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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木竹地板类产品生产综合能耗》是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 2021 年下

达的文件批准的林业标准项目要求进行整合修订，并编制完成的林业行业标准项目，项

目编号 2121-LY-059,承担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该项目原名称为《木地板类产品综

合能耗》，在项目下达以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根据专家意见，提出将竹地板生

产综合能耗一并列入标准内容，因此该项目名称修订为《木竹地板类产品生产综合能

耗》。该项目于 2021 年 6 月签订了标准制修订项目合同书，提出和归口单位为全国能

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林业能源管理分技术委员会。

2、标准制修订的目的意义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木竹地板生产国和出口国，随着世界范围内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作为林业产业主产品的木竹地板产业的低碳发展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持续降低单位

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国家十四五能源产业战略规划，也指出到 202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

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木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实现地板能耗能源等级划分及生产综合能耗

的评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目标吗，确保林草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途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发挥标准化在企业节能工作的作用，本标

准起草单位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文件精神要求对该行业标准进行了制定。该标

准是为了提高我国木地板的加工质量，提高该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结合我国加工设备

的实际生产能力，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对木地板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该标准属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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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确定的生产综合能耗将作为木竹地板生产综合能耗的合理限额,对推动我国木竹

地板低碳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木材资源短缺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木地板的产量急剧增加，生产厂家和品

种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木地板的生产企业超过 20000 家，产能约 16689.85 亿平方

米。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统一生产综合能耗，制定生产综合能耗标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重要课题。该标准所确定的各工序生产能耗，可为企业进行能源管理、企业成本核算提

供科学依据，也为企业制定节能措施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木材产

业结构的调整，导致木材产品向人造板方向迅速发展。为了适应国际竞争形势的需要，

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制定木竹地板生产综合能耗标准是非常必要的。这将进一步促进

木竹地板生产的发展，对生产企业的节能降耗、制定合理的生产能耗定额、有效的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能源管理水平等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起草小组的组建

标准修订任务下达以后，项目组立刻召开会议，确定标准修订工作课题组组成结构，

主要起草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要协作单位有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大自然家

居（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大自然家居科技研究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菱格木业有限公司、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大亚（江

苏）地板有限公司、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福建大庄竹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贝美

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家林草局林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西安）、湖州衡鼎产品检测中心、陕西佳美欧德森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鲁丽木业有限公司、江西鲁丽木业有限公司等 22 家国内知名木竹地板生产企业。

考虑到地理位置、产量、及单位的管理体制等因素的不同，因此我们在制定标准时选择

了不同产品种类的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工作。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绿色家居中心协调

全国各地木竹地板企业和协作单位，为本标准的制定工作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提

供了真实、详细、可靠的技术数据。



4

4、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是在大量实物检测和社会调查基础上制定的。接到标准编制任务后，负责单

位第一时间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并根据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制定该标准的工作计划

和技术路线。编制组收集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及国内外木地板相关法规标准，了解了木竹

地板生产企业的生产情况、国内现行木竹地板生产过程中能耗的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发

展动态，并对我国木竹地板生产企业的生产现状作了调研，确定了工作重点和进程安排。

本标准的制定时间为2021年1月到2022年12月，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苏州大卫木

业有限公司、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大自然家居科技研究有限公司、德华

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菱格木业有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浙江富得利木

业有限公司、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福建大庄竹业科技

有限公司、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家林草局林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西安）、湖州衡鼎产品检测中心、陕西佳美欧德森木业有限公司等覆盖实木地

板、强化地板、实木多层地板、木塑地板及竹木地板等多家单位共同参加了起草工作。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负责标准修订的全面工作，包括标准的体系架构、各部分标

准的大纲内容以及各部分标准的划分内容、数据的测试、意见的处理、修订内容的确定、

征求意见稿及送审稿的确定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张仲凤等同志参加了企业生产能耗的

实际测试及调研工作，22 家参标企业的技术负责同志主要完成标准修订的能耗数据的整

理和统计，王一鸣等负责征求意见稿的汇总等。

标准修订组于 2021 年 1 月开始工作，首先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木地板的生产和标准

方面的资料，但目前尚未查到国外木地板生产能耗方面的标准。起草小组于 2021 年 1

月起着手在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大自然家居科

技研究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菱格木业有限公司、大亚地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等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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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板生产企业进行能源消耗方面的实际测试工作并搜集了近1-3年的木质地板生产能

