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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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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代替LY/T 1069-2012《锯材气干工艺规程》。本文件对LY/T 1069-2012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修改了文件英文名称（见封面，2012年版的封面）；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LY/T 1068”（见第2章，2012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针叶锯材”为“针叶树锯材”（见4.2、5.1，2012年版的4.2、5.1）； 

——修改了移动式堆基结构图标注中“木材”为“横木”（见5.2中图3，2012年版的5.2中图3）； 

——修改了“锯材堆积的基本原则”为“堆积的基本原则”（见5.3，2012年版的5.3）； 

——增加了木材端面涂封处理（见5.3.1.4）； 

——修改了隔条要求（见5.3.2.1，2012年版的5.3.2.1）； 

——修改了组堆法中针、阔叶树锯材间用隔条尺寸（见5.3.2.1中表1，2012年版的5.3.2.1中表1）； 

——增加了组堆法中针叶树锯材间用隔条尺寸（见5.3.2.1中表1）； 

——修改了材堆尺寸组堆法中“用侧式叉车堆积”为“用叉车堆积”，“与室干结合”为“与窑干

结合”（见5.3.4中表2，2012年版的5.3.4中表2）； 

本文件由中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木材科学研究所、南通品木科技有限公司、圣意达木材干燥设备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潇然、刘珊杉、吕蕾、周亚菲、张倩、崔晓磊、许金泉、丛德宝。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LY/T 1069—1992；  

——LY/T 1069—2002；  

——LY/T 106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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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材气干工艺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锯材气干过程中术语和定义、板院技术条件、锯材的堆积、气干工艺过程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用途的针、阔叶树锯材的气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得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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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1    锯材干燥质量 

GB/T 15035   木材干燥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03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板院技术条件 

4.1 场地条件 

板院地势应平坦、干燥，具有0.2%～0.5%的排水坡度。板院四周应有排水沟，以利排水。 

4.2 板院区划 

板院按锯材的树种、规格分为若干材堆组，每个材堆组内有4～10 个小材堆。组与组之间用纵横向

通道隔开。纵向通道宜南北向，使材堆正面不受阳光直射，纵向通道与主风向平行，当两者矛盾时，后

者服从前者，纵向通道与材堆长度方向平行。板院平面规划针叶树锯材材堆分组配置如图1所示，阔叶

树锯材材堆分组配置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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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a）层堆式堆积                                           b） 组堆式堆积 

说明：                                          说明： 

1—材堆；                                       1—小堆； 

2—材堆组。                                     2—材堆； 

                                         3—材堆组。 

图1 针叶树锯材材堆分组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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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a）散孔阔叶树锯材层堆式                             b）环孔阔叶树锯材层堆式 

说明：                                              说明： 

1— 材堆；                                          1—材堆； 

2— 材堆组。                                        2—材堆组。 

图2 阔叶树锯材材堆分组配置图 

4.3 通风 

板院通风要良好，附近无高大建筑和树木。围墙为栅栏状，高度不超过 2 m。 

4.4 卫生 

材堆底下不得有杂草、碎木等废物。一旦发现材堆上有霉菌、干腐菌的侵害，要及时将受害材与未

受害材分开，并用浓度为5%的硫酸铜、3%氟化钠等防腐剂消毒。受害材应及时用窑干法干燥、减少损

失。 

4.5 防火 

板院设在锅炉房的上风方向（指主风），与锅炉房距离不得小于100 m，距职工宿舍、食堂和其它

有火源地方不得小于50 m。材堆的周围应设消防水源及灭火工具库。消火栓与材堆区的最大距离不得超

过100 m。 

4.6 照明 

板院周围应设夜间照明灯。堆积场地主道上每隔30 m～50 m设照明灯一盏，夜间作业的造材和装

车场，每隔10 m～20 m设照明灯一盏。 

4.7 道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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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院道路配置按锯材长度，运输方式及板院面积大小而定。采用轻轨台车、前式叉车或侧式叉车，

纵向通道宽为6 m～10 m，横向通道宽为6 m～8 m。采用叉车运输时，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采用轻

