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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

担的工作 

1.1 任务来源 

2019年，国家林业局下达林业行业标准《进境针叶木材的管理规范》（项目

编号：2019-LY-150）制订项目计划，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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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管理。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主要承担单位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木材工业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中林贸易有限公司、

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靖江国林木业有限公司、西南林业大学、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东莞市升微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大连方园木制别墅制造有限公司、满洲里

绿源木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欧洲木业协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产

业发展规划院、迁安市大树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久玲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5月-8月，按照标准制定程序要求，成立林业行业标准起草小组，小

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

究所、木材工业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满洲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单位。

召开起草小组内部会议，讨论标准起草编制工作计划，并进行标准起草分工。 

2019年9月-12月开始走访调研国内主要木材进口地的木材市场，如满洲里、

绥芬河、黑河、天津港，太仓港，了解国外进境木材在国内的主要贸易路径和流

向。同时，收集整理历年来中国海关进口针叶材相关数据，按照进口国和进口树

种等内容进行数据分析与归纳。 

2020年1月-10月，由于疫情原因，起草小组的主要工作转为电话调研和网上

数据收集，了解使用单位对进境针叶材问题的反馈，比如进境木材质量逐年下降、

含水率偏高以及制作的家居存在虫害等等，同时调查国外进境木材在商品交易中

出现的纠纷种类及主要解决途径。 

2020年11月－2021年2月，起草小组在讨论标准可行性和实施性的基础上，

确定了对进境针叶材的管理深度和利益各方，并开始分头撰写行标《进境针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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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管理规范》工作组内部稿（初稿），反复琢磨、讨论沟通，逐字逐条对《进

境针叶材的管理规范》标准草案初稿进行校正完善，特别对有歧义的条文内容作

了相应的修正。 

2021年2月-3月，起草小组将标准初稿进行扩大征求意见，主要面向国内海

关、木材加工开发区以及加拿大、欧洲等国外的主要木材协会，听取这些组织对

本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次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进境针叶

木材的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1年4月-5月，起草小组将征求意见稿提交标委会秘书处，向社会进行公

开征求意见。起草小组对征求到的意见进行了汇总，按照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标注

全文修改，形成了《进境针叶木材的管理规范》（送审稿）。 

2021年5月8日，标委会组织召开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对标准进行了讨论，

将标准题目修改为“进境针叶材的管理规范”，明确了进境针叶材产品的范围。

该标准被评价为国内领先水平。会后，起草小组按照会议纪对标准进行再次修改，

最终形成了《进境针叶材的管理规范》（报批稿）。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海宾、周泽峰、徐伟涛、白建伟、王辉、钟斐、徐伟

涛、邱坚、周冠武、龚迎春、王双永、朱建伟、金银慧、强明礼、夏可瑜、罗信

坚、杨新波、侯利刚、张华、张绍明、邓昊、王雨晨、杜永河、全志华、史长久、

杨娜。 

承担的工作：周海宾任起草小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周海宾、周冠武、

王双永为标准主要执笔人，负责本标准的制定编写；周泽峰、邱坚、王辉主要负

责标准内容的把关、管理程度的把控以及进口形势的研判；钟斐、徐伟涛、朱建

伟、杨新波、侯利钢、全志华、史长久主要提供进口木材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质

量情况；罗信坚、张绍明主要提供国内进口木材情况；邓昊、王雨晨、杜永河负

责对调研国内贸易路径和交易纠纷及处理办法；龚迎春、金银慧负责标准文字稿

的校对，规范标准的格式等工作。 

2 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的新旧

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情况 

2.1 标准的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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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标准制修

订原则，重要指标和参数与国际最新标准接轨，在提高要求的同时注重标准的可

操作性，力求实现木材资源最大化利用和最小化损失。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 

（1）范围 

通过市场调研，进境针叶材主要包括原木、锯材、结构用集成材以及单板层

积材等商品，以原木和锯材为主。围绕这些木制品在国内贸易供应链中且在深加

工之前的可能加工处理行为提出相关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和国情，提出了供需

双方交易中产品验收、合格评定等方面的规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虽然针叶木材产品来源国外，但是在国内销售应遵照国内相关产品标准开展

相关工作。因此重点引用了20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涵盖了原木锯材检测、干燥除

害方面、木结构应用方面等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规定了进境针叶材、有害生物以及合格评定的定义。“进境针叶材”

