106

柳桉 800 114,000 410 86

新西兰松(低密度产地) 0.43 870 101,000 380 102

新西兰松(中密度产地) 0.46 930 108,000 400 107

新西兰松(高密度产地) 0.50 1,000 117,000 440 115

胶合板标准

根据美国产品标准PS1-83，新西兰松的用途暂被分在2类树种。
通过精心的选择和分等，可得到更高的等级。为日本生产，
用新西兰松中高密度的林木制作胶合板，可完全符合日本1516
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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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板强度

胶合板的抗弯强度几乎由平行于中心轴的外层单板决定。外
层单板几乎承受所有载荷。这说明它们决定胶合板的性能。

面板和背板应采用高等级高密度新西兰松净材或硬木树种木材。
内层单板可采用较低等级的木材。但垂直于面板纹理方向的强
度要高，面板下面第一内层的横向单板质量也要高。

稳定性

外层单板的厚度和质量对胶合板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如果板
的芯层采用较低等级易变形木材，胶合板内部水分的变动会使
板内产生应力。除非胶合板的面板和背板的厚度较大、质量较
好，才能抵抗该应力。否则，较薄的面板会导致胶合板变形。
而采用较厚、质量较好的边材，有助于提高较低质量的心材单
板出材率。

用途

新西兰松非常容易锯切和成型，可制成各种结构部件。东京大
学的大熊干章教授对新西兰松、柳桉和花旗松胶合板进行了测
试。测试表明新西兰松与其它树种相比，具有类似的抗弯性
能，但抗剪性能则更好。

与柳桉胶合板相比，新西兰松胶合板的握钉力更好。
胶合板的抗剪强度对剪力部位木梁的抗风或抗震能力十分重
要。有节单板比净材无节板具有更好的抗剪强度，可用于胶
合板的芯材。

新西兰松非常容易锯切和成
型，可制成各种结构部件。



53

新西兰松的强度很好，但和所有其它木材一样，它的物理性能
天生就多变，无论是在时间性上还是在锯材的每个长度上。

现代建筑所倚赖的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参数经过实践验证可
保持一致，工程师就能够在各项应用中按最低成本提供可靠的
解决方案。木材建筑材料只是在近期才能够质量稳定地提供。
用新西兰松单板生产的单板层积材提供的解决方案具有前后一
致的高强度和抗弯度。

这种产品用多层薄板生产，平行层积成很长的平板，厚度可达
100毫米以上。采用这种层积工艺，每张单板不同的物理性能被
均分，从而产生稳定的性能。

单板层积材的强度约为胶合层积材的1.3倍，是锯材的两倍。就
抗弯、抗拉和抗压强度而言，单板层积材约为紧密材的2.5倍。

单板层积材的
构造一致性

单板层积材的强度和抗弯度使其成
为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建筑中可行
的和环境友好型替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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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波森林和林产品研究所对用许多树种生产的单板层积材
进行的测试表明，新西兰松非常适宜用来生产这种产品。与其
它木材制作的单板层积材相比，在抗压测试中，新西兰松单板
层积材的性能优异。在新西兰生产单板层积材始于2001年。随
着国内外需求的增长，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

对单板层积材构造稳定性的认知极大地提高了这种产品的潜在
能力。与制造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的非木材产品
的物化能源相比，单板层积材更受欢迎。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
家，法律现在要求对所有新建筑都需要提供一份产生“二氧化
碳预算”总量的报告，单板层积材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择。

日本是最早大量采用单板层积材的市场之一。用途包括楼梯部
件和地板托梁。0单板层积材的用途日趋广泛，几乎在所有住房
建筑部件上都可以应用。当前，单板层积材在家具框架上的使
用也不断增加。

在新西兰生产单板层积材始于2001年。随着国内
外需求的增长，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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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建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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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是结构用板材和诸如胶合层积材、胶合板等工程产品
及其它板材首选材料。

新西兰松作为最受欢迎的建筑材料，它的性能是中密度和均匀
的纹理具有良好的紧固强度和加工特性。新西兰松的强度和抗
弯度、易于干燥和适于防腐剂以及防火化学品处理的特性也是
用于建筑材料的优势。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木材，经过窑干的
木材稳定性更好。

