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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以

和为贵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星霞、付跃进、蒋明亮、孙荣俊、许金飞、刘壮超、晏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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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防腐性能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造板防腐性能的术语和定义、防腐性能的检测方法、防腐性能的评级与规定和检测

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人造板材的防腐性能检测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42.1-2009 木材耐久性能 第 1部分：天然耐腐性实验室试验方法

GB/T 13942.2-2009 木材耐久性能 第 2部分：天然耐久性野外试验方法

GB/T 14019 木材防腐术语

GB/T 18259 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019和GB/T1825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造板防腐性能 decay-resistance of wood-based panels
人造板抵抗木材腐朽菌侵蚀败坏的能力。

4 人造板防腐性能检测

4.1 人造板防腐性能实验室检测方法

4.1.1 试样取样和试件制备

4.1.1.1 试样取样

自待检测的人造板中随机抽取一张（规格尺寸 1220mm × 1220mm）作为样板，如果样板尺寸偏

小，可增加样板数量。从样板两端处分别取试样 2 块试样尺寸为 300mm（长度方向）×300mm（宽度方

向）（见图 1），从试样上截取用于防腐性能检测的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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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造板防腐性能实验室检测试样和试件制取示意

4.1.1.2 试件的制取及其尺寸和数量

对于单板层积材、单板条层积材、定向刨花层积材等厚度较大的人造板材，在图 1 的 2 块试样划定

的位置上制取尺寸为 20mm（长度方向）×20mm（宽度方向）×10mm（厚度）的试件；对于刨花板、定

向刨花板、胶合板、纤维板等板材，在图 1 的 2 块试样划定的位置上制取尺寸为 20mm（长度方向）×

20mm（宽度方向）×公称厚度的试件。试件的表面和边部平整、无残缺、起毛。每种人造板至少制取

12 个试件（见图 1），其中 6 个试件用于白腐菌检测，6个试件用于褐腐菌检测，若增加检测菌，则每

增加一种检测菌应增加 6块检测试件。

4.1.2 试件处理

4.1.2.1 干热灭菌

将制取好的试件置于不低于 40℃的烘箱中烘至恒重称取其质量后，将试件放入培养皿中，再将盛

有试件的培养皿放回不低于 40℃的烘箱中表面灭菌至少 12h。

4.1.2.2 无菌操作

将干热灭菌后的试件浸入无菌蒸馏水中片刻后取出试件，滤干试件表面的水分，等待接种。

4.1.3 测试菌种

至少选用一种白腐菌和一种褐腐菌对需评价防腐性能的人造板材进行检测，必选的菌种为：白腐菌：

彩绒革盖菌 Trametes versicolor (L. ex Fr.) Pilat；褐腐菌：密粘褶菌 Gloeophyllum trabeum (Pers. ex Fr.)
Murr. 此外，根据检测需要，可增加其他菌种作为检测用菌种，但所用菌种需由国家级菌种保藏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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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供。

4.1.4 检测方法

人造板防腐性能实验室检测方法按照 GB/T 13942.1-2009中 8的规定执行

4.2 人造板防腐性能野外检测方法

4.2.1 试样和试件制备

人造板性能野外检测试样的取样方法同 4.1.1.1。试样取样及试件制作参照图 2 进行。对于单板层

积材、单板条层积材、定向刨花层积材等厚度较大的人造板材，试件尺寸为 300mm×20mm×20mm；对于

刨花板、定向刨花板、胶合板、纤维板等板材，试件尺寸为 300mm×20mm×公称厚度。。每种待测人造

板板材需取 20 根（块）试件。

图 2 野外检测取样及试件制作示意图

4.2.2 试件安插

试件安插方法按照 GB/T 13942.2-2009中 5.1的规定进行。

4.2.3 检测方法

人造板防腐性能野外检测方法按照 GB/T 13942.2-2009中 5.2的规定进行。

4.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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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实验室检测结果

实验室检测结果以人造板试件受木材腐朽菌腐朽前后的质量损失率为判定依据。计算所有检测件的

质量损失率，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评级依据。

4.3.2 野外检测结果

野外埋地一年后即可进行检测结果调查。调查埋地防腐人造板试件在肉眼观察下的腐朽程度，并按

GB/T 13942.2-2009 中表 1 记载检测试件的耐腐朽分级值。逐根调查记录后，按 GB/T 13942.2-2009中
6.1的规定计算其完好指数，完好指数四舍五入达 1.6时，该人造板试件的检测可终止，并以此年限为

该试件的平均耐腐朽年限。

5 人造板防腐性能评级与规定

5.1 人造板防腐性能评级

人造板防腐性能等级分为 0级、1级和非防腐级，具体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防腐人造板防腐性能评级

5.2 人造板防腐性能评价判定

5.2.1 评价人造板防腐性能时，野外检测为非必检项。

5.2.2 测试人造板的实验室腐朽检测结果、野外埋地检测结果达到表 1规定的相应等级要求时，则防腐

等级判定为相应等级。

5.2.3 当实验室和野外埋地检测结果所评定的防腐等级不一致时，取野外埋地检测方法评定的等级为该

人造板的防腐等级。

6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待测人造板种类和名称、防腐处理情况；

——试样取样及试件制备方法；

——检测所用菌种；

——人造板防腐性能检测种类（实验室检测或野外检测）；

——执行标准号；

——实验结果、防腐等级；

——检测单位、试验人；

项目名称 防腐等级

防腐性能 0级（强防腐级） 1级（防腐级） 非防腐级

实验室腐朽检测结果 质量损失率 ≤ 3% 3% <质量损失率 ≤10% 质量损失率 > 10%

野外埋地检测结果 耐久年限 > 9年 耐久年限 6-8年 耐久年限 <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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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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