主要在区别“进境”和“进口”两个情况的基础上，根据调研结果总结提出的定

义。“有害生物”是根据海关检验检疫、木材加工两个领域的文献，综合提出的

定义。“合格评定”是借鉴产品检验检测行业的规定引用而来的定义。 

（4）要求 

本章节主要分六部分，分别是木材、原木材积计量、进境原木的锯材加工、

锯材干燥处理、有害生物处理、产品分等分级。 

木材部分主要是明确了针叶材木材的范围，规定了木材的合法性来源。同时

为了保护供应链各方的知情权益，要求木材信息内容齐备，并且在商量流通中要

确保信息的统一性。 

原木材积计量方法不同，材积也不同。原木销售主要是以材积为衡量指标，

因此要明确材积的计量方法。 

对于部分进境原木，经销商可能有初级加工成锯材销售的可能性，以获得更

大的商业利益。在国内，不同用途的锯材的尺寸均有差别。国外的锯材规格，可

能在我国木制品加工过程中出现材料浪费的现象。为了使锯材加工的目标性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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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小组调研了不同应用领域的常用规格尺寸，并通过表格形式进行了明确。同

时，根据市场强烈要求和后续产品使用要求，缩小了各个规格尺寸的偏差范围，

以保证各方的商业利益。 

锯材干燥处理工作主要是进境原木初级加工成锯材时需要此技术环节，因此

引入了该章节，在干燥处理上参考我国已有的两项标准LY/T 1068 和LY/T 1069

进行。特别是国外进境锯材的含水率一般为15%以上，有的能达到20%左右，远

远高于我国木制品加工利用要求的含水率。为了保证木制品的质量，需要对这部

分锯材进行含水率调整到12%。因此也给出了含水率调整方法LY/T 2147。 

起草小组在调研过程中有些企业反映他们利用进境木材制作的木制品发现

了有害生物，不仅影响了后期制作木制品的产品质量，甚至可能带来生物安全性

的问题。进境木材虽有经过检疫处理，但是可能在木材中残留有害生物。因此不

管在哪个环节发现有害生物，规定就地处理，防止有害生物传播和扩散，同时立

即告知供应链相关方。按照木材干燥或热处理的有关科学文献，提出了木材有害

生物处理的方法和条件。对这些处理后的锯材，从堆放、包装、储运等方面也给

出了明确的要求。 

产品分等分级是销售方为了提高产品商业价值而做的一项工作。未分级的原

木、锯材经过科学标准化的分等分级，再按照等级与价格的对应关系进行合理化

的销售。已在国外进行分等分级的木材产品，需要与中国的等级标准进行对等，

以方便中国消费者的使用。本章节规定各种产品的分等分级方法和等级对应方法。 

（5）产品验收与合格评定 

产品验收与合格评定是供应链中经常发生的行为。因此，本章节规定了各种

产品验收方法和检测标准，明确了验收合格的判定条件。 

3 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结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标准在修订过程中，负责起草单位组织多家相关单位进行了广泛的现场走访

和电话调研工作，掌握一手的市场前沿资料，对于标准内容、脉络起到了指导性

作用。 

3.1 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尤其是我国于2017年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后，为进口木材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2018-2020年中国原木进口量分

别为5969万m3、5980万m3、5975万m3；2018-2020年锯材进口量分别为3674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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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万m3、3399万m3。我国原木进口十大来源国占分别为：新西兰、俄罗斯、

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加拿大、所罗门群岛、捷克、乌拉圭。

其中，俄罗斯木材占我国进口木材总量的30%左右，新西兰原木占我国原木进口

总量近30%。 

2020年中国进口针叶原木4685.6万m3。进口地区主要是新西兰、捷克、德国、

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见表1。从进口地区看，除德国、捷

克和日本原木进口增长外，其他地区均下降，但环比看涨幅趋缓。今年欧洲出口

中国针叶原木大幅增长，其中进口德国针叶原木数量最大，998.2万立方米，同

比增长了162.4%，占欧洲针叶原木向中国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占中国进口针

叶原木市场的21.3%；市场份额提高了13个百分点，是俄罗斯出口中国针叶原木

的2.2倍。2020年进口2482.1万m3。进口地区主要是，俄罗斯、加拿大、芬兰、

瑞典、德国、乌克兰等国，见表2。各个国家进口锯材比重见图1。 

表1 针叶原木主要进口货源国 

针叶原木 2020年 2019年 增减% 

新西兰 1614.84 1763.88 -8.45% 

捷克 337.71 229.1 47.41% 

德国 998.21 380.43 162.39% 

欧洲其他国 180.04 204.88 -12.12% 

俄罗斯 442.96 580 -23.63% 

美国 261.71 302.64 -13.52% 

澳大利亚 419.82 427.26 -1.74% 

加拿大 119.58 235.52 -49.23% 

其他 310.76 430.66 -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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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685.63 4554.37 2.88% 

