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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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LY/T 1318—1999《软木砖(低温隔热用)》及 LY/T 1319—1999《软木砖试验方法》。 

本文件与 LY/T 1318—1999《软木砖(低温隔热用)》及 LY/T 1319—1999《软木砖试验方法》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更改了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要求（见表 1、表 2，LY/T 1318—1999表 1）； 

——更改了特级品的密度指标（见表 3，LY/T 1318—1999表 2）； 

——更改了抗弯强度指标（见表 3，LY/T 1318—1999表 2）； 

——更改了含水率指标（见表 3，LY/T 1318—1999表 2）； 

——增加了尺寸稳定性检测要求（见表 3）； 

——增加了燃烧性能分级检测要求（见表 3）。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 2219:2010（Thermal insulation products for buildings – 

Factory-made products of expanded cork(ICB）-Specification), 与ISO 2219:2010的一致性为修改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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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林业生物质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1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泡桐研究开发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

心）、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东方软

木有限公司、陕西秦巴瑰宝软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唯基软木新材料有限公司、陕西万林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常德龙、孙晓薇、张冉、黄文豪、胡伟华、张云岭、许雅雅、孙淑艳、王晓峰、张

雄辉、郑林义、钱世江、朱景乐、罗颖、刘斐、金钰、于磊、姬晓迪、米冰冰。 

本文件所代替或废止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7639—1987； 

--GB 7640—1987； 

--LY/T 1318—1999； 

--LY/T 131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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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软木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隔热软木板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不加胶黏剂的软木粒经压缩、烘焙制成的无表面装饰物的隔热用软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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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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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0295-2008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9367-2009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30806-2014  建筑用绝热制品 在指定温度湿度条件下尺寸稳定性的测试方法 

LY/T 3149—2019 软木制品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LY/T 3149—2019 所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隔热软木板  thermal insulation cork board  

由不加胶黏剂的软木颗粒经模压、烘焙制成的无表面装饰物的隔热用软木制品。  

3.2  

烘焙 baking. 

在燃点之下通过加热的方式使软木自膨胀聚结脱水变干变硬的过程。  

3.3  

夹生  surface-cooked 

烘焙过程中，内部软木颗粒没有完全膨胀聚结，使隔热软木板强度降低，隔热性能变差的现象。 

3.3  

    密度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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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性能指标检测时，单块隔热软木板样品分割成局部的试件后，试件重量除以体积的值。用于

评价不同部位质量分布的均匀性和稳定性。 

3.4  

孔洞  hole 

    隔热软木板表面由于软木颗粒掉落形成的凹陷或微小坑穴。 

4 要求 

4.1 分等 

隔热软木板按其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和物理力学性能指标，等级分为特级、一级和二级。 

4.2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外观质量 

隔热软木板的尺寸偏差见表1，外观质量要求见表2。 

表1 隔热软木板尺寸偏差 

 
特级 偏差 一级 偏差 二级 偏差 

长度（mm） 1000 ±3 1000 ±5 1000 ±7 

宽度（mm） 500 ±2 500 ±3 500 ±5 

厚度（mm） 
10~50 ±1 10~50 ±1 10~50 ±1 

>50 ±2%，最大±2 >50 ±2%，最大±2 >50 ±2%，最大±2 

注：特殊要求的规格尺寸及偏差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2 隔热软木板外观质量要求 

等级 

指标名称 
特级 一级 二级 

边角缺损（大小限为软木最大颗粒

体积的 1～2 倍） 
不多于一处 不多于两处 

色泽 棕褐色内外一致 黑褐色内外一致 

黑褐色，允许有轻度炭

化或轻微夹生现象，但

不超过该批总量的 5% 

表面平整度 板材放在平台平面上的最大凸起高度与其公称尺寸的偏差不大于 2 mm 

垂直度 上下底面尺寸差不超过 2 mm 
上下底面尺寸差不超过

3 mm 

孔洞 肉眼观察无 
不允许有大于 1.8 cm

2 
的

孔洞 

不允许有大于 4 cm
2 
的

孔洞 

注：推荐软木颗粒当量直径范围为（2～23）mm。 

 

4.3 物理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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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级隔热软木板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各等级隔热软木板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等级 

指标名称 
特级 一级 二级 

含水率/ % ≤8 

密度/ （kg/m
3
） ≤130 ≤180 ≤200 

抗弯强度/ （kPa） ≥130 （厚度≤50mm 时须测定） 

尺寸稳定性/ % ≤0.5 

导热系数（20℃时）/[W/(m•K)] ≤0.058 

燃烧性能分级 符合 GB 8624-2012  平板状的规定，不低于 B2级。 

5 检验方法  

5.1 样本制备 

样本及试件应在生产后存放 72 h 以上的产品中抽取，除整板测量外，其余试件应在距边沿约 50 mm 

处切割测试试样，试样四边应垂直，边缘光滑无切口、无裂纹、卷边。抗弯强度试件厚度为产品的原有

厚度，但最大厚度不得超过 100 mm；长度 300 mm；宽度为 150 mm。试件在试样的任意位置制取，试

件之间应有间隔，试件的尺寸和数量见表 4。其它测试样品尺寸规格可由相关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约定。 

