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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制订项目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项目计划编号为2017-LY-051，

项目名称为《室外木结构材用涂料天然老化性能评价方法》，由全国木材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结构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SAC/TC41/SC4）提出并归口管理。本标准

项目由东北林业大学牵头起草，主要承担单位为东北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等。

二、编制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的木结构行业快速崛起，用于保护

木结构中木材构件的涂料行业也蓬勃发展。这些以木材为底材的室外涂料不仅装

饰着室外木结构而且减少它们受自然界各种因素的侵蚀，从而延长木构件的使用

寿命。不同质量的涂料对木构件的保护和装饰的能力也不同。目前我国针对室外

木材涂料自然老化性能测试方法没有相应的标准，一直以来都沿用国家标准

GB/T 1766-2008 中色漆和清漆涂层老化的评价方法。但由于木材是一种生物质

材料，它在室外应用时易受到光、热、水三大主导因素及腐朽菌、变色菌等生物

因素的影响；木材各向异性结构和吸湿解析性能影响着其尺寸稳定程度，这些特

有的材料性质也决定了应用于室外木结构材料上的涂料应当有自己的天然老化

性能的测试方法。这些测试方法能够很好能够为涂料性能的评价提供重要数据信

息，也有助于规范现在比较混乱的木结构用涂料市场，保护性能合格的产品供应

商和客户的利益不受到损伤。

目前，欧洲 80 多家室外木材用涂料公司和科研院所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室

外木结构涂料的测试标准(BS EN 927-1 至 BS EN 927-6)，并不断的通过实验测

试修订该系列标准。对不同涂料产品及同一产品在不同树种上的性能检测都提出

了详细的检测方法及检测建议，规范了不同品牌性能的比较方法，并提出了室外

木结构涂料一般条件下应达到 2年外观如新的要求。

我国也不断更新涂料相关的国家标准（GB/T 1766-2008 色漆和清漆涂层老

化的评价方法），但是对非金属基材的室外涂料的标准尤其是室外木结构材用涂

料的性能检测标准却非常缺乏，这与国外完备的成体系的木材涂饰体系标准形成



明显差距。在室外木结构用涂料中，涂料在室外的耐水渗透性和天然老化性能是

决定涂料在室外木结构件上适用性的最重要的 2个性能指标，这两个指标决定这

涂料在哪种木结构件上应用能更好地保护和装饰木结构件。在林业行业标准

LY/T 3147-2019《室外木材用涂料（色漆和清漆）的分类与耐候性要求》标准中

详细地列出了涂料吸水性能的测试方法，但未详细列出涂料在室外自然老化的性

能检测方法。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支撑 LY/T 3147-2019 标准，制定对涂料自然

老化性能的标准测试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木材涂料标准体系。

三、编制过程

2016年06月，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结构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组织专

家撰写了标准草案，提出了《室外木结构材用涂料天然老化性能评价方法》标准

项目立项请求。2017年6月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由全国木材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结构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2017年6月，在东北林业大学组织召开项目工作会议，项目组人员参会，就

查询的资料与实验材料和实验内容进行了研讨确定。对国外参考标准中部分实验

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开展了系列室外用木材涂料室外曝露老化试验，得

到检测数据，并将国内（哈尔滨）的获得的实验数据与前期在德国进行的一系列

实验的结果进行对比和总结。

2018年9月，各工作组提交了各部分实验内容并形成初稿，并在起草组内部

征求对标准的整体性意见。

2018年10月，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组织专家对标准初稿进

行研讨，按照专家建议对标准文本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补充实验实施方案。

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按照制定的补充实验要求进行补充实验，分析实

验结果。

2020年5月，汇总整理近36个月的实验数据，并对照标准文本的技术指标和

参数，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文本第二稿。

2020年5月至2020年8月，编制工作小组和负责归口本行业标准的全国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结构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TC41/SC4）在本行业单位和相关行业单位

