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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化木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乙酰化木材的术语与定义、要求、检验与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识、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木制品、建筑装饰、园林景观等使用的乙酰化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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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2009 木材干缩性测定方法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ISO

2859-1:1999，IDT）

GB/T 4822 锯材检验

GB/T 4823 锯材缺陷

GB/T 13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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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耐久性能 第2部分：天然耐久性野外试验方法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乙酰化木材 acetylated wood

在一定条件下，将含有乙酰基的化合物（乙酰氯、乙酸酐等）与木材细胞壁组分中羟基进行酯化反

应而制得的木材。

3.2

乙酰化率 acetylation rate

乙酰化木材中乙酰基与羟基酯化的比率。

3.3

乙酸残留量 acetic acid residual

乙酰化木材中残留乙酸的质量分数。

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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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材质与外观

材质缺陷允许限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特殊需求情况下按供需双方的约定执行。

表 1 乙酰化木材材质缺陷允许限度

缺陷名称 检量与计算方法 允许限度

活节及死节
最大尺寸不得超过板宽的 40%

任意材长 1 m 范围内个数不得超过 12个

腐朽 — 不允许

裂纹 长度不超过材长的 15%

虫眼 任意材长 1m范围内个数不得超过 15个

钝棱 最严重缺角尺寸不得超过材宽的 30%

弯曲
横弯最大拱高不得超过内曲水平长的 2%

顺弯最大拱高不得超过内曲水平长的 3%

斜纹 斜纹倾斜程度不得超过 20%

4.2 规格尺寸偏差

乙酰化木材规格尺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规格尺寸偏差

种类
尺寸范围

m

偏差

cm
种类

尺寸范围

mm

偏差

mm

长度

＜2
+3
-1

宽度、厚度

＜25 ±1

≥2
+6
-2

25～100 ±2

＞100 ±3

4.3 理化性能

乙酰化木材理化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乙酰化率 ≥19%

乙酸残留量 ≤1%

吸湿平衡含水率 ≤5%

绝干干缩率
径向 ≤1%

弦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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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

项目 要求

耐腐性 Ⅰ级（强耐腐）

抗白蚁蛀蚀 完好指数≥8

5 检验与试验方法

5.1 材质与外观

乙酰化木材材质按GB/T 4823的有关规定进行，来料加工按双方约定。

5.2 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

按GB/T 4822中有关规定执行。

5.3 理化性能

5.3.1 乙酰化率测定

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按附录A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5.3.2 乙酸残留量测定

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按附录A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5.3.3 吸湿平衡含水率测定

5.3.3.1 将试件放入干燥箱中，在(103±2)℃的温度下烘 8h 后，从中选定 2～3 个试件进行一次试称，

以后每隔 2h 称量所选试件一次，至最后两次称量之差不超过试件前一次质量的 0.5%时，即认为试件达

到全干状态，用干燥的镊子将试件从干燥箱中取出，放入装有干燥剂的玻璃干燥器内的称量瓶中，盖好

称量瓶和干燥器盖。待试件干燥冷却至室温后，用干燥的镊子自称量瓶中取出试件进行称量，精确至

0.001 g。

5.3.3.2 将称量后的试件置于温度(20±2)℃、相对湿度为(65±5)%的环境中，从中选定 2～3 个试件

进行一次试称，以后每隔 24 h 称量所选试件一次，至最后两次质量之差不超过前一次试件质量的 0.5%

时，即认为试件吸湿达到平衡状态，取出试件称量，精确至 0.001 g。

5.3.3.3 各试件的吸湿平衡含水率(W)按式(1)计算，精确至 0.1%:

%100
M
M-M


wW ··········································（1）

式中:

W——试件的吸湿平衡含水率，以百分率表示（％）；

Mw——试件吸湿平衡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试件全干时的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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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 全干干缩率

按照GB/T 1932—2009的有关规定进行。

5.3.3.5 耐腐性测定

按照GB/T 13942.1的有关规定进行。

5.3.3.6 抗白蚁蛀蚀测定

按GB/T 13942.2的有关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应包括吸湿平衡含水率、乙酰化率、乙酸残留量。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理化性能的全部检验项目。正常生产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结构、工艺、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c)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国家技术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2 抽样方案及判定规则