与其它天然林和人造林针叶木材一样，锯材的分级对满足建筑
性能的要求十分重要。与天然林木材相比，这种木材的年轮较
宽，但不会对强度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与其它分级标准不
同，年轮宽度不是很好的强度性能指标。

建筑
新西兰松锯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建筑材料，非常适合2x4建筑系统的用材。作为胶合层积材，
在较大建筑物及其它许多建筑的应用中表现出色。

木结构建筑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松木是木结构建筑(2x4建筑系统)的优
选树种。这个系统采用规格是35–45毫米厚，宽至300毫米的
锯材。这种用途在北美非常普遍，在英国、日本和其它大量市
场的使用也在日益增加。

2x4系统的特殊优势在于单根结构材料之间的载荷得到广泛均
匀的分布。这样就能使用相对来讲缺陷较大的木材(结疤尺寸
可达截面的一半)，因为任何一根材料上的缺陷可由相邻材料
的强度作为补偿。另外一个优势是外覆板、内衬板、地板和天
花板能对木结构件提供侧向抵抗力。这种侧向抵抗力增加整个
木结构的强度。

最常用的外覆板材料有木质外墙板、水泥纤维板和有槽建筑
胶合板等。2x4系统也采用外墙砖、天然石料或混凝土块料。
这样，新西兰松在房屋结构(以及装修和橱柜)中找到了合适的
用途。新西兰是经常出现大风和地震的国度。建立在大量建筑
和锯材标准基础上的新西兰松2x4木结构系统，已被证明能满足
这些严格的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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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柱材

新西兰松是制作垂直木结构柱材的优良材料。通常，低等级锯
材被用于非承重隔板建筑部件。

托梁

地板托梁采用最高等级的新西兰松，以尽量减少地板在荷载情
况下出现的挠度。建议在安装前对托梁进行窑干处理，以减少
变形，提高地板的表面平整度。

椽子

屋顶结构宜采用中等级的锯材。如果采用轻屋顶结构，这种结构
强度适中，抗风和承受屋顶瓦重量的能力好。新西兰松材优异的
紧固性能是突出的优点，可把屋顶建成桁架式或传统式结构。

地板

常用的地板材料是刨花板、胶合板或中密度纤维板，可在这些
材料上面使用清漆或贴面板。使用这些材料具有施工快、成本
低、接缝少等特点。

室内外墙板

经过指接、防腐处理的新西兰松板材在涂用保护性油漆或半透
明涂料后，可作为室外墙板使用。胶合板加工成直纹板也可作
为优良的墙板使用，与普通墙板相比，其优点是不需要经常维
护。具有特色的室内装修也在新西兰建筑中使用。

剪力结构

2x4系统中最好的剪力结构系统是把胶合板用作挂板。也采用
其它模式，如用对角线金属带或角形构件等。在两断或与结
构件相交处用钉子固定。内墙板可采用石膏板等，对剪力结
构也起很大作用。

底层地板和地基

新西兰松易于进行防腐处理，经处理产品用作与地面接触的部
件使用寿命长，是用作地基桩柱的优良材料。在桩柱上能很方
便地安装托架以支撑地板托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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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建筑

新西兰松很适合木结构梁柱式建筑。板材可用作柱材，而工程
木材产品用于梁及剪力结构部件。

梁

新西兰松胶合梁很适合用于此类建筑。这种梁的各层可采用指接
方式除去木材缺陷，以达到所需的高强度和良好的外观。如果梁
的各层材料选择分等加工，那么，整个梁能确保较高的抗弯度。

支撑材

当建筑物遭受地震或飓风袭击时，梁柱系统中的对角斜线支撑
件通常承受很高的载荷。需设计适当的金属紧固系统，通过构
架传递载荷。新西兰松有很好的抗裂和抗切变能力，这有利于
金属紧固系统发挥作用。采用钉在水平和立面墙体结构上的胶
合板可对建筑物提供更好的支撑。

