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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材气干工艺规程》林业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锯材气干工艺规程》标准为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的（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

目编号：2019-LY-084），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黑龙江省木材科学研究所承担

修订任务。 

2、标准修订的意义 

《锯材气干工艺规程》适用于各种用途的针、阔叶树锯材的气干。近些年木材加工业飞

速发展，作为木材加工重要环节的锯材干燥水平也不断提高。锯材气干干燥周期较长，目前

锯材干燥企业很少单独使用，更多的是与窑干结合。另外随着国有天然林商业性禁伐政策的

实行，近年来高档家具用材进口比例逐步加大，从南美洲、非洲进口树种多样，部分高档树

种和难干树种需要在窑干前先进行气干处理。自上一版本，即 2012 版颁布实施至今已有 8 年

时间，该标准已明显不适用于当前我国锯材干燥行业中气干以及气干结合窑干的生产需求，

特申请对《锯材气干工艺规程》进行修订。 

3、修订小组的组建 

标准修订任务下达以后，2019 年 5 月份，成立标准修订工作课题组，负责人为黑龙江省

木材科学研究所贾潇然，成员均为参与过标准制修订的科研人员。由负责人牵头召开第一次

工作组会议，明确了本标准的修订计划。 

起草人主要包括参与修订工作的科研人员以及调研过的企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主要负

责制定标准修订工作的总体方案，确定需要修改的主要技术指标和内容。企业技术人员的主

要贡献是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和技术指标。 

4、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6~8 月，课题组人员查阅和整理相关标准与技术资料，先后到满洲里伟达经贸公

司、绥芬河市北山工业园区进行调研工作，初步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19 年 12 月课题组人员 4 人参加了第十七次全国木材干燥学术研讨会，充分了解了我

国干燥行业的生产状况，与会期间与木材干燥行业专家进行交流，进一步明确该标准需要修

订的内容。随后课题组赴张家港中联木业城、常州市中隆木业、南通品木科技有限公司、开

原圣意达木材干燥设备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张家港口岸进口锯材种类、气干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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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堆垛尺寸、隔条规格、气干干燥工艺等内容，与各企业相关技术负责人进行了详细技

术交流，初步讨论了标准的修订内容。本次参会和后续调研工作对《锯材气干工艺规程》标

准的修订工作益处颇多，课题组与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细致沟通，主要探讨了修订的重点和

难点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本次修订工作。 

课题组于 2020 年 7 月完成了《锯材气干工艺规程》修订征求意见稿，并进行意见征求工

作。标准征求意见期间，共发出 53 份征求意见稿，共有 20 个单位回函，回函并有建议或意

见的单位 10 个，回函无具体意见或建议的单位 10 个，没有回函的单位 33 个。标准共收到意

见 52 条，采纳意见 35 条，未采纳 17 条。未采纳意见及说明如下： 

（1）3 术语和定义，征求意见建议增加“层堆式堆积”定义。该项建议未采纳，建议在

GB/T 15035 中补充。 

（2）4 板院技术条件，征求意见建议调整 4.1~4.7 顺序，先描述板院的场地相关条件，

后描述板院的区划布局。该项建议未采纳，原顺序合理。 

（3）4.2 板院区划，征求意见建议将“后者服从前者”修改为“前者服从后者”，重点

考虑材堆气干通风的问题。该项建议未采纳，相对于纵向通道与主风向平行，阳光直射对材

堆的影响更大，因此按照原文所示，当两者矛盾时，后者服从前者。 

（4） 4.2 板院区划，征求意见建议增加层堆、组堆定义。该项建议未采纳，GB/T 15035 

4.46 中有组堆堆积法定义，层堆定义建议在 GB/T 15035 中补充。 

（5）4.2 板院区划，征求意见建议统一图 1、图 2 中通道尺寸。该项建议未采纳，材堆

不同位置间风速是不一样的，越靠近中间位置风速越低，为了能保证干燥均匀性，通道尺寸

是不同的，通过加大材堆间隙以提高风速。 

（6）4.3 通风，征求意见建议增加材堆距离围墙的距离。该项建议未采纳，在 4.1 提到

板院四周有排水沟，最外侧材堆与围墙有排水沟的距离，可以空气自然流通。再者，最外侧

材堆风速最高，距离对其影响较小。 

（7）4.4 卫生，征求意见建议修改为“一旦发现材堆上有霉菌、木腐菌的侵害，要及时

去除菌落并将受害材与未受害材分开，”。该项建议未采纳，4.4 中已经提到受害材应及时窑干

干燥，因为无需添加“去除菌落”。 

（8）5.2 堆积，征求意见建议图 3 说明：“2-木材”修改为“2-锯材”。该项建议未采纳，

以按征求意见修改为“横木”。 

（9）5.3.1.3 ，征求意见建议删除该条，在生产中，很难区分径切板和弦切板，也没有

理论依据证明外材面朝向可以防止开裂。该项建议未采纳，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径切板和弦切