表2 进口针叶锯材的主要货源国 

针叶锯材 2020年 2019年 增减% 

俄罗斯 1479.35 1702.44 -13.1% 

加拿大 276.66 439.09 -37.0% 

芬兰 96.98 123.97 -21.8% 

瑞典 91.46 72.77 25.7% 

德国 94.51 69.14 36.7% 

乌克兰 103.47 83.92 23.3% 

白俄罗斯 70.82 29.52 139.9% 

欧洲其他国家 77.67 47.65 63.0% 

智利 56.41 65.51 -13.9% 

美国 30.5 31.36 -2.7% 

其他国家 104.25 100.97 3.2% 

合计 2482.08 2766.34 -10.3% 

进口针叶锯材的两个主要货源国俄罗斯和加拿大都大幅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了-13.1%和-37%，见图2；但俄罗斯针叶锯材仍占中国进口针叶锯材的60%，已

连续6年居主导地位。加拿大针叶锯材由于资源问题、北美市场需求增长、海运

紧张成本增加、欧洲低价虫害木材冲击以及加拿大锯材规格尺寸不能及时适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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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在中国市场比重大幅下降。2020年进口欧洲针叶锯

材543.9万立方米，增长了25.3%，其中瑞典增长25.7%，德国增长36.7%、乌克兰

增长23.3%、白俄罗斯增长139.9%。主要还是由于森林虫害增加了针叶锯材产量。 

 

 

 

 

 

 

 

 

 

 

图1 各国进口针叶锯材比重 

图2 俄罗斯、加拿大针叶锯材占比 

木材作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现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物资领域，

了解我国进口木材主要流向就显得很有必要。我国进口针叶木材主要流向大致分

为四类，一类是北美材，一类是欧洲材，一类是大洋洲材，还有日本材。北美材

进口以海运为主，达到曹妃甸港、青岛港、天津港、太仓港、张家港等地，河北

曹妃甸港被加拿大政府指定为出境木材定点接受口岸，也是河北省唯一的木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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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口岸。在国内流通的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公路和水路3种方式，但以水运为主。

中美贸易战影响下，我国对北美木材的需求下降。山东青岛港打通了铁海联运木

材班列，由俄罗斯圣彼得堡港出发，海运到青岛港，然后经由铁路运输达到内地，

打通了进口木材经海向陆的陆海新通道；中国从德国进口的原木中约有90%以上

是通过山东青岛港进行运输，且青岛港占全部原木进口量的45%，其他原木的主

要入口则为上海燕山港，广东大鹏港，天津港以及厦门海沧港。广西也是我国西

南地区重要的木材进境口岸之一，主要来源于新西兰等国，伴随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实施，广西将成为东盟国家木材的主要进境口岸。俄罗斯进口木材进口主要是

铁路运输，通过满洲里、二连浩特、阿拉山口、绥芬河口岸进入国内市场，其中

满洲里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俄罗斯木材进口口岸，占比高达44%。成都国际铁路港

自2018年3月开行中欧班列木材定制班列，已经开通了满洲里、二连浩特、阿拉

山口、绥芬河四个木材口岸通道，建立了中欧班列（成都）国际木材集散中心。

2020年已累计发行木材定制班列千列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山东日照、江苏徐州、

湖南长沙、重庆等地也纷纷开通了中欧班列木材班列。日本材主要是以海运为主，

进口量相对较小。 

非法采伐及木材非法贸易是全球性问题。其实质是违反木材生产国和消费国

的国家法律。非法采伐通常是对木材资源需求旺盛的直接结果，诚然，也源于对

农业生产用地的需求，这些是毁林的重要驱动力。为了规制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

贸易，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打击非法采伐行为，禁止非法木材流通，如美

国《雷斯法案修正案》（2008 年5 月22 日生效）、《欧盟木材法案》（2013 年

3 月3 日生效）、《澳大利亚禁止非法采伐木材法案》（2014 年11 月30 日生

效）等。但由于资源禀赋及木材贸易立场不同，各国对于木材合法性的定义不一

致，规制中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规则执行乏力、执法监管缺位等问题，造成极

少有国家在合法性贸易中同时运用海关申报、尽职调查、产品追溯等手段，同时

政府部门间对于打击木材非法采伐的协同性不够，监管力度和处罚标准不一致等，

也使得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屡禁不止。对林产品企业来说，加强遵守合法性

法规和进行木材合法性验证的意识尤为重要。 

进口木材能够有效缓解我国的木材供求矛盾，促进林业产业发展,但也增加

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如1982 年松材线虫病传入我国后，对南方数千亩

林木造成严重威胁，是我国近年来最具危险性的林木病害。2012-2017年，我国

口岸从入境木材截获有害生物4617种、830289种次，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 278

