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锯材窑干工艺规程》林业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锯材窑干工艺规程》标准为 2018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的林业（行业）标准制定计

划（项目编号：2018-LY-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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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承担制修订任务。 

2、标准修订的意义 

 本标准是对 LY/T1068-2012《锯材窑干工艺规程》的修订。本文件规定了锯材窑干工艺

规程的术语与定义、堆垛要求、含水率检验板、推荐基准表、干燥过程规则、质量检验等基

本守则。本文件适用于以湿空气、常压过热蒸汽为介质的常规锯材干燥。 

锯材干燥是木材加工的重要环节之一，锯材干燥质量直接影响到木材的附加值和木制品

的使用寿命。LY/T1068-2012《锯材窑干工艺规程》自实施以来，对指导企业生产、规范锯材

市场，提高下游木制品的产品质量都起到积极作用。此标准自 2012 年实施至今已历时 8 年，

标准中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大部分已更新，部分技术要求和内容已不适应生产和市场需求，急

需修订以便更好地规范行业生产，促进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3、修订小组的组建 

标准修订任务下达以后，2018 年 4 月份，由黑龙江省林科院木材科学研究所主持，联合

圣意达干燥设备有限公司、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等产、学、研

单位，成立标准修订工作课题组，并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明确了本标准的修订计划。 

4、主要工作过程 

2018 年 5 月～2019 年 1 月，标准修订课题组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负责查阅和整理相关标

准与技术资料并汇总，另一组对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部分木材加工企业进行调研，了解

标准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汇总形成工作方案。 

2019 年 3 月～2020 年 6 月，课题组先后通过电话、邮件、信件等途径咨询或走访了东北

林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林业局、

佳木斯市林业局、满洲里市防腐木协会、满洲里伟达经贸公司、绥芬河市北山工业园区、张

家港中联木业城、常州市中隆木业等单位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了解原标准的实施情况并

征求到标准条款的部分改动意见。调研中发现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近年来进口锯材数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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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这部分锯材的生产加工需相关标准的指导，课题组根据情况拟定了试验计划并做了

部分试验，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未得到批量数据。课题组整理和分析调研意见后形成《锯材

窑干工艺规程》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6 月～2020 年 7 月，工作组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向各省林业厅、木材加

工企业、林业院校和木材质检单位进行广泛征求意见，共发出征求意见单位 36 个，回函 15

份，反馈意见 44 条。根据征求意见反馈结果，标准修订课题组整理归纳出 44 条建议，其中

采纳 31 条，不采纳 13 条，未采纳意见及原因解释如下： 

（1）4.3 气干材含水率水平在 20%左右，相差超过 7.5%后木材含水率接近 10%，对于一

些应用已经不用干燥了，因此此处含水率差值建议再斟酌下。处理意见为不采纳，因为含水

率范围缩小不利于生产操作，而且根据木材的解吸和吸湿性能，气干材的含水率会高于当地

木材平衡含水率，仍需干燥。 

（2）5.2“充分利用窑的容量”，建议改成“保证气道宽度”。生产中出现装材太满占用

气道空间的现象。处理意见为不采纳，后面的章节有相关表述。 

（3）5.3“……允许减少材堆的宽度”，不能减少材堆宽度，这条建议重新写。减少了宽

度将改变气道的宽度，影响气流循环。处理意见为不采纳，窑内气流的流动方向平行于材堆

宽度方向，因此材堆宽度的改变对气流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调整挡风板角度，合理运用干

燥基准，可以降低这部分影响。 

（4）将 5.4“毛边锯材材堆侧边齐平，材堆端部使一端平齐。”改为“毛边锯材材堆侧边

齐平，材堆端部应两端平齐。这样才能确保气流方向不短路。”生产中锯材长短不一，毛边材

很难做到材堆端部两端平齐。生产中锯材长短不一，毛边材很难做到材堆端部两端平齐，所

以不采纳。 

（5）建议增加垫条断面尺寸规格。不采纳，增加隔条的规格尺寸会增加工人的分选工序，

影响生产率。 

（6）建议在 5.6 中增加木隔条含水要求≤15%。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使用金属隔条。

干燥薄板时，隔条厚度 15~20mm。不采纳，关于隔条含水率，条款中已有干燥表述；调研中

发现金属隔条成本高且易变形，生产中仍以木质隔条为主。 

（7）按照蒸汽干燥窑操作规范，应该是先把蒸汽管道及加热器内的凝结水排完，才能使

用加热器加热。查阅《木材干燥》《木材干燥学》等文献，二者可以同时或顺位进行，所以不

采纳。 

（8）建议 8.2.1 增加预热处理时对湿度控制的要求，只提高预热温度会导致木材开裂。

不采纳，8.2.2 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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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4“预热前，应将窑内温度加热至 30℃左右，防止水分凝结。”建议改为“预热