地板龙骨

除非采用特殊的防潮隔层，地板龙骨因接触地面，容易受潮腐
朽。经过适当防腐剂处理的新西兰松具备永久抵抗虫害和腐朽
的能力，可在其上固定各种木结构部件。

地板

对2x4系统而言，最经济的地板材料是刨花板或中密度纤维板。

屋顶结构

屋顶结构可采用规格锯材制成桁架。如果采用大规格屋顶结
构，可采用层积胶合梁作为构件。

预制安装建筑系统

现在可生产许多种类的预制安装住宅系统。窑干新西兰松非常
适合这种系统。采用木材结构贴面板这种材料是因为它的尺寸
稳定性、足够的强度和抗弯度以及良好紧固性。

商业和工业建筑用途

采用2x4系统已经建成过五层高的多层公寓住宅。在胶合板或
刨花板地板上面浇筑轻质混凝土可获得隔音地板。在建造墙
体时采用交错的壁骨和多层石膏板可获得很好的防火和不同
单元的隔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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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材在民用建筑成功应用的同时，在工业建筑中的应用
也获得了成功。在大型工业建筑的各种结构中使用着拱形层积
胶合梁、构架和直梁。

经过防腐处理的新西兰松圆形柱材则被用于房屋建筑的基础木
桩、柱架及工业柱式建筑。支撑胶合梁椽子的立柱式建筑很适
合用作仓库建筑。

对园艺和农用建筑来说，新西兰松柱材和锯材被广泛用于农作
物支架、牧场围栏、场院及农业建筑。

采用胶合板箱式结构梁的跨距可达50米。其它合成梁采用金属
腹板和锯材榫被认为可用作长跨度檩。

在采用2x4建筑系统的许多国家，用金属齿板(钉板)组装的桁架
在本国屋顶市场已经占据了优势，而新西兰松是制作这些桁架
通常采用的木材。在商业性建筑结构中，新西兰松桁架经常采
用的跨度是30米，甚至还可制作更大型的桁架并已成功应用。

接受规范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建筑规范中已经全面接受新西兰
松作为结构材使用。

在日本，新西兰松材在日本600标准分级规则中被列为结构用
锯材，在日本2054标准规则中被列为胶合层积材，在日本1516
标准规则中被列为胶合板材。新西兰松被日本建设部认可为
合适的建筑材料。

紧固性能

新西兰松材质均匀，与花旗松、落叶松粗纹木材相比，具有更
好的紧固性能。早材和晚材年轮之间的密度差异较小。因此，
假定密度平均，松木早材年轮的密度要高于那些粗纹木材品种。

这些较高密度的早材年轮抗裂性能优异，因此，可在锯材中心部
位密集钉钉。这说明新西兰松在潮湿或干燥状态下都可以钉钉。

同样地，与粗纹木材品种相比，低密度晚材品种也很容易钉钉
和钻孔。均匀的木材纹理结构可使钉垂直钉入，而不像花旗松
等粗纹木材钉钉时易随年轮方向偏移。

桁架、钉板、螺钉等其它机械紧固件都能很好地用于新西兰松。

密度均匀和萃取物含量低能确保层积和指接锯材的胶合接口非
常牢固。可使用经过防腐处理的新西兰松锯材对接口进行胶
合，但需要在胶合之前的几小时内刨光。

由Scion开发的湿接工艺，使新西兰松可在湿材时进行结构指
接。它的牢固程度与干燥锯材接口一样。

采用抗扭弯头结合的胶合层积材构架在工业构架建筑中得到应
用，可与钢或混凝土建筑材料相媲美。这种弯头结合方式以有
钉孔的胶合板或钢角撑板制作，可提高连接件的全面强度。新
西兰松材可密集钉钉，使这种结合更为牢固。

木材连接的最新开发是结合使用环氧粘合剂把紧固钢螺杆插入木
材。插入的深度是螺杆直径的十倍就可以充分发挥钢的强度。
接头可用隐藏钢螺杆连接，外观、展延性和防火性能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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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结构用途