轨台车运输时，铺设砂石路面。 

5 锯材的堆积 

5.1 材堆的布置原则 

易青变、易发霉的针叶树锯材的薄板放在板院迎主风方向外侧周边；中板放在背主风的一侧；易开

裂的硬阔叶树锯材及针叶树锯材的厚板放在板院的中央；有青变或腐朽的等外锯材放在板院的一隅。 

5.2 堆基 

移动式混凝土堆基结构如图3所示。堆基的高度能保证材堆底部通风良好。在板院易积水地段设高

桩堆基，其高度超过洪水期最高水位。在严寒地区A区、严寒地区B区和寒冷地区，堆基高度为400 mm～

600 mm；在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堆基高度为600 mm～700 mm，我国气候区的概略划分见附

录A。移动式堆基的底面尺寸应根据锯材的密度及当地土质选择300 mm×300 mm、400 mm×400 mm、

550 mm×550 mm等规格。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混凝土堆基；                  

2—横木。 

图3 移动式堆基结构图 

5.3 堆积的基本规则 

5.3.1 材堆组成    

5.3.1.1 木材锯割并经选材后立即以层堆或组堆方式堆成材堆，以防锯材霉变。 

5.3.1.2 在一个材堆中，锯材的树种、厚度应基本相同，长度原则上相同。 

5.3.1.3 当平置堆积弦切板时，将外材面朝下，以防开裂。 

5.3.1.4 珍贵树种，易开裂木材应进行端面涂封处理，以防止发生端裂。 

5.3.2 隔条 

5.3.2.1 隔条使用变形小、硬度高、无腐朽及变色等缺陷的干燥锯材（含水率接近当地木材平衡含水

率）制作，四面刨光，且应通直，厚度偏差为±1 mm，隔条规格应符合表 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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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隔条规格                                 单位为毫米 

层堆法 组   堆   法 

针、阔叶树锯材 
锯材间用隔条 小堆间用隔条 

针叶树锯材 阔叶树锯材 针叶树锯材 阔叶树锯材 

25×40 

30×50 

25×30 

25×40 

25×50 

25×30 

25×50 
100×100 70×70 

5.3.2.2 材堆中的隔条应上下对齐，成一条垂直线着落在堆基横木上，隔条长度方向应该与锯材长度

方向相互垂直。在材堆每一层内隔条厚度一致。 

5.3.2.3 材堆两端的隔条与板端齐平，如锯材长度偏差较大，也可以一端隔条与板端齐平，另一端近

似齐平。若锯材长短不一，将短锯材放在材堆中间，长材放在两侧。在短锯材对接或交错搭接时，材堆

内部的短板端部下面增设隔条。 

5.3.2.4 隔条的间隔依据锯材的树种和厚度而异，阔叶树锯材，隔条的间隔不得超过锯材厚度的 25

倍，针叶树锯材，隔条间隔不得超过锯材厚度的 30倍。 

5.3.3 通气道 

为加快气干速度，材堆内部按下列要求设置通气道。 

5.3.3.1 横向间隔 

相邻两块锯材间的横向间隔宽度与锯材的树种、规格及各地气候条件有关，其限值范围规定见附录

B。堆积同一宽度整边板时，从材堆两侧向中央均匀地加大横向间隔并在材堆的高度上形成垂直气道。

材堆中央的横向间隔为材堆边部间隔的 3 倍。 

5.3.3.2 水平通气道 

锯材间隔条形成的及从材堆底层起，每隔1 m高，采用隔条（70 mm～100 mm 厚隔条）组成水平

通气道，或结合叉车运送要求采用托盘间隔，构成水平通气道。 

5.3.3.3 垂直通气道 

材长大于 6 m 的锯材的材堆中央有宽度为 200 mm～400 mm 垂直通气道。针叶树锯材大、阔叶树

锯材小。垂直通气道通常设在材堆中央下部（在材堆高度自下部算起 0.5 m～0.6 m 的部位），也可以

与材堆高度相等。 

5.3.4 材堆尺寸 

材堆尺寸与锯材的树种、规格，堆积所用机具和生产要求有关。针叶树锯材中，厚板的材堆宽度与

材长相等，阔叶树锯材的材堆宽度，在南方2 m，在北方4 m～5 m。易开裂的锯材，材堆宜宽些；易变

色的锯材，材堆宜窄些，材堆尺寸应符合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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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材堆尺寸                                  单位为米 