前，应将窑内温度加热至 40℃左右，防止干燥窑内壁及木材表面产生冷凝水”。不采纳，北

方室外气温较低，窑内温度升至 30℃可以满足生产需求。 

（10）建议删除 8.3.2。现在的中间处理操作方法主要是在保持基准温度不变，增加湿度。

不采纳，中间处理提高温度可以增加木材内部温度，当进入干燥阶段后，环境温度降低，木

材内外形成温度差，提高干燥势，加快水分排出。 

（11）请考虑是否将 8.4“平衡处理”和“终了处理”明确分开。处理意见为不采纳，“平

衡处理”是“终了处理”工序的一部分内容，木材后期含水率偏差过大时，才会进行平衡处

理。二者不可分开。 

（12）建议将 8.4.2“终含水率差大于干燥质量规定值的锯材，在终了处理前应先进行平

衡处理”改为“终了平衡处理”。不采纳，原文描述能清楚表达含义。 

（13）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标准中要考虑对原标准中干燥基准的修订，例如：水曲柳

40mm 和 50mm 厚的基准为 13-1，末期温度达 90℃，应该是偏高了。对于目前行业中较主流

的材种，特别是硬阔叶材，建议能有验证性试验或查阅相关资料进行适度调整。原基准已执

行多年，有一定的适用性。锯材材质、产地和窑体结构等因素对干燥质量都会有影响，标准

涉及基准量较大，进行调整修订需要逐步进行。在近年的参考文献中未找到有借鉴的数据，

而疫情影响无法做生产验证，因此，在第 8 章干燥过程管理中的 8.1.11 小节有所提及，原基

准维持不变。 

2020 年 8 月，标准修订课题组根据反馈意见及前期调研收集的资料对标准修订内容进行

认真讨论，整理形成送审稿。 

2020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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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材窑干工艺规程》行业标准审查会。会议推举沈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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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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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建议和调研结果，增加了同窑锯材厚度要求（见 4.1，2012 年版的 4.1）； 

（2）根据相关文献和调研，增加了珍贵树种和难干锯材入窑前处理（见 4.4） 

（3）将厚度 60 mm 以上的针叶树锯材隔条间距由“可以加大到 1.0 m”，改为“可以加

大到 1.2 m”（见 4.10，2012 年版的 4.9），根据进口材长度尺寸，放宽隔条间距有助于实现隔

条摆放； 

（4）增加了同一材堆中锯材长短不一时隔条位置的要求（见 4.12） 

（5）根据调研有一部分木材加工企业已采用半自动或全自动控制系统来干燥锯材，所以

增加了干燥窑采用全自动或半自动控制系统时检验板的选取规则（见 5.1.7）； 

（6）原标准中未提及干燥过程中对锯材缺陷的检验，因此增加了相关操作要求（见 7.1.6）； 

（7）规范了条款用语，将文中“木料”、“木材”改为“锯材”，“伸张应力”改为“拉应

力”（见 4.1，4.6，4.7，7.3.1，2012 年版的 4.1，4.5，4.6，7.3.1）； 

（8）按 GB/T 16734《中国主要木材名称》给出的中名和拉丁名编写了附录 A、附录 B

中的树种（见表 A.1，表 A.3，2012 年版表 A.1，表 A.3）； 

（9）根据专家提议，以初始温度高低为顺序调整了附录中基准编号（见表 A.2，表 A.4，

2012 年版表 A.2，表 A.4）。 

2.2 与会专家的主要建议及修订内容 

（1）标准编制说明需完善，缺未采纳意见的理由；缺技术指标放宽和加严的理由；本次

审查会提出的意见需写进编制说明。 

（2）原英文标题的用词不够恰当需修改。 

（3）将前言“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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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增加条

款“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4）将 1 范围中的第一行话按 GB/T 1.1—2020 格式撰写，第二行话“本标准适用于以

湿空气或炉气—湿空气、常压过热蒸汽为介质的锯材干燥过程。”修改为“本文件适用于以湿

空气、常压过热蒸汽为介质的常规锯材干燥。” 

（5）将“4 锯材分选”归入“5 堆垛要求”。 

（6）删除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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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将“5.3 材堆长、宽、高应符合干燥窑的设计规定，锯材数量不足一窑时，允许减

少材堆的宽度，以保证材堆的宽度和高度，但应保证材堆稳定。”改为“4.6 材堆长、宽、高

应符合干燥窑的设计规定。当锯材数量不足一窑时，在保证材堆稳定性的前提下，可适当减

少材堆的宽度或高度。” 

（8）将 5.6“隔条断面尺寸一般取（25 mm×30mm）～（25mm×40mm）”修改为“隔

条断面尺寸：25 mm×30mm”。 

（9）5.9 内容并入 5.8 后面。 

（10）6.1.4 至 6.1.7、8.1.11 条款内容仍按 2012 版保留。 

（11）6.2.4 内容合并入 6.2.1。 

（12）7 和 8 的标题分别修改为“推荐基准”、“干燥过程”。 

（13）将文中“木材”、“锯材”、“木料”统一表述为“锯材”。“湿度”统一表述为“相

对湿度”。 

（14）新加入基准缺乏试验数据佐证，不宜加入。 

（15）附录 A、附录 B 中的树种按 GB/T 16734《中国主要木材名称》给出的中名和拉丁

文编写。删除了附录 A 注 4 中“50m3 以下容量的常规干燥窑处理效果更好”一句。 

（16）修改了文件条款中其他文字和语句表述不清或错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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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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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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材窑干工艺规程》标准修订小组 

2020 年 9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