新西兰松的通用性，加之用现代防腐工艺处理后的耐久性，使
这种木材用于建筑以外的一些用途。例如：码头桩柱、景观挡
土墙锯材、木制蓄水池、电缆盘和包装材料以及铁路枕木等。

在桥梁建筑方面，新西兰松胶合层积材被用作主梁和桥面。

强度特性

新西兰松在建筑强度方面与其它树种相比，其抗弯度和紧固特
性(与密度紧密相关)都更好。在日本的2x4系统中对结构框架的
分级是日本600标准二级以上。在北美也采用相同的做法。按照
日本600标准的规定，新西兰松被评为与云杉-松-冷杉相同，但
好于西部红雪松。

新西兰松的抗剪强度特别好，这主要是得益于其均匀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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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产品以无节材、指接和层积材的形式供应。有节产品适用
于贴面板或其它材料的芯材。一般情况下，新西兰松的有节结构不
适于用作“有节松”外观级产品，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生产的传统
产品那样。

材质和外观

新西兰松的特性之一就是其均匀的密度。均匀的材质使这种木材具有
优良的加工、胶合、上漆和着色性能。

边材主要为米黄色，有显著的垂直树脂道，新西兰松外观匀称，木材
之间的颜色差异很小。这对随后的精加工来说是一种优势。

机械加工

与其它树种比较，新西兰松非常易于加工。与其它品种的针叶木材
相比，新西兰松在铣削、指接、砂磨和紧固等特性方面具有优势。

其突出的特点是易于成型、车削和刨削。新西兰松的生长速度快并不
影响其加工特性，使用各种类型的手工和机加工工具都能获得良好的
效果。与其它品种的木材一样，刀刃必须保持锋利。

橱柜和室内装饰制品
新西兰松广泛用于室内装饰制品，包括窗、门、框
架与梁柱、线条、楼梯、橱柜和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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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

不像许多其它木材那样，新西兰松抗裂能力强，易于握钉、上
螺丝、拼接和胶合，效果均匀理想。

新西兰松的萃取物含量低，其密度相对均匀，因此能生产超出
一般水平以上的指接、暗榫和榫眼及榫接。

精加工

新西兰松的材质均匀、密度差异相对较小，具有优良的精加
工、均匀染色和油漆性能。各种木材要想获得有效和漂亮的染
色和油漆涂层，表面准备是十分重要的。

新西兰松适用于多种着色剂，这使它配色容易，着色后容易模
仿其它树种。

尺寸稳定性

尺寸稳定性对室内装饰制品和橱柜来说是重要的木材特性。新
西兰松收缩率低，这有助于它的稳定性。

除收缩率以外，其稳定性也受平衡含水率、纹理直度、扭转
纹、气体和液体渗透性等众多其它因素的影响。

橱柜暴露在夏季干燥条件下及冬季潮湿条件下的尺寸变化特
性，最能说明木材长期尺寸变化情况。作为比较，挂板和橱
柜在淋雨和日晒等气候条件变动情况下的尺寸反应，最能说
明短期变动情况。

由于新西兰松的心材有扭转纹，因此不应在稳定性对功能至关
重要的地方使用。

采用指接及层积可提高产品的尺寸稳定性。此类高度加工的层
积和指接无节材产品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主要用于需要高度
稳定性的部位，例如拉门滑道、线条和门框等。

耐久性

新西兰松在室外用途中必须进行防腐处理。新西兰松是渗透性
能最好的木材品种之一。因此，可以采用压力注入、双真空和
简单浸泡方法进行处理。轻有机溶剂防腐剂（LOSP）对橱柜是
非常有效的处理方法。

新西兰松的特性之一就是其
均匀的密度。均匀的材质使

这种木材具有优良的加工、
胶合、上漆和着色性能。



63 工业用途

新西兰松人造林木材最早的出口市场是日本，在那里，新西兰松作为工业用材
使用。那是30多年前的情况。从那以后，这种木材成为亚洲各地的首选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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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定密度和等级而言，新西兰松比其它几种木材都强，但
抗弯度较差。这种特性使它非常适用于有冲击载荷的场合。