堆积方式 长 宽 高 

层堆法 
针叶树锯材 ≤6.0 2.0～6.0 2.5～3.0 

阔叶树锯材 ≤6.0 2.0～4.0 2.5～3.0 

组堆法 

小堆 
用叉车堆积 4.0～6.0 0.9～1.1 1.0 

与室干结合 4.0～6.0 1.8～2.0 1.0～1.5 

材堆 
用叉车堆积 4.0～6.0 2.5 4.0 

与室干结合 4.0～6.0 1.8～2.0 2.6～3.0 

5.4 材堆种类 

5.4.1 隔条堆积法 

每铺放一层板材后，垂直交叉地放一层隔条，铺放板材时，相邻两板之间要有横向间隔。如图4所

示。此法适用于各种针、阔叶树锯材的气干。干燥硬阔叶树锯材时，可采取小的横向间隔。 

           

图4 隔条堆积法 

5.4.2 无隔条纵横交叉堆积法 

从堆底第一层起，按规定的横向间隔依次铺放板材，然后直角交叉再依次铺放第二层板材，直到预

定的高度为止，然后加盖封存，如图5所示。此种方法适用于针、阔叶树锯材的中、厚板气干，但要注

意留好同一层板的横向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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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无隔条纵横交叉堆积法 

5.4.3 自垫堆积法 

第一层板材横向不留间隔，依次单块平铺。材堆宽度等于材长。第二层用木堆的若干板材按规定横

向间隔垂直交叉放置，如此反复交叉堆积到预定高度，加盖封存，如图6所示。 

 

图6 自垫堆积法 

5.4.4 抽屉式堆积法 

用两块木堆板材叠放做隔条，分别等距置放在材堆两端和正中空隙内，按间隔要求铺放一层单块板

材，纵横交叉堆积到预定高度，加盖封存，如图7所示。此法适用于针叶树锯材中、厚板的气干及含水

率低于25%的半干材长期保存的材堆。不适用于阔叶树锯材的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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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抽屉式堆积法 

5.4.5 组堆堆积法 

先将相同树种、相同规格的锯材用隔条堆成断面为1.1 m×1.0 m，材长2 m～6 m的小堆，再用叉车、

吊车等将小堆组成材堆。如图8所示。此法可用于气干与人工干燥连续作业。 

 

图8 组堆堆积法 

5.4.6 地板块堆积法 

地板块堆积时，用做隔条的地板块以及材堆端部的地板块裸露在环境中的端面应涂封，其他相互紧

密接触的端面不需要端封，以防气干时端部产生开裂。堆积时，可用地板块做隔条，堆积成组堆式，如

图9所示。为使气干后的地板块进行人工干燥连续作业，地板块应该堆积在托盘上，材堆断面尺寸为1.1 

m×1.0 m，材堆长为2 m，托盘长为2 m，宽1 m，高度为0.10 m～0.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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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地板块堆积法 

5.4.7 荫棚堆积法 

遮荫堆积结构如图10所示。材堆采用无隔条纵横交叉堆积。对于难干珍贵材应减少通风，以防止开

裂变形。 

 

图10 荫棚堆积法 

5.4.8 井字形堆积法 

每层两端各铺放一块板材，纵横交叉堆积到预定高度，加盖封存，如图11所示。此法适用于异型锯

材（三角形锯材）及短小的毛坯料气干，堆积时木料两端应涂封，防止气干时产生端裂。 

                   

图11 井字形堆积法 

5.5 材堆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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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顶盖型式 

顶盖分单坡式和双坡式两种，单坡式是一端起脊，双坡式是中间起脊。顶盖向纵向通道方向倾斜，

以免雨水落入材堆间小道内，如图12所示。为防止材堆上中部不受雨淋，顶盖低端、高端、两侧向外伸

出，向外伸出的尺寸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以防止雨淋。 

 

a）顶盖的斜面 

 

b）留出间隙的顶盖板的排置法       c）密集的顶盖板的排置法 

图12 材堆固定顶盖 

5.5.2 顶盖材料 

用无腐朽、无孔洞及无通裂的中等厚度的板材制作固定顶盖，也可用木板或其他护顶材料制成能整

体取下的活动顶盖，如图13所示。为加固顶盖，在顶盖的盖板上面放置厚度大于50 mm的木板（或木方）

2～5 块，并用粗绳或铁丝捆在支架上，或用直径5 mm～6 mm钢丝将顶盖固定在材堆底部横木上，如

图14所示。 

 

说明： 

1—顶盖； 

2—抓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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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材堆活动顶盖 