源消耗的统计资料，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了木质地板生产能源消耗的实测。

测试时除按车间进行实测外，还对部分单台设备进行实测，记录了木质地板生产机械的

电、油等能源的消耗和相应的木材产品产量，取得了多组实测数据，通过对实测数据的

整理、分析，得出了标定的木质地板生产能耗。木质地板生产是在厂内，主要生产系统

以耗电为主，有少量的燃油和压缩空气，但影响耗电的因素有很多。如：木地板生产规

格（厚度、长度、宽度）及材质硬度、机械化程度、采暖、降温等多个自变量。同时，

影响因变量(能耗)。要想固定其中的几个变量，求得任何一个变量对能耗的影响是不可

能的，在此种情况下，借助于分析计算确定相关修正系数来解决此类问题是较便利可行

的。根据各工序的能耗情况确定各工序的比例。最后，在分析整理各种数据的基础上，

确定出木质地板单位产量基本能源消耗量。

经过整理分析后，项目组于 2021 年 5 月着手起草标准， 2021 年 7 月经课题组讨论

后形成标准初稿，初稿首先在久盛和世友地板的技术人员讨论，并在生产中进行验证，

通过实践对初稿又提出了部分意见，从而使标准在应用时更加方便，更具有可操作性。

2021 年 8 月经课题组讨论后将修改的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向参标的 21 家企业及标委

会进行初步征求意见。2022 年 9 月 9 日，能源所梁素钰所长及秘书处贾丹等几位老师召

集能源基础标委会负责同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起草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大卫地板、大自

然地板、圣象地板（江苏）有限公司、菲林格尔地板、升华云峰、德华兔宝宝建筑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了标准送审稿的第三次研讨（如下图会议现场）。同时向相关专家

征求意见，2022 年 10 月根据专家的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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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本文件的编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节能优先，以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为核心，以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为根本，以法治为保障，

以提高终端用能效率为重点，健全法规，完善政策，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强化宣传，

加强管理，逐步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企业和社会自觉节能的机制，加快建设

节能型社会，以能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2）本文件的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3）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能源方针、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4）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

行编写》、GB/T 1.2《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

法》等要求进行编写的。

（5）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生产的实际情况，标准的检验等参照了木地板的有

关标准并与之相统一 。

（6）通过调研、收集和统计资料、实际测试以及广泛征求有关技术标委会、相关

单位生产、经营、使用、科研、检测、教学、管理以及专家意见，讨论确定能耗指标，

使标准能够适应当前的生产实际。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1）与能源消耗标准的新要求相适应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

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发展目标，都向节

约能源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求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缓解中近期能源供需矛盾，实现

能源供需平衡，又要求考虑长远发展，提出惠及子孙后代的节能战略。

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中，实现了能源消费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

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节能成就。但是今后 20 年是否还能实现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

0.5，以能源翻一番保证经济翻两番，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同时，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节能工作越来越难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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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节能依靠市场，通过市场规则、经济规律来实现节能；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识到对

于推动节能来说，有时市场的调节是失灵的，必须领先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干预市场，

促进节能。制定和出台节能政策是政府推动节能的重要手段，但是不同经济体制、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要求节能政策的重点和手段是有差异的，这无疑向如何加强节能

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左

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2）与国内外技术现状相适应

近年来, 随着木材资源短缺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木地板的产量急剧增加，生产

厂家和品种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木地板的生产企业超过 16000 家，产能约 20.92 亿

平方米。为了适应国际竞争形势的需要，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制定木地板生产综合能

耗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就目前的生产情况来看，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量较高，木地板生

产中的多个环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能源浪费现象，为了挖掘这些节能潜力，降低木质地

板生产的能耗，提高企业能源管理水平，使生产企业有限的能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达到有效利用并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的目的，而制定了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标准。

（2）标准整合符合国家标准发展趋势

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国家标准制修订政策体系下提出的“整合共性”、“方法通用”、

“突出效益”的要求下进行的。标准修订以现有实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 LY/T

1703-2007） 、竹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551-2015）、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073-2012）、木塑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919-2017）、实木复合地板（GB/T

23899-2010）等地板类生产综合能耗系列标准中，能耗的分级指标及计算原则和方法基

本相统一为原则，以整合现有标准的通用方法为目标，以低能耗为基本准则和要求，参

照国外能耗类产品的简洁计算思路，进行地板类生产综合能耗的制定。

3、相关标准与发展

（1）与本标准紧密相关的标准有，实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 LY/T 1703-2007） 、

竹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551-2015）、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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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3-2012）、木塑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919-2017）、实木复合地板（GB/T