托盘

多年来，在新西兰和其它国家，新西兰松一直成功地被用于托
盘制造。即便不做防腐处理，用新西兰松制作的托盘也可以反
复使用，经济寿命可多达五年以上。

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托盘在世界各地被“轮转使用”。许多用户
都认可新西兰松托盘的性能与美洲南方黄松托盘相当。

当新西兰松被用于制作托盘时，其性能由最大可允许结疤尺寸
的木材密度和锯材等级的决定。托盘的设计非常重要。差的设
计会造成使用寿命的降低或使用中的受损。托盘在堆积存放或
在搁架上储存时，容易造成大量损坏。

新西兰松的强度和抗弯度与树木生长的纬度和海拔高度、采用
的栽培和锯切方案等因素有关。为取得最佳效果，建议锯材经
窑干后的含水率应在20%以下，并经目测或机械分等。事先应
进行防蓝变化学处理，以保护木材的浅色调。

木条箱及木箱

新西兰一些锯材厂专门锯制薄板和框架，用于工业包装木条箱
及木箱。这要求锯材误差为±0.5毫米。由于设备规格不同，锯
材厂希望按包装箱制造厂要求的尺寸锯切木部件。

制作木条箱及木箱所使用的新西兰松的性能，也由最大可允许
结疤尺寸和含水率的木材密度和锯材等级决定。在木箱及木条
箱市场，特别是对单程出口部门来说，新西兰松锯材和胶合板
具有潜在的需求趋势。

随着计算机设计在木箱及包装箱应用的增加，新西兰松成为更
有吸引力的木料，原因在于有关这个树种的资料越来越多，包
括对其强度特性的了解。

在工业包装方面，新西兰松独特的优点是握钉力非常好。由于钉
钉容易，抗裂及环纹钉握钉力强，新西兰松是理想的包装用材。

电缆盘

在日本，用于制造电缆盘的新西兰松占工业锯材相当大的比
例。许多新西兰锯材厂有生产工业级方材的设备。这些方材
用于以后的深加工。

对电缆盘的侧板来说，结疤的尺寸不是限制性因素，因为板的
厚度可以增加。对大型电缆盘，为分散载荷，采用双倍厚的侧
板。与钢和塑料电缆盘相比，木电缆盘有成本低、易维修、加
工性能好、尺寸规格灵活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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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木材 

促进和开发计划

www.nzwood.co.nz

新西兰松制造商协会 
工业集团

www.pine.net.nz

新西兰松出口公司
工业集团

www.nzpec.co.nz

新西兰木材加工厂协会 
工业集团

www.wpa.org.nz

Inwood 

木材工业信息

www.inwoodmag.com

新西兰木材工业联合会
工业集团

www.nztif.co.nz

澳新地区木材设计
木材工业信息

www.timberdesignmag.com

Scion 

开发可持续生物材料研究机构

www.scionresearch.com

研究、科学和技术基金会
新西兰政府的研究拨款机构

www.frst.govt.nz

农林部

www.maf.govt.nz

经济发展部

www.med.govt.nz

外交暨贸易部

www.mfat.govt.nz

新西兰林场主协会 

工业集团

www.nzfoa.org.nz

可参考网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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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Bodyguard  
木制品公司

Lockwood 集团 McIntosh  
集成木公司

新西兰 Verd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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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guard 木产品公司
www.bodyguardwood.com
Bodyguard 木产品公司是一家合资公司。由 
Jenkin 木材、太平洋木材和Taranaki锯木厂
三家新西兰公司共同组建。这家公司生产和
销售各种室外墙挂板产品，供喜欢采用天然
但又耐久产品的美国家庭和建筑商使用。

Bodyguard公司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对耐久性能好的天然外墙
挂板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因此，家庭和建筑商转向塑料和陶
瓷混合材料制成的合成产品，以便得到耐久性能及木质外观。
另外的作法是采用未经处理的木材产品，许多都在安装后的三
至五年内遭受腐烂，而且也不防虫害。Bodyguard产品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替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成为首选的耐久产品。