图14 固定顶盖加固方法 

5.5.3 顶盖坡度 

普通材堆固定顶盖的坡度为12%，活动顶盖的坡度为8%，组堆式材堆顶盖坡度为6%。 

5.5.4 气干时防霉防青变方法 

原木制成锯材，立即堆成小堆。每层之间用隔条隔开，用绳捆紧放入0.5%～0.7% TMO 防霉剂溶

液池内浸泡1 h～2 h，使吸液量达到200 g/m2～250 g/m2，然后取出堆成材堆进行气干。 

5.5.5 材堆标牌 

材堆封顶后，在面向纵向通道一侧挂上标牌，标明锯材的堆号、树种、规格、等级、数量及完成堆

积日期，并立卡保存。 

6 气干工艺过程管理 

6.1 含水率检测 

在锯材气干期间，对材堆内锯材的含水率进行检测，将含水率检验板放在材堆的不同部位，定期称

重，测其含水率，或者使用木材含水率检测仪进行检测。当发现材堆不同部位锯材含水率有较大差异时，

应及时重新组堆，以保证材堆各部位锯材含水率的均匀度，锯材含水率检验板的制作和气干材的干燥质

量及检验方法按 GB/T 6491 的第6章规定执行。 

6.2 气干过程的记录 

由于气干条件多变，为及时发现问题，提高气干质量和效率，应按规定作好记录，记录表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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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我国气候区的概略划分 

表A.1 我国气候区的概略划分 

气候分区 代表城市 

严寒地区 A 区 
海伦、博克图、伊春、呼玛、海拉尔、满洲里、富锦、齐齐哈尔、哈尔滨、牡

丹江、克拉玛依、佳木斯、安达 

严寒地区 B 区 

长春、乌鲁木齐、延吉、通辽、通化、四平、呼和浩特、抚顺、沈阳、本溪、

大同、阜新、哈密、鞍山、张家口、酒泉、伊宁、吐鲁番、西宁、银川、丹东、

大柴旦 

寒冷地区 

兰州、太原、唐山、阿坝、喀什、北京、天津、大连、阳泉、平凉、石家庄、

德州、晋城、天水、西安、拉萨、康定、济南、青岛、安阳、郑州、洛阳、宝鸡、

徐州 

夏热冬冷地区 

南京、蚌埠、盐城、南通、合肥、安庆、九江、武汉、黄石、岳阳、汉中、安

康、上海、杭州、宁波、宜昌、长沙、南昌、株洲、永昌、赣州、韶关、桂林、

重庆、达县、万州、涪陵、南充、宜宾、成都、贵阳、遵义、凯里、绵阳 

夏热冬暖地区 
福州、莆田、龙岩、梅州、兴宁、英德、河池、柳州、贺州、泉州、厦门、广

州、深圳、湛江、汕头、海口、南宁、北海、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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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板间空隙 

表B.1 板间空隙 

树种 

气候区 
严寒地区 A 区 

严寒地区 B 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材宽 

mm 

材厚 

㎜ 

空隙 

% 

材厚 

 ㎜ 

空隙 

% 

材厚 

㎜ 

空隙 

% 

针叶树锯材 

<150 

<25 65～75 <25 60～70 <25 70～80 

25～50 55～65 25～50 50～60 25～50 60～70 

>50 50～55 >50 45～50 >50 55～60 

>150 

<25 70～80 <25 65～75 <25 75～85 

25～50 55～65 25～50 60～65 25～50 70～75 

>50 60～65 >50 55～60 >50 65～70 

软阔叶树锯材 

<150 

<25 60～70 <25 55～65 <25 65～75 

25～50 50～60 25～50 45～55 25～50 55～65 

>50 45～50 >50 40～45 >50 50～55 

>150 

<25 65～75 <25 60～70 <25 70～80 

25～50 55～65 25～50 50～60 25～50 60～70 

>50 50～55 >50 45～50 >50 55～60 

硬阔叶树锯材 

<150 

<25 35～45 <25 30～40 <25 40～50 

25～50 30～35 25～50 25～30 25～50 35～40 

>50 25～30 >50 20～25 >50 30～35 

>150 

<25 40～50 <25 35～45 <25 45～55 

25～50 35～40 25～50 30～35 25～50 40～45 

>50 30～35 >50 25～30 >50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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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干燥过程记录表 

表C.1 气象记录表 

日期 

气温  

℃ 相对湿度 

 % 

降雨 降雪 

风向 

风速 

m/s 
备注 

最高 最低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五级

以上 

五级

以下 

              

              

              

              

              

              

              

              

              

              

              

注：此表逐日填写                                                    记录人             

表C.2 气干材堆试验记录表 

日期 材堆号次 树种 等级 规格 含水率 % 干燥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