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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材积表》林业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原条材积表》标准为 2008 年国家林业局下达的（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编号：

2008-LY-079），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承担修订任务。 

2、标准修订的意义 

 《原条材积表》制定于 1963 年，为国家标准，标准代号为 GB198-63。1999 年因国家技

术监督局对国家标准进行清理整顿和复查，本标准被调整为林业行业标准，标准代号转为

LY/T1293-1999。本标准 50 多年来从未进行过修改，随着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的对接，国内各林业企业在使用本标准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有的材积数据与实际不附，

现实生产条件与标准制定时的条件有了很大变化等等，因此，该标准急待修订。 

本标准颁布后，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林业木材生产产量大，作业条件差，机械设备

落后，山场造材难以达到质量要求，林业木材生产普遍采用原条运输，进入贮木场后才进行造

材。在生产组织管理时，山场、运输、贮木场三大环节需要进行原条交接验收，《原条材积表》

的颁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多年的过量采伐，我国天然林资源总数和质量不断下降，特别

是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各林区均实施禁止采伐天然林，林业生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基本取消了原条生产运输，《原条材积表》标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和林业生产的要求，

标准中有些技术指标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原条材积表》标准的修订是非常必要的。 

3、修订小组的组建 

标准修订任务下达以后，2008 年 9 月份，成立标准修订工作课题组，负责人为齐向东，

成员均为参与过标准制修订的教学科研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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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的企业技术人员以及人造板行业协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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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9 月，课题组接受该项任务后，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首先，查阅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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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有关原条材积计算、尺寸范围、尺寸进级等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从而掌握了有关原条

材积计算的最新信息，明确了将要修订的该标准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为修订该项

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和生产实践人员对该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

借鉴各地对该标准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科学合理地修订该标准奠定了基础。第三，深入黑龙

江、内蒙古、吉林、福建、四川、云南等省区的部分森工企业、国有林场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测

试，征求其对《原条材积表》标准的意见和建议，为制订该标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调研结束

后，标准修订起草小组整理了各方面对《原条材积表》（草案稿）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原

条材积表》（征求意见稿）。 

2008 年 12 月，为了进一步征求全国各地对该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标准修订起草小组将《原

条材积表》(征求意见稿)标准邮发至有关单位和人员，共发出 76 份，并在有关会议和培训班

上发放征求意见反馈书 64 份，全面征求对该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截止 2011 年 12 月末，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书 8 封，电话、电子邮件、会议讨论记录 6

人次。标准修订起草小组把各单位和个人的反馈意见及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

整理，共形成 7 条有效意见，其中被采纳 5 条，未采纳 2 条。 

2012 年 10 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原条材积表》标准修订起草小组修改了该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了《原条材积表》标准（送审稿）。 

2012 年 11 月，中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木锯材委员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标准审定

会，与会专家对《原条材积表》标准（送审稿）进行了热烈讨论，主要意见有：一是《原条材

积表》标准过于陈旧，应予以修改；二是虽然我国林业生产中原条生产作业几乎绝迹，但考虑

林业标准的体系完整，应予以保留；三是应考虑与国家已经发布的原木产品标准长度计算起点

的冲突，建议重新制定；四是标准中检尺径的计算起点要考虑原条检尺直径、原条长度均较小

时，不适合进行原条作业的现实，适当增加计算起点；五是应规定原条梢头直径的起点，同时

规定梢头直径与原条长度的比要小于 1%，否则就不属于原条了；六是鉴于国家已经发布了《杉

原条材积表》《杉原条》《阔叶树原条》《马尾松原条》《小原条》等原木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树种

冲突，应在树种规定中删除。本次标准审定会认为《原条材积表》标准（送审稿）还不完备，

未予通过，要求课题组继续完善修改。 

2012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课题组根据郑州标准审定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开始收

集整理相关资料，课题组成员于 2013 年 7 月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得耳布尔林业局、莫尔道嘎林业局等森工企业；于 2014 年 6 月到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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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林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黑龙江大兴安岭林管局；2015 年 7 月到黑龙江省伊春林区

进行了调研，走访了黑龙江伊春林管局、带岭林业局、上甘岭林业局、五营林业局、汤旺河林

业局等森工企业；于 2016 年 8 月到吉林长白山林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延边林管局、白河林

业局等森工企业；2017 年 4 月到黑龙江松花江林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亚布力林业局、苇河

林业局等森工企业；2018 年 12 月到黑龙江牡丹江林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大海林林业局、海

林林业局等森工企业；2019 年 6 月到哈尔滨市林业局及阿城、五常、尚志、依兰等县林业局

的国有林场进行了调研。本次调研取得了大量一线生产技术人员的宝贵资料，也征求了对《原

条材积表》（送审稿）的意见。在整理各方面意见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了再次修订。修订中主要对下列内容进行了修订：一是增加了原条梢头直径实足自