美国市场的特点是地理和地区生活方式和情趣的多样化，但与
新西兰的文化、住房设计和建筑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Bodyguard
木产品合资公司的建立，使参与的新西兰公司能够共同达到所
需的规模、能力和财力，以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参与的新西
兰公司能够共同达到所需的规模、能力和财力，以满足美国市
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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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参与合资的每家公司对这种合作方式不太熟悉，但Bodyguard
公司为股东和供应商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公司构成合理，
管理到位。把在国内市场的竞争者组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为美
国市场提供产品，同时还能确保为美国市场及时供应全面规格
的产品。

加利福尼亚是Bodyguard公司在美国的主要市场。建筑材料零售
连锁店Home Depot夏威夷店储存Bodyguard公司的产品。东北地
区也是广阔的开发市场，因为那里的气候潮湿，所以存在着使
用非耐久木材产品的腐烂问题。

Bodyguard产品得到30年防腐防虫害保质期的支持，其中包括：

• 各种规格纹理和标准尺寸的封边板材；

• 全面规格及型状的外墙挂板；

• 室外装饰性和实用性线条。

Bodyguard公司采用来自新西兰可持续生长的人造林的木材。
产品经过森林管理协会认证，为环境友好型产品。Bodyguard
产品经过唑基轻有机溶剂防腐剂的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得到
美国环保机构的批准。

用于处理Bodyguard产品的活性成分是一种主要用于农作物保护
的杀真菌混合剂，和通常用于家庭喷洒和农作物用途的一种杀
虫剂。应用两层醇酸树脂漆则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既可以防
止建筑过程中对木材产生的各种影响，又可以确保最后上漆时
的表面光洁度。采用标准的建筑工地和安全的木材加工法，使
用经过处理的木材是安全的。

Bodyguard木产品合资公司的建立，使参与的新西兰公司能够
共同达到所需的规模、能力和财力，以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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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wood 集团

www.lockwood.co.nz 
Lockwood 集团建筑体系、结构的整体性以及对生态的环保意识的创新和与众不同，是50
多年致力于研究和开发的热情所取得的成绩。

创新的Lockwood建筑体系最初于1951年由老Jo La Grouw创
建。Lockwood住房的基本优势是不能复制的。它具有Lockwood
特有的唯一性。

Lockwood建筑的墙壁是采用精致的工程铝合金构件，插入专门
加工的新西兰松实心层积材上的凹槽内，而不是采用通常的钉
子、螺钉、螺栓或胶合剂。

Lockwood的专利系统，加上采用墙内垂直紧固杆，其牢固程度
足以抗衡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和台风的侵袭。独立检测报告指
出，由于这种高级结构的整体性，Lockwood建筑在面对里氏7.5的
地震时不会受损，并可抵抗每小时185公里以上的风速。同时，
无论是风雪交加的俄国，还是恶劣沙漠气候的中东，Lockwood
系统在面对极端温度条件时也具有灵活性。



70
案

例
研

究
Lockwood致力于加强环保意识和特殊责任，对保护环境的热情
长盛不衰。公司已经从事50多年的木材业务。由于木材是地球
上最可再生的原材料，在对抗气候变化中采用这种材料至关重
要。建筑中采用更多的木材，就可储存更多的碳元素，从而可
种植更多的树木，也就向大气中释放出更多的氧气。生产木材
耗能少，制造过程中的二氧化碳释放量也比其它建筑材料(如钢
和混凝土)少。木材被形容为“最佳的建筑材料”。

如今，Lockwood在其革命性的EcoSmart产品范围内进一步发挥
了它的环境友好的理念。新西兰“生态建筑师”Dave Strachan设
计了一系列Lockwood公司EcoSmart产品，采用最新的生态革新
技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Lockwood公司努力建造
自给自足的EcoSmart住宅，其中包括住宅发电、太阳能热水系统
和雨水回收系统。建筑设计反映出不断的生态特色思维方式，
如高耸的屋顶和阳光充沛的生活区域以及向外开门的方式等。

在2008年3月，Lockwood公司的第一个EcoSmart样板房“the 
Gullwing”建成，在罗托鲁瓦对外展示，引起公众空前的兴趣。
在六个月之内，这个样板房在丰盛湾可持续商业大奖赛中被授
予“可持续革新和设计”大奖。