发出了《室外木材用涂料自然老化性能测试方法》《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0年9月，共发出征求稿的单位数21个，收到回函16份，其中回函的并有

建议的单位14个，回函无具体意见或建议的单位2个，没有回函的单位5个。

2020年10月，编制工作小组成员对所有来函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或建议进行了

分析研讨，并对照标准文本的技术指标和参数，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和编制说明，

形成标准文本的《送审讨论稿》和《征求意见汇总表》。

2020年11月6日-7日，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结构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

组织，在北京举行了标准审查会，专家针对意见征求稿、送审稿、编制小组对征

求意见的采纳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审查，从标题到附件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

的意见建议。

2020年11月-12月，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审查会议专家意见建议，进行了细致

的修改补充，进一步完善了标准内容，形成报批稿。

四、编制原则

1. 规范化原则

依据国家标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的规定，

规范标准格式。

2. 相一致原则

在本标准中涉及到涂料和基材的部分基本定义，分类和取样术语引用了国家

标准GB/T 5206-2015/ISO 4618《色漆和清漆：术语和定义（Paints and varnishes.

Terms and definitions）》与其保持一致。在此标准中部分取样术语和取样方

法还引用和参考了GB/T 1865-2009 《色漆和清漆：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

露滤过的氙弧辐射》、GB/T 3181-2008《漆膜颜色标准》、GB/T 4893.6-2013 《家

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试验 第6部分：光泽测定法》、GB/T 5206-2015 《色漆和

清漆：术语和定义》、GB/T 5210-2006 《色漆和清漆 拉开法附着力试验》、GB/T

6753.4-1998 《色漆和清漆：用流出杯测定流出时间》、GB/T 9276-1996 《涂

层自然气候曝露试验方法》、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涂料的划格试验》、

GB/T 11186.2-1989 《漆膜颜色的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颜色测量》、GB/T

11186.3-1989《漆膜颜色的测量方法 第三部分：色差计算》、GB/T 13452.2-2008

《色漆和清漆：涂料厚度的测定》、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理化性能



试验方法》、GB/T 30789.6-2015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价 缺陷的数量和

大小以及外观均匀变化程度的标识 第6部分：胶带法评定粉化等级》、GB/T

33568-2017《户外用木材涂饰表面老化等级与评价方法》和LY/T 3147-2019《室

外木材用涂料（清漆和色漆）的分类及耐候性能要求》。

3. 参考国外先进标准原则

目前，我国还未有针对室外木材用涂料的系列标准。现在使用的检测方法参

考借鉴了国际标准ISO 16053-2018 《色漆和清漆 —室外木材用涂料和涂料体系

— 自然老化测试方法》。

4. 符合实际应用情况原则

该标准在借鉴国际标准ISO 16053-2018基础上，结合我国木材原料和南北差

异大等特点进行制定。本标准制定小组自2004年以来参考已经参考该标准进行了

多年的实验，在总结了在国外实验和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该标准的测试方法比较贴合涂料在室外木材上应用的实际环境，其结果更加有说

服力，因此符合标准对实际应用的要求。

五、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包括12部分，从范围到测试报告均作了详细说明和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外木材用涂料自然老化的测试方法，包括术语和定义、材料

和设备、样品制备、测试步骤和测试报告等。本文件适用于室外木材用涂料的自

然老化性能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了涂料自然老化性能的测试方法，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以及涂层各种