种、152581种次。2005-2011年，我国口岸从入境木材截获有害生物2473种、268184 

种次，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108种、23423种次。对上述两个时期比较可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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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进口量的增加，截获的有害生物种增加了86.7%、种次数增加209.6%；检疫

性有害生物增加157.4%、种次数增加551.4%；同时，由于检疫队伍的充实和检

疫技术的增强，我国口岸截获有害生物每万立方米检出率增加110.34%，检疫性

有害生物每万立方米检疫性带疫率增加341.56%。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入境木

材携带病虫害的风险在逐步增大。2012-2017年，对非昆虫类有害生物检出有所

增加，但数量仍然较少。 

2020年进口原木除欧洲、亚洲外其他地区均下降或持平，进口欧洲木材增长

是由于森林病虫害采伐的木材大量出口中国，亚洲是进口日本柳杉原木增长

23.2%。过去五年，欧洲中部国家的森林部门和木材加工企业，都经受着因气候

导致木材受损的严峻考验。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夏季的干旱和树皮甲虫的侵扰造成

的，仅在捷克共和国、奥地利和德国已累积约2.5亿立方米的受灾木材。中欧班

列畅通了欧洲木材供应链，加上较低的价格，欧洲云杉虫害木材或将改变中国针

叶原木供应格局。根据以往灾害发展进程、已发表的预测报告以及大量的专家讨

论，这一数量将在2021年前后达到峰值。即使假设灾害正在慢慢消退，由于虫害

严重需大量采伐，预计接下来的5年里，损坏的木材将达到5亿米，在未来10年的

时间里，损害木材的数量将会累积到近7.5亿立方米。对进口木材携带的林木病

虫害仍然存在 “检查不全、检测不到、检疫不出”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木材来

源国的重视度不够、检疫能力不足、第三方检验机构监管不到位、口岸条件不足

等因素制约了木材检验检疫，这对木材进口贸易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3.2 技术经济论证结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1）调研结论 

目前，我国进境针叶木材材主要有欧洲的樟子松、落叶松、赤松、云杉，北

美的花旗松、SPF，日本的扁柏、日本落叶松、柳杉，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的

辐射松。这些针叶材主要是以原木和锯材的形式入境，结构用集成材或胶合木、

单板层积材进口量较小，可忽略不计。进口的原木或者是生产企业购入后直接加

工成其目标尺寸，或者经销商将其初级加工成锯材再进入零售市场。这种进入二

级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的初加工锯材，尺寸一般较为固定，生产企业购入使用可

能有尺寸修改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按照生产企业要求制材加工。目前市场还没有

形成按用途分类的尺寸体系。 

有些家具企业购入进境针叶材进行加工时，发现有害生物遗留情况，比如进

境花旗松原木。对此情况，企业因考虑成本问题，一般不做任何处理，材料另做

他用。这些行为增加了木材有害生物扩散风险。此外，分等分级也是一个可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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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地方，国外认证过等级的木材产品在国内销售时都未按照中国等级进行再标

注。锯材基于应力的目测等级被一些企业误以为是国内常用的外观等级，其实两

者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家具使用的时候。这些信息在供应链上下游没有很好

的传递。 

（2）预期的经济效益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对进境针叶材正式进入精加工阶段前的原木材积计量、

分等分级、锯材初加工、干燥、有害生物等方面形成了详细的技术指导，有助于

减少进境针叶材使用环节的材料资源浪费，提高其在商业流通的价值表达和体现，

建立进境针叶材产品的交易规范，为国外针叶木材资源服务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

的合法、合理、高质量利用提供技术法规保障和支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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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项目是从规范我国进境针叶材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根据进境针叶

材的流通路径、产品形态转换以及我国现有的应用领域，规定了锯材粗加工、干

燥、有害生物、分等分级等处理行为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具体要求，同时提出了

供需双方交易中产品验收、合格评定以及纠纷处理方面的规定，可以规避和防范

此类交易的商业风险。目前国外管理和技术方面的要求分散在各个政府文件和标

准之中，没有一个统一性的指引性标准。 

5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能很好的

对接和包容，无冲突。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对生产企业、科研、检测等单位进行了充分调研，在标准起

草过程中征求了各方意见，充分考虑、吸纳和关注了各相关方的利益，不存在重

大分歧意见。 

7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8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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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颁布后，建议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结构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牵

头，联合林业、质检等机构，开展针对高校、科研单位、企业、质检部门的标准

宣贯培训班，推进标准实施。 

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进境针叶材的管理规范》林业行业标准起草小组 

    2021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