Lockwood集团在新西兰雇用100多名雇员，生产联合体位于罗
托鲁瓦。除了住房业务外，工厂还为新西兰和出口市场生产大
范围的工程实木构件。

如今，Lockwood建筑已被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可爱住宅、成
功的餐馆、社区保健中心、滑雪场地的小屋、体育场馆、办
公室、学校、教堂、展览馆、度假屋、政府建筑物以及整体
购物中心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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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松人造林为结构材设计的世界领先公司建立了巨大的
可再生资源。

McIntosh公司于1957年开始生产50英尺跨度的椭圆形拱形结构，
向世界各地提供设计、生产和供应全套胶合层积材的历史很
长，全心全意致力于质量保证。McIntosh层压木材公司是一家
在新西兰领先开发胶合层积结构材的公司，采用的是可再生
的新西兰松。也提供诸如花旗松、大果柏和罗氏柏木材品种。

连续层积材可生产任何长度的结构指接材。质量管理检测确保
获得均匀的强度。独特的McIntosh指接系统使人们能够采用最
长的符合等级的木材，这意味着层积材指接之间的距离可达6
米长。层积材指接的平均距离为2.3米。与其它层积材生产商
的平均长度为400毫米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木材层压板公司采用新开发的A-Grader机器，用声波判断木材
的抗弯度。这种技术是在新西兰开发的，确保了McIntosh公司
有能力从始至终保持高质量的标准。在指接和层积前首先要将
木材具体分级，以便在受力最大的区域使用经过强度验证的木
材。这就保证了最有效地利用木材资源。

McIntosh的层积材只采用经过窑干的材料。含水率在12–16%
之间才能保证层积材产品最好的稳定性。McIntosh公司的锯切
割精度可达到+/-0.5毫米，工程师和设计师对按具体规格制作
的梁材非常有信心。

McIntosh 集成木公司
www.mcintosh.co.nz
McIntosh集成木公司是新西兰领先的结构层积材生产商。

McIntosh的当前产品包括：

• 可按长度精确切割标准规格梁，并密封包装运抵工地，或者
也可以在室内外安装前对木材进行着色上漆

• 弯曲梁有助于设计师实现创造性设想。工厂预制构件可组装
成任何实际形状和任何所需尺寸

• 单板角撑构架是最节约成本的木材构架。简单经济的弯头结
合方式用有钉孔的胶合板或钢角撑板制作

• 角撑构架用十字重叠板在工厂进行胶合，制成弯头

• 层积弯头构件从底部到锁定顶点都是连续层积材，因此外观
显得整洁

• 笔直或弯曲桥适用于人行或公路过街天桥

• 采用胶合层积材的拱形结构可以制作低成本、高效率的结构
形式，非常适合创建大型、畅通无阻的大跨度圆形建筑

• 地板和天花板材可作为结构部件使用，也可以作为吸引人的
外观构件

• 专门制作的连接部件强调的是具有挑战性的胶合层积材连接
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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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Intosh胶合层积材产品在数以百计的不同建筑中应用，其
中包括：

• 工业方面：工厂、仓库、肥料仓库、羊毛洗涤厂、飞机棚

• 商业：行政大楼、办公室大楼、接待处、客厅、酒店

• 娱乐：体育中心、游泳池、大看台、社区中心、娱乐场

• 教堂：小礼拜堂、礼堂、大厅、会堂

• 教育：大厅、健身房、教室、大学校舍

• 家用：屋顶、地梁、房柱

• 桥梁：公路桥、人行桥

• 景观结构：大型鸟舍、凉棚、棚架

• 特殊用途：圆柱、台面、曲板

迪拜君悦大酒店

设计师的天花板设计是把四个悬挂着的阿拉伯独桅帆船船体
组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最初的设计是用钢架和桁架支撑。

McIntosh公司设计的34米长、7米厚的“龙骨”桁架证明比钢结
构更节省成本。龙骨的形状用胶合层积材组成船舷上缘和肋材
构架。管道系统、线路和管道等维修区域设在船舷上缘，铺板紧
固在胶合层积材肋材构架上，创造出曝露在外面的龙骨形状。