6cm 起。原条梢头直径与原条长度的比值应小于 1%。二是修改了原条中央直径范围，改为 8～

50cm。三是修改了原条长度范围，改为 5～35m。四是增加了适用树种范围。修改后形成新的

《原条材积表》（送审稿）。 

2020 年 5 月，课题组接到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木锯材委员会通知，拟将该标准

提交标准审定会。课题组对标准送审稿再次进行了讨论，并进行了部分内容的修改，修改的主

要内容有：一是修改了英文译名。课题组讨论认为原英文译名“Volume table of stem wood”中

尚有不准确之处，并提出了新的英文译名“Volume table of tree stem”。二是修改了原条材积数

字保留位数。课题组根据郑州标准审定会专家提出意见的会议记录，认为专家提出的增大原条

材积数量精确性意见应予考虑，故将原条材积数字保留位数改为保留 4 位小数，第 5 位小数 4

舍 5 入。修改后课题组重新对原条材积表进行计算，并重新制定了新的《原条材积表》（送审

稿）方案。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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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材积

表》标准送审稿。 

2020 年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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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材积表》行业标准审查会。会议推举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木锯材分委会委

员黄晓山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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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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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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标准审定会与会专家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一是鉴于已经颁布《GB/T 4815 杉原条材

积表》标准，为区分其应用范围，将《原条材积表》的应用范围限定为东北、内蒙古等林区所

有树种。二是鉴于已经颁布《LY/T 2984-2018 原条检验》标准，将关于原条检尺径、原条检

尺长进舍原则的表述内容删除，增加引用《LY/T 2984-2018 原条检验》内容。三是正文“3.1

原条材积计算公式”及式中符号解释要按《LY/T 2984-2018 原条检验》规定修改为“原条检

尺径”、“原条检尺长”。四是删除“3.2 原条梢端短径与检尺长的比值”中“原条梢头直径实足

尺寸自 6cm 起”的规定，以适应《LY/T 2984-2018 原条检验》规定。五是“表 1  原条材积

表”参考《GB 4814-2013 原木材积表》格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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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标准格式，按照《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的要求格式编制了本标准。 

（2）增加了标准的英文译名。原标准《LY/T 1239-1999 原条材积表》没有英文译名。 

（3）修改了原条材积计算公式及式中符号解释。 

（4）修改了原条中央直径范围及尺寸进级要求。 

（5）增加了原条中央直径小于等于 14cm，以 1cm 为增进单位的材积计算内容。 

（6）修改了原条长度范围及尺寸进级要求。 

（7）增加了原条长度不足 8m，按 0.5m 进级的材积计算内容。 

（8）增加了树种适用范围。 

2.2 郑州标准审定会与会专家的主要建议及修订内容 

（1）增加了原条梢头直径实足自 6cm 起。原条梢头直径与原条长度的比值应小于 1%。 

（2）修改了原条中央直径范围，改为 8～50cm。 

（3）修改了原条长度范围，改为 5～35m。 



 5 

（4）增加了适用树种范围。 

（5）修改了英文译名。课题组讨论认为征求意见稿英文译名“Volume table of stem wood”

中尚有不准确之处，并提出了新的英文译名“Volume table of tree stem”。 

（6）修改了原条材积数字保留位数。课题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认为专家提出的增大

原条材积数量精确性意见应予考虑，故将原条材积数字保留位数改为保留 4 位小数，第 5 位小

数 4 舍 5 入。 

2.3 本次标准审定会与会专家的主要建议及修订内容 

（1）修改了适用范围。鉴于已经颁布《GB/T 4815 杉原条材积表》标准，为区分其应用

范围，将《原条材积表》的应用范围限定为“东北、内蒙古等林区所有树种”。 

（2）增加了“原条梢端短径与原条检尺长度的比值”。 

（3）删除了“原条检尺径、原条检尺长进舍原则”。鉴于已经颁布《LY/T 2984-2018 原

条检验》标准，将关于原条检尺径、原条检尺长进舍原则的表述内容删除，增加引用《LY/T 

2984-2018 原条检验》内容。 

（4）修改了正文“3.1 原条材积计算公式”及式中符号解释。按《LY/T 2984-2018 原条

检验》规定修改为“原条检尺径”、“原条检尺长”。 

（5）删除了“3.2 原条梢端短径与检尺长的比值”中“原条梢头直径实足尺寸自 6cm 起”

的规定，以适应《LY/T 2984-2018 原条检验》规定。 

（6）修改了“表 1 原条材积表”表头。参考《GB 4814-2013 原木材积表》格式做了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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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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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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条材积表》标准修订小组 

2020 年 9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