板干缩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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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 隔条，征求意见建议修改“隔条”为“垫条”。该项建议未采纳，全文已经

统一修改为“隔条”。 

（11）5.3.2 隔条，征求意见建议修改表 1 中隔条规格为方形条。该项建议未采纳，根据

实际生产，隔条截面不是正方形，并且参照 LY/T 1068 中隔条尺寸也不是正方形，因此未采

纳该意见。 

（12）5.3.2 隔条，征求意见建议表 1、表 2 隔条断面尺寸统一。该项建议未采纳，表 1

为气干用隔条尺寸，表 2 为与窑干结合隔条尺寸，两者存在区别。 

（13）5.4 材堆种类，征求意见建议说明材堆种类如何分类。该项建议未采纳，5.4 中材

堆种类根据不同堆积方式进行分类，各种类型已有详细说明，无需再进行分类。 

（14）5.5.3 顶盖坡度，征求意见建议给个坡度范围，方便生产。该项建议未采纳，坡度

测量使用专业测量工具较为容易，实际生产也较为方便。 

（15）6.1 含水率检测，征求意见建议给你定含水率检验板指定位置。该项建议未采纳，

含水率检验板将根据实际情况放在不同位置，无法指定在具体部位或者上中下部位。 

2020 年 8 月标准修订小组在对所有意见进行认真细致的讨论之后，最终形成《锯材气干

工艺规程》标准送审稿。 

2020 年 8 月 29 日，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木锯材分技术委员会在哈尔滨组织

召开了《锯材气干工艺规程》行业标准审查会。会议推举沈隽教授为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课题组详细说明了该标准的修订工作过程、技术指标和征求意见处理等情况。与会专家

对该标准编制说明进行了审查，对标准送审稿逐字、逐条进行了审查、推敲，在认真研究讨

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与会专家 20 人，其中标委会委员 16 人，邀请专家 4 人，全票通过

了标准送审稿。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标准立项正确，标准修订过程中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征求意见广泛，送审材料规范齐全。该标准内容科学合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根据与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课题组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形成标准报批稿。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1.1 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1.2 以调研材料、相关技术文献为依据。 

2、主要修订内容 

2.1 征求意见的专家建议及修订内容 

（1）修改了场地条件（见 4.1）。“板院地势应平坦、干燥”，根据专家建议修改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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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势应平坦、干燥、通风”。 

（2）修改了板院区划（见 4.2）。“纵向通道与主风方向平行”，根据专家建议修改为

“纵向通道与主风方向”，主风方向更通顺；“板院平面规划针叶锯材”，根据专家建议修

改为 “板院平面规划针叶树锯材”，改后与后文中“针叶树锯材”保持一致。 

（3）修改了卫生（见 4.4）。“并用浓度为 5%的硫酸铜、3%氟化钠等防霉剂消毒”，硫酸

铜和氟化钠属于防霉剂，根据专家建议将“防腐剂”改为“防霉剂”。 

（4）修改了移动式堆积机构图说明（见 5.2 图 3），将说明中“2-木材”修改为“2-横木”，

与 5.3.2.2 中的“堆基横木”相对应。 

（5）根据专家建议，增加了“如与窑干结合，材堆间不留横向间隔。”（见 5.3.1.1）。 

（6）增加了材堆端部处理（见 5.3.1.4），“易开裂木材，尤其是珍贵树种，应进行端面

涂封处理，防止发生端裂，通常采用涂刷防水涂料”。 

（7）修改了 “专用隔条”修改为“隔条”（见 5.3.2.1）。 

（8）修改了隔条尺寸（见 5.3.2.1 中表 1）。为了统一隔条厚度，将组堆法锯材间用隔

条中针叶树锯材的隔条规格由“22×40”修改为“25×40”，阔叶树锯材隔条规格由“22×30”、

“22×50”分别修改为“25×30”、“25×30”。 

（9）增加了与窑干结合的隔条规格（见 5.3.2.1 中表 2）。专家建议锯材间隔条断面应

为正方形，根据实际生产，增加锯材间用隔条规格为“25×25”和“30×30”。与窑干结合，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采用前式叉车，小堆间用隔条尺寸要满足叉车货叉厚度尺寸要求即可，增