McIntosh公司的胶合层积材结构构成了完美的天花板，支撑总
面积达34x5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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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da现在同时为国内外市场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日本、美国、
中国、和澳大利亚，按照两个高质量品牌供应与众不同的两个
系列产品。每个系列的产品共享通用元件，把它们结合成同一
个门类，但每个单独产品又各有优势。

从美学和实用角度看，综合性是Verda的一个重要设计元素。
从美学观点来看，室外系列产品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单独来
看，都为客户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从实用层次来看，一种综合
系统为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分类师及建筑工作人员提供了方
便，既安装简单，又节省时间，既方便使用，又易于改装。

Verda公司的设计文化的中心就是找出制服大风、温度变化
和日照的解决方案，使客户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户外木材产
品。公司一直寻求更好更具创意的方法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及改
进运营效率，并一直处于科技、物流和优化系统的领先地位。

新西兰 Verda 公司
www.verda.co.nz
新西兰 Verda 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走过了
一段很长的路程。从一个国内市场商品材供
应商成长为一个以设计为导向的出口公司，
填补了高质量室外木材高端市场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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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da新西兰公司于2003年成立，是一家主要经营木材的公司。
当时公司的创建人发现了用于室外平台、围栏、挡土墙及其它
景观用材的市场缺口。他们看到人们把室内外生活用品作为改
善生活方式的一种需求现象日益增长。它们最初的业务是从锯
材厂购买原木，把这些原木加工成室外用品，然后把这些产品
批发给木材经销商。公司的一位创始人参加了2007年优秀设计
大会，这个大会使他意识到公司蕴藏着极大的潜力。

随后，公司向一家品牌策略专家进行了咨询，他建议公司更
名为Verda(这是一个拉丁文，意为“绿色”)。公司于2008年4
月更名为Verda新西兰有限公司，旨在更好地反映公司追求卓
越的可持续室外木材产品的意愿。品牌策略专家的建议还导
致了两个品牌的拆分：

• V3 – 加工和销售商品木材

• Verda – 注重出口室外环境用材

Verda新西兰公司的总部紧邻位于罗托鲁瓦的森林研究机构
Scion。公司最近投放市场的产品就是由Scion开发的技术。这
个专利技术使曝露在气候条件下的无节材外观更耐久。Verda
公司与Scion建立了持续的研发关系，并致力在产品和加工研
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投资。

公司的长期目标是放在出口市场上扩大Verda品牌，特别是澳
大利亚、日本、美国和欧洲市场。Verda公司确信，由Scion开
发的技术适合这些市场的需求，因为技术创新的高级产品能够
满足这些国家对功能和外观方面的需要。

Verda公司不断从各种大中小型锯材厂搜寻反馈意见，其中也包
括自己的工厂。几家供应厂商已经承诺提供锯材货物的规模和
保证。另外，Verda公司目前正在探索与其它新西兰木材公司合
作的可能性，以确保公司的生产能力能可满足预测的需求。公
司还购置了现有加工厂旁边的土地，以图扩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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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进一步信息，请联络：

Ravi Nagasamy 
部门经理 – 木材、建筑和室内装潢 
新西兰贸易和企业发展局 
PO Box 2878 
Level 15, Majestic Centre 
100 Willis Street 
Wellington，New Zealand

电话： +64-4-816 8352(直拨) 
传真： +64-4-816 8101 
手机： +64-27-200 2554 
电子邮件： ravi.nagasamy@nzte.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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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出版物内的信息指示一般内容，不能作为预测手段。

由新西兰贸易和企业发展局撰写。

NZTE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及其可信度不承担任何责任。

ISBN: 978-0-478-34413-4

新西兰贸易与企业局是新西兰的国家经济发
展机构。

我们致力于通过扩大出口收入，强化地区经
济，为行业及企业提供经济发展援助刺激经
济发展。

作为一家全球性机构，我们运用本机构的知
识信息和海外市场网络，为新西兰企业提供
贸易与投资机会。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nzte.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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