参数指标的检测方法等。

3. 术语和定义

包含在本文件中出现的高频率专业性术语和定义，并保持与其他已发行标准

中专业术语一致性，同时增加了“自然老化”术语定义，以便更好的阐述本标准。

4. 测试原理与要求

阐述了木材涂料在室外曝露期间导致表面劣化气候环境因子，对作为测试涂

料的底材树种做了严格的限制，同时也限定了可选树种测试出的涂料性能只能作



为补充说明的要求。即保证了测试结果的可比性也拓展了测试基材的树种，能够

更好地满足不同产品供应商和客户的要求。

5. 设备和材料

详细地列出了进行自然老化性能检测需要的设备和材料要求，这些设备与材

料操作简单易行，与国际标准中的设备与材料有相同的性能。

6. 样品制备

本部分详细地列出了底材的选择与制备、湿度调节、涂覆涂料、端部密封、

参比样涂饰样品准备。该部分目的是指导该标准的使用人员进行正确的制样。

7. 测试步骤

本部分详细地列出了涂饰样品曝露前检测、曝露后检测及各检测项目检测标

准。该部分目的是让使用该标准的实验员明细测试步骤和测试方法。

8. 测试报告

检测报告汇总了涂料自然老化性能检测结果，并列出了检测报告必须提供的

各种信息，使检测报告内容丰满，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9. 附录A（规范性附录）