23899-2010）等标准是本标准修订的依据，这其中的一些标准已经进行了修订。

（2）实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 LY/T 1703-2007）标准已经于 2020 年进行了修订。

（3）木塑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919-2017）标准已经于 2019 年进行了修订。

（4）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073-2012）正在修订中。

（5）引用的其他标准均采用最新版本。

4、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木地板生产能耗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遵守科学合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和简便

实用；并要在保证木地板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满足环保要求的基础上，加强木地板生

产企业能源科学管理和能源合理利用，促进生产技术发展。

本次制定标准的技术路线为：分析木地板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关能源的技术要

求及发展趋势；掌握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及技术资料情况；收集近三年木地板生产企

业能源消耗计量统计资料和历史最好水平资料；统计现实生产中木地板生产技术状况和

能耗设备的实际测试及计量数据；分析木地板生产技术及工艺的发展趋势，实施节能技

术改造的情况；收集同行业相同生产条件下的能源消耗数据，要特别考虑到国内外先进

的技术水平。

5、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界定了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木地板单位产量可比综合

能耗的分级指标、计算方法及原则、能耗量测试与计量要求。

重点是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能源消耗的确定，数据的确

定采用以实测为主与统计为辅相结合的方法。

6、主要修定内容说明

本文件与实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 LY/T 1703-2007） 、竹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551-2015）、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073-2012）、木塑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919-2017）、实木复合地板（GB/T 23899）等地板类生产综合能耗系列标准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订了范围（见第一章）；

——增加了木竹地板类产品的定义；

——增加了木地板类产品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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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了木竹地板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的计算方法；

——改进了木竹地板主要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

——删除了木竹地板附属生产系统；

——增加了木地板产品修正系数。

——修订并整合了木竹地板类产品生产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分级（见第三章）；

——整合了木竹地板类产品的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原则（见第四章）；

——整合了木竹地板类产品的能耗量测试与计量要求（见第五章）；

——实木地板产品（见表 2）：

（1）整合了年产量修正系数；

（2）整合了修正温度相同系数和相近系数。

——竹地板产品：

（1）修改了竹地板的分级要求，修订“优秀、合格、良好”指标为一级、二级、三级（见表

1）；

（2）整合竹地板的长度、宽度、厚度修正系数为尺寸修正系数，并进行了气温修正系数的合

并（见表 2）；

（3）删除了竹地板的结构修正（见表 2）。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产品（见表 2）：

（1）整合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长度、宽度、厚度修正系数为尺寸修正系数；

（2）修订了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气温修正系数。

——木塑地板（见表 2）：

分别进行了产品产量和温度修正系数的整合。

——实木复合地板产品：

（1）实木复合地板的分级要求，修订“优秀、合格、良好”指标为一级、二级、三级（见表

1）；

（2）删除了实木复合地板的长度、宽度、厚度修正系数，并进行了月降温修正系数的合并（见

表 2）；

（3）删除了实木复合地板的基材结构系数（见表 2）。

三、 主要参数及技术指标的确定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木地板产品种类分别联系了多家木竹地板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调

研，详细了解木地板的生产工艺流程，并收集了能耗数据。主要技术参数是根据苏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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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木业有限公司、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大自然家居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德尔未来科技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菱格木业有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浙江富得

利木业有限公司、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等木地板生产企

业等木地板生产企业进行现场生产能耗的实际测试确定的，并对上述生产企业近几年的

能源消耗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随后，标准编写组对测试与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与整

理后，本着遵守科学合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和简便实用的原则，以及在保证木地板

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满足环保要求的基础上，推动木地板生产企业能源科学管理和能

源合理利用，促进木地板生产技术的进步。项目组调研的主要木地板企业产品种类统计

如下表1所示。

表 1 标准调研的主要规模企业及产品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种类

1 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

2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大自然家居

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强化地板

3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木塑地板

4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强化地板

5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

6 浙江菱格木业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

7 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

8 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

9 久盛地板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强化木地板

10 大亚地板 浸渍纸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

11 世友地板 实木地板，实木多层地板

12 森泰木业 木塑地板

13 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 竹地板

14 浙江裕华家具有限公司 竹木复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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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地板主要能耗工艺

手动线：

陆通手动压机 陆通手动压机供热用的天然气导热油锅炉

自动压贴工艺线：

强化地板高能耗生产环节--地板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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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迈开槽开榫生产工艺 成型线涂油涂蜡生产工艺