6.2.1 材质指标与外观检验

6.2.1.1 抽样方案

采用GB/T 2828.1—2012的一般水平II、接收质量限（AQL）为4.0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抽样方案

见表4。

表 4 材质指标与外观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块（根）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量 累计样本量 接收数 拒收数

≤150
第一

第二

13

13

13

26

0

3

3

4

151～280
第一

第二

20

20

20

40

1

4

3

5

281～500
第一

第二

32

32

32

64

2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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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续）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量 累计样本量 接收数 拒收数

501～1 200
第一

第二

50

50

50

100

3

9

6

10

1 201～3 200
第一

第二

80

80

80

160

5

12

9

13

3 201～10 000
第一

第二

125

125

125

250

7

18

11

19

注：超过 10 000 块（根）按另批处理。

6.2.1.2 判定规则

第一次检验的样品数量应该等于该抽样方案给出的第一样本量。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

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应认为该批是可接收的；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第一拒

收数，应认为该批是不可接收的。

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应检验由方案给出样本量的

第二样本并累计在第一样本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小于或等于第二接收

数，则判定该批是可接收的；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大于或等于第二拒收数，则判定是不可接收的。

6.2.2 规格尺寸检验

6.2.2.1 抽样方案

采用GB/T 2828.1-2012中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I，接收质量限为4.0,抽样方案见表5。

表 5 规格尺寸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块（根）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量 累计样本量 接收数 拒收数

≤90 第一 3 3 0 1

91～280
第一

第二

8

8

8

16

0

1

2

2

281～500
第一

第二

13

13

13

26

0

3

3

4

501～1 200
第一

第二

20

20

20

40

1

4

3

5

1 201～3 200
第一

第二

32

32

32

64

2

6

5

7

3 201～10 000
第一

第二

50

50

50

100

3

9

6

10

注：超过 10 000 块（根）按另批处理。

6.2.2.2 判定规则



LY/T 3037—2018

6

按照6.2.1.2判定。

6.2.3 理化性能

6.2.3.1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见表6。在初检和复检试样中，任意10块（根）乙酰化木材组成一组。任一组初检样本检

验结果中某项指标不合格时，允许进行复检一次，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

检后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判为不合格。

表 6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单位为块（根）

提交检查批的成品数量 初检抽样数 复检抽样数

≤1 000 10 20

≥1 001 20 40

注：如样品规格偏小，按以上方案抽取的样品不能满足检验要求时，可适当增加抽样数量；如果样品规格偏大，抽样时

可从样品上截取满足检验需要的部分作为试样。

6.2.3.2 检验结果的判断

试样的吸湿平衡含水率、尺寸稳定性、乙酰化率、乙酸残留量达到标准规定要求，判为该批乙酰化

木材的该项性能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3 综合判定

当样本材质、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理化性能检验结果均符合相应要求时判为该批产品合格，否则

判为不合格。

6.4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a) 注明所使用的标准，包括标准名称和标准号，及检验项目；

b) 注明产品信息；

c) 注明检验方法；

d) 检验结果及结论；

e) 检验过程中观察到任何异常现象；

f) 本标准或引用标准中未规定的但会影响结果的任何操作；

g) 试验人员、日期。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在产品适当部位标记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编号、木材名称、生产日期等。

7.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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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厂时应按供需双方约定分类包装，并应提供使用说明书。

7.3 运输和贮存

运输和贮存时，应分类平整堆放，防止污损、受潮、雨淋和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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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乙酰化率与乙酸残留量测定方法