加锯小堆间用隔条规格为“70×70”。 

（10）修改了材堆尺寸（见 5.3.4 中 表 3）。鉴于当前气干大部分与窑干相结合，因此

将组堆法中“用侧式叉车堆积”与“与窑干结合”两项合并，统一修改了组堆法小堆的宽为

“1.0～1.1”，高为“1.1～1.3”。材堆宽为 2 倍小堆宽，加上 2 个小堆中横向间隙，材堆宽

修改为“2.0～2.5”。材堆高为小堆高 3 倍，再加上 2 个小堆间用隔条的厚度，材堆高修改为

“3.6～3.9”。 

（11）增加了无隔条纵横交叉堆积法中中、厚板尺寸（见 5.4.2）。专家建议给出中、厚

板尺寸规格，在“此种方法适用于针、阔叶树锯材的中、厚板”后增加“（厚度≥50mm）”。   

（12）修改了自垫堆积法名称（见 5.4.3）。根据专家建议将“宽材堆的自垫堆积法”修

改为“自垫堆积法”。 

（13）增加了组队堆积法的小堆层数增减建议（见 5.4.5），有专家质疑图 8 中小堆层数

为 4 层，与 5.3.4 中组堆法材堆高度为 3 个小堆高度有异议，因此增加了“可根据干燥窑高度

适当减少小堆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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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增加了“部分进口树种结合窑干的气干工艺”（见第 7 章）。通过走访我国主要

进口材贸易口岸木材加工企业，得知为了保证干燥质量， 防止锯材开裂、变形，部分高档木

材、难干木材在窑干前要进行气干，待含水率降低到 40%~50%左右，才能进行窑干。以张家

港口岸进口材为对象，增加了几种需要先气干处理的树种的气干工艺。 

2.2 与会专家的主要建议及修订内容 

（1）修改了标准英文名称。与会专家建议按照 GB/T 1.1-2020 要求修改标准英文名称。 

（2）4.1 场地条件。修改了“板院地势应平坦、干燥、通风”为“板院地势应平坦、干

燥”，“通风”在 4.3 中已经提到，该处无需增加。 

（3）4.2 板院区划。修改了“纵向通道与主风方向平行”为“纵向通道与主风向平行”，

与 2012 版 4.2 中内容一致，“主风向”为固有名词，无需修改。 

（4）4.4 卫生。修改了“防霉剂”为“防腐剂”，硫酸铜和氟化钠属于防霉剂，但后面还

有 1 个“等”字，表示除上述 2 中药品外还有其他防腐药剂，本段重点表达的是木材防腐，

因此将“防霉剂”改为“防腐剂”。 

（5）5.3.1.1。删除了“如与窑干结合，材堆间不留横向间隔。”，本段内容为材堆组成，

针对气干，无需增加与窑干结合内容。 

（6）5.3.1.4。删除了“通常采用涂刷防水涂料”，端部涂封处理方式种类很多，用户可

根据自身情况酌情选择。 

（7）5.3.2.1。修改了隔条要求，与 LY/T 1068 中隔条要求一致。修改了“隔条采用经过

气干（含水率接近当地木材平衡含水率）、无腐朽和贯通裂、变形小、硬度高的针叶树或阔叶

树木材制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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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2.1。删除了“与窑干结合，隔条尺寸应符合《锯材窑干工艺规程》中隔条尺寸

要求，小堆间用隔条尺寸要满足叉车货叉厚度尺寸要求，隔条规格应符合表 2 规定。”。删除

了表 2。 

（9）5.3.2.1。增加了表 1 中组堆法锯材间用隔条中针叶树锯材的隔条规格“25×30”，

该规格隔条尺寸与 LY/T 1068 中隔条规格一致，可用于气干后与人工连续干燥。 

（10）5.3.4 材堆尺寸。删除了表 3，恢复为表 2（2012 年版表 2）。由于当前侧式叉车用

的较少，大部分干燥企业用前式叉车，因此修改了表 2 中“用侧式叉车堆积”为“用叉车堆

积”。 

（11）5.4.2 无隔条纵横交叉堆积法。删除了“此种方法适用于针、阔叶树锯材的中、厚

板（厚度≥50mm）”中、厚板尺寸。中、厚板具体尺寸在《针叶树锯材》、《阔叶树锯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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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义。 

（12）5.4.5 组堆堆积法。删除了“可根据干燥窑高度适当减少小堆层数”，图 8 为示例，

具体层数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13）第 7 章 部分进口树种结合窑干的气干工艺。删除了第 7 章内容，由于张家港地区

的部分进口树种气干工艺仅适用于当地温湿度环境，不能代表全国其他地区，该部分内容不

具备代表性，根据与会专家建议删除该章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 

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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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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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发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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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修订后相关技术要求应尽早推广，加强生产企业的标准宣贯工作；检验部门采纳

新标准检验项目和方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监督和促进生产企业的发展。建议本标准尽早审

定修改后尽快报批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锯材气干工艺规程》标准修订小组 

2020 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