表4 试件的尺寸、数量及编号 

项目 试件尺寸/mm 试件数/块 

导热系数 250×250 1 

抗弯强度 300 x 150 5 

局部密度和含水率 50×50 2 

尺寸稳定性 200×200 按照 GB/T 30806 的规定进行 

燃烧性能等级 按照 GB 8624-2012 的规定进行 

 

5.2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隔热软木板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及偏差测定方法，按照GB/T 19367-2009 中的8.1和8.2规定进行。 

5.3 外观质量检验 

5.3.1 平整度测量 

平整度测量按照 GB/T 19367-2009 中的 8.5 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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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垂直度测量 

垂直度测量按照 GB/T 19367-2009 中的 8.3 规定进行。 

5.4 物理力学性能试验 

5.4.1 含水率的测定 

含水率的测定按照 GB/T 17657-2013中的 4.3规定进行。 

5.4.2 密度的测定  

密度的测定按照 GB/T 17657-2013中的 4.2 规定进行。 

5.4.3 抗弯强度的测定 

5.4.3.1 测定方法 

试件平衡处理后，测量并记录试样的尺寸。将每块试样分别置于抗弯强度实验装置的支架上。支架

轴的轴径为（20±2）mm。两支架轴间距离为 240 mm。将载重平台按每 5 s 的间隔加 10N 载荷的速

度加载于试样的中部，直至试样断裂，记录试样断裂载荷。精确至 0.1 N。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 1。 

 

说明： 

1——金属载重平台 

2——隔热软木板试件 

3——活动支架轴 

4——金属支架 

图1 抗弯强度试验装置示意图 

   

5.4.3.2 测定结果的表示 

抗弯强度R按式（1）计算，取五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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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δB

FL30
R =                   ....................... (1) 

式中： 

R——抗弯强度，单位为千帕（kPa）； 

      F——断裂载荷，单位为牛（N）； 

      L——两支架间距离，单位为厘米（cm）； 

      B——试样的宽度，单位为厘米（cm）； 

      δ——试样的厚度，单位为厘米（cm）。 

 

5.4.4 尺寸稳定性的测定 

尺寸稳定性的测定试验方法按照 GB/T 30806-2014 的规定执行。需要平衡处理。 

5.4.5 导热系数的测定 

导热系数的测定按照GB/T 10295-2008 的规定进行。不需要平衡处理。 

5.4.6 燃烧性能等级的测定 

燃烧性能等级的测定试验方法按照 GB 8624-2012 的规定执行。不需要平衡处理。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a) 尺寸偏差； 

b） 外观质量； 

c)  物理力学性能中的含水率、密度、抗弯强度、尺寸稳定性。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第4章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两次。有下列情况之一

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的变动时； 

b）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新产品投产或转产时； 

d）质量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2 抽样方案 

6.2.1规格尺寸及其偏差、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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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尺寸及其偏差、外观质量，按表5各项逐批检查，其取样按 GB/T 2828.1-2012 随机抽样，按

一般检查水平Ⅱ，以合格质量水平AQL=6.5，二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执行。表5为常用批量的样本大小及

批合格或不合格的判断。 

表5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外观质量检验方案                    单位为块 

 

批量范围 

二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 

一般检查水平Ⅱ 

AQL=6.5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Ac Re 

91～150 
第一次 13 13 1 3 

第二次 13 26 4 5 

151～280 
第一次 20 20 2 5 

第二次 20 40 6 7 

281～500 
第一次 32 32 3 6 

第二次 32 64 9 10 

注：Ac——合格判定数 

Re——不合格判定数 

示例：批量范围为 500，则第一次样本数为 32，若不合格品数≤3，则此批判为合格，不合格品数≥6，则此批判为

不合格；不合格品数在 3 与 6 之间，则抽第二样本（样本数 32）进行检查，若两次检查累计不合格品≤9，则判定此批

合格，不合格品数≥10，则此批判为不合格。 

6.2.2物理力学性能 

物理力学性能检验的抽样方案见表6，初检的样本检验结果有某项指标不符规格时，允许进行复检

一次，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后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判

为不合格。 

 

表6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抽检方案                   单位为块 

批量N 初检样本数量 复检样本数量 

≤1000 3 6 

1001~2000 4 8 

2001~3000 5 10 

≥3001 6 12 

 

6.2.3综合判定 

当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偏差、物理力学性能检验结果全部合格时，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7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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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注产品的等级、规格尺寸、生产日期、数量、执行标准、生产厂名等，

应按不同规格、不同等级分别包装并附产品合格证书。 

7.2 包装 

隔热软木板按不同规格、等级分别装入有足够强度的硬纸板箱内。 

箱内衬有防潮纸，并捆扎牢实。 

如需要其他方式包装，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7.3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淋雨和碰损。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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