A.1 原理

使用离子色谱法测定乙酰化木材中结合乙酰基（即乙酰化率）和游离乙酸含量百分比（即乙酸残留

量）。该百分比通过总乙酸浓度减去游离乙酸浓度计算得出。

本方法适用于样品乙酰基浓度在0.01%～40.00%的测定。通过水提取方法分析样本得出游离乙酸浓

度，然后与1.0 mol/L氢氧化钠溶液进行皂化反应，分析得出总乙酸浓度。通过离子色谱法测定上述两

个步骤中的乙酸根离子，将进样样品中的乙酸跟峰面积与已知的乙酸标准物峰面积相比较，测定样品的

总乙酸浓度或游离乙酸浓度。总乙酸浓度减去游离乙酸浓度，并校正乙酸与乙酰基的分子量差异(43/60)，

确定“结合乙酰基”浓度（即乙酰化率）。

A.2 仪器

1) 离子色谱仪：配备电化学/电导检测器和梯度洗脱装置；

2) 色谱柱：分离柱(2 mm)、保护柱(2 mm)、阴离子交换柱；IonPac AS15 分析柱(4 mm×250

mm)、IonPac AG15 保护柱(4 mm×50 mm)；

3) 色谱柱恒温箱；

4) ASRS 自再生抑制器；

5) 自动进样器；

6) 0.45 μm 一次性薄膜滤片(使用鲁尔接头)。

A.3 试剂

1级水；冰乙酸：分析纯，用于制备乙酸标准液。

A.4 乙酸标准液的校准与制备

校准：单个样本或一组样本进行常规测试时，应进行一次校准分析。

制备校准标准溶液。制备质量体积分数为0.1%乙酸储备溶液，称取100 mg（准确至0.01 mg）冰乙

酸，置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定容至规定刻度。制备质量体积分数为0.001%乙酸标准溶液，称取500

mg（准确至0.01 mg）上述乙酸储备溶液，置50 mL容量瓶中，称重记录，加水稀释定容至规定刻度。

A.5 乙酰化木材样品制备与分析

乙酰化木材试样经植物粉碎机粉碎，取40目～60目木粉，在温度（103±2）℃条件下干燥至质量恒

定，封于密封袋内备用。

A.6 试验步骤



LY/T 3037—2018

9

A.6.1 准备

色谱仪启动到样品测定前应预留约15 min用于系统平衡。

A.6.2 游离乙酸含量测定

A.6.2.1 称取500 mg（准确至1 mg）乙酰化木材木粉，置30 mL玻璃样品瓶中，加入20 mL色谱级纯水，

封盖并充分混合，置于70℃干燥箱内2 h。

A.6.2.2 取全部上清液，移入100 mL容量瓶中，用20 mL水冲洗乙酰化木材样品两次，加水稀释定容至

规定刻度，充分混合并过滤，置自动采样瓶内备用。

A.6.2.3 分别吸取乙酸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各50 μL注入离子色谱仪进行测定，比对样品与标准溶液

的色谱图。乙酸根离子的特征离子色谱图实例参见图A.1。

A.6.3 总乙酸浓度测定

A.6.3.1 称取500 mg（准确至1 mg）乙酰化木材木粉，置30 mL玻璃样品瓶中，随后加入1.0 mol/L氢

氧化钠溶液20 mL，封盖并充分混合，静置2 h。

A.6.3.2 用移液器（管）吸取0.1 mL溶液加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定容至规定刻度，充分混合

并过滤，置自动采样瓶内备用。

A.6.3.3 分别吸取乙酸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各50 μL注入离子色谱仪进行测定，比对样品与标准溶液

的色谱图。乙酸根离子的特征离子色谱图实例参见图A.1。

A.7 结果计算

按式（A.1）、（A.2）和（A.3）计算总乙酸浓度（A）、乙酸残留量（B）和乙酰化率（C），精确

至0.1%：

%100
10000m

20000

2

2 



S
S

A .........................................................(A.1)

式中：

A——总乙酸浓度，以百分率表示（％）；

S2——总乙酸浓度测定（A.6.3）样品溶液峰面积；

S——乙酸标准溶液峰面积；

m2——总乙酸浓度测定（A.6.3）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P——浓度换算系数，10。

100%
10000
Ρ

m
100

S
S

B
1

1  ............................................................(A.2)

式中：

B——乙酸残留量，以百分率表示（％）；

S1——游离乙酸含量测定（A.6.2）样品溶液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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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乙酸标准溶液峰面积；

m1——游离乙酸含量测定（A.6.2）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P——浓度换算系数，10。

60
43

 ）（ BAC .......................................................................(A.3)

式中：

C——乙酰化率，以百分率表示（％）；

A——总乙酸浓度，以百分率表示（％）；

B——乙酸残留量，以百分率表示（％）。

图 A.1 乙酸根离子的特征离子色谱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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