详细的提供了参比样“ICP”涂料的组分，方便检测人员购置或自行配制ICP

涂料。

10. 附录B（规范性附录）

该部分规定了样品涂层和ICP涂层曝露前后的检测参数和指标，以便于测试

需求方对检测报告的结果有据可查。

11. 附录C（资料性附录）

给出了室外木材用涂料/ICP的测试报告参考例子、测试涂料和ICP涂饰样品

的老化结果报告参考例子，为测试单位或实验室提供了出示检测报告的参考。

12. 附录D（资料性附录）

可选测试项目，该部分从树种，加速试验的水阱及背面涂饰3个方面提供了

涂料天然老化性能的可选测试项目，拓展了对涂料老化性能信息的采集方法，虽

然这些可选测试项目不能用于涂料性能是否满足要求的判定，但可以满足客户的

特殊要求，作为测试涂料老化性能的补充材料附于报告中。

六、部分试验测试



本标准测试的对象是室外木材用涂料，对树种没有做明确要求，同时为了方

便与前期国外实验数据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因此采用了杨木（阔叶材）、樟子松

和辐射松（针叶材）为测试底材。

杨木：采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樟子松：采自黑龙江省帽儿山林场；

辐射松：产地为新西兰。

参照本标准的选材要求，选取纹理通直，无节子，无开裂，无真菌或细菌感

染痕迹且无异常孔洞，生长轮正常（比如 3-8个生长轮，每个生长轮宽度 10mm），

生长轮的倾斜角为 5°~ 45°的锯材，在两种木材于室内平衡 6个月左右后，锯

截为 375±2 mm（长）×78±2 mm（宽）×20±2mm（厚）的板材，最后在温

度(20±2)℃和相对湿度(65±5)%的室内环境下平衡两个月，存储以待涂覆。

参照本标准制定的制样步骤进行测试样品表面涂覆及密封，如图1所示。所

选涂料的型号和特性见表1。

图1 涂饰木材细节示意图

表1 实验用室外涂料特征

涂料名称 类型 颜色 溶剂 粘结剂

木蜡油 木器漆 红棕色 -- --

Cetol WF 980 面漆 透明 水 丙烯酸

Cetol WF 980/085E 面漆 黄色 水 丙烯酸

Cetol WF 950 面漆 透明 水 丙烯酸

Cetol WF 950/085E 面漆 黄色 水 丙烯酸

Rubbol WF 380 面漆 白色 水 丙烯酸

Rubbol WM 270 中涂 白色 水 丙烯酸醇酸树脂

Cetol WV 885 底漆 透明 水 丙烯酸



Cetol WP 562 底漆 透明 水 丙烯酸

涂饰28天之后可以进行性能测试，涂层厚度是涂饰性能的一个基本参数，厚

度过大增加成本和干燥时间，并且不利于与木材的结合，过小则起不到保护木材

的作用。实验中选择已知长度且直径为0.5mm的铅笔芯作为对照物，在CF-2000C

显微镜二维测量软件中通过参照物的尺寸得到缩放比例（如图2），之后可以直

接测量漆膜厚度的粗略值。

图2 漆膜厚度测量示意图

依据本标准制定的自然老化测试方法，把准备好的样品防止到老化加上，进

行自然老化实验，放置方式如图3所示。



图3 老化架示意图

完成自然老化试验后，按照所制定标准的检测项目（光泽、颜色、开裂、剥

落、粉化、霉菌生长等），对试件进行检测。图4显示松木在5种不同类型的涂料

表面涂饰后，经过36个月表面颜色和缺陷的变化过程。



图4 涂饰不同类型油漆松木在不同老化时间下的表面扫描图

图5 戊二醛改性松木表面涂饰两种不同的丙烯酸水性树脂（a,b）、醇酸树

脂（c）和蓖麻油（d）,经过21个月室外老化过程中，样品含水率的变化。



图 6 松木涂饰丙烯酸水性树脂（a）、溶剂型醇酸树脂（b）、两种油性涂料（c,d），经历 21

个月室外老化后表面漆膜发生的剥落、霉变、开裂等情况。

表2 未处理和改性松木涂饰三种涂料并老化21个月后，表面性能变化情况。

Coating Surface change Control
GA treated wood panels

0.4 mol l-1 1.2 mol l-1 2.0 mol l-1

水性丙烯酸

树脂

Panel cracking 1.75 (1.3) 2.5 (1) 0 0.25 (0.5)

Coating cracking 3.25 (1.5) 5 5 3.75 (0.5)
Moulds 3.75 (1.5) 5(1) 5 4.25 (1.0)

Flaking 1.5 (1.3) 2(0.8) 1.5 (0.6) 0.3 (0.5)
溶剂型醇酸

树脂

Panel cracking 0 0 0 0
Coating cracking 0.9 (0.5) 0.8 (1) 1.25(0.5) 1(0)
Moulds 0.9 (0.6) 0.8 (1) 1.25(0.5) 1(0)
Flaking 0.06 (0) 0.25(0.5) 0 0

蓖麻油 Panel cracking 1.5 (0.6) 1.8 (0.6) 1 (0) 0.6 (0.6)
Coating cracking 5 (0) 5 (0) 3 (3) 5(0)
Moulds 3.75(1) 3.5(0.6) 2.5(0.7) 2.7(0.6)
Flaking 1.75(2.7) 1.75(1) 2.5(7) 2.7(0.6)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实验过程中参考借鉴了最新的国际标准 ISO 16053-2018 色漆和清

漆 — 木材室外用涂料和涂料体系— 自然老化测试方法，同时也认真学习了欧

洲标准 BS EN 927-1;2013、BS EN 927-2;2014 及 BS EN 927-6:2013。ISO

16053-2018 被国际上认可为最为重要的室外木材的性能检测标准，在欧洲获得

了 80 多家室外木材涂料公司的认可。在本标准制定中，不仅将强制测试中的樟

子松作为基材进行了涂料老化性能测试，而且将杨木、辐射松、改性杨木、改性

辐射松等不同底材加入到涂料自然老化测试中，底材对象得到了拓展，经过 1~3

年不等时间短的老化，部分市场上宣传的室外木材涂料性能达不到宣传性能，也

有部分产品能够做到 2年后的老化表面如新，尤其是加入无机颜料的涂料。实验

结果与国外的测试结果有很高的对比度，该标准能够很好的用于室外自然老化性

能的评价。本标准与 ISO 16053-2018 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木材标准体系框架内，根据当前室外木结构材涂料贸易迅速发展的

需要提出，目的在于规范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室外木结构涂料的等级评定， 并对

这些产品的质量进行检测评估，保障客户的利益，消除产品供应商与客户间存在

的贸易壁垒。该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协调的，不存在任

何抵触现象。

九、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属于强制性标准的范畴，所以建议作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进行发布。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室外木材用涂料自然老化性能测试方法》林业行业推荐标准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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