压板热压工艺线

分切铣槽工艺线

浸渍工艺线

2、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指标的确定

木地板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指标确定的基本条件：符合年生产量在 200 万平方米

以上，且长度 L ≥1820mm、宽度为 200＜b≤225mm、厚度为 9＜h≤12mm，月平均气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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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5≤T ≤20℃等基本条件时，生产 1平方米合格木地板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其主要

统计数据如表 2所示。

（1）统计数据

表 2 木地板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实验测试数据

大自然强化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4818205.5 0 0 8213960 0 0 1.76

德尔强化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3856819 0 0 3872554.4 17145.59 0 1.01

德尔实木复合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合
能耗（kgce/m2）

1717024.77 0 0 5553745.6 88840.12783 0 3.24

德华兔宝宝实木复合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17454.8 0 0 3664967 0 2477.7 210.11

圣象地板强化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25419500 44582 0 33224400 0 0 1.34

圣象地板三层实木复合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2508029.47 0 0 18827660 72712.9 3228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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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象地板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6004210.64 0 0 9523367 0 0 1.63

圣象地板木塑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2180325 0 0 8584130 0 0 3.94

大亚三层实木复合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2001700 220679.2 0 12686520 46.63 1302.84 6.45

森泰木业 木塑地板

产量（m2） 水（t）
煤

（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3060100 370821.2 102 19686361 92.13 11060 1.05126

志竹地板 （竹地板）

产量（m2） 水（t） 煤（t） 电（KWh） 油（Kg） 蒸汽（t）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11500 69700 621 9870012 0 9852 4.58974

浙江裕华家居有限公司（竹木复合地板）

产量（m2） 水（t） 煤（吨） 电（千瓦时） 油（千克） 蒸汽（吨）
单位产量可比综

合能耗（kgce/m2）

400 万 14100 t

2030 t/a

下角料

(不烧煤)

666 万 25 吨（柴油） 2250 1.512543



15

根据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于实木地板产品，一个是以自动线为主的，每平米强

化地板的单位能耗是 1.935 度电；以手动线为主的，每平米强化地板的单位能耗是 0.943

度电，因此增加了工艺能耗修正系数要求。

（2）情况说明

木地板综合能耗是用于生产活动的各种能源(煤、汽油、柴油、蒸汽、电力、压缩

空气、水等)，它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耗能即直接生产和

间接生产耗能。直接生产主要包括卸车、上料、锯割、开榫、腹膜、热压、包装、车间

运输、堆垛和装车等生产工序。间接生产主要包括辅助生产（包括除尘、加工剩余物清

理、生产设备维修、锉锯、生产车间取暖(或降温)和照明等环节）和附属生产（包括板

院、仓库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取暖(或降温)和照明、厂内运输等与生产相关环节）。能耗

主要为煤、电、水（蒸汽）及少量油脂燃料等能源的消耗。根据对国内多家木地板生产

企业的调查得知，木地板能耗因为管理水平、生产工序、产品规格、产量、材质、地理

位置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异较大。况且，还有部分木地板生产企业为便于管理及受投资规

模等限制，设备设施陈旧落后，生产能耗过高。所以，适应生产实际，在本标准中提出

较宽范围的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分级指标。

3、木地板综合能耗指标确定

各木地板生产企业因管理水平、生产工艺、机械设备（国产、进口及新旧程度等）、

产品规格、产量、材质等因素的不同，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量亦有所差异。为使木地板

生产综合能耗量的确定科学、合理，根据生产实际提出了相应的修正系数进行修正（经

生产企业验证可行）。

经核算我们标准修订工作组认为，木地板生产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作为考核指标

适合所有生产企业的生产实际，并对企业生产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应该用木地板生产单

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作为参考标准，这样才能真正的将各个生产企业拉到一个水平线上

进行比较。由于数据较多，以浸渍纸层压复合地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数据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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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浸渍纸层压复合地板生产企业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统计表

（单位：kgce/m
2
）

序号 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数值 序号 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数值

1 1.77 5 1.34

2 1.01 6 7.51

3 3.24 7 1.63

4 2.10 8 3.93

根据表 3数据，各生产企业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为：

q1≥1.4 的生产企业有 2家；

1.2≤q1＜1.4 的生产企业有 3家；

1.0 ≤q1＜1.2 的生产企业有 3 家；

q1＜1.0 的生产企业有 3家。

根据测定数据及各生产企业实际情况，确定木地板生产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指标

为：一等指标数值为小于 1.00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二等的指标为 1.00～1.20 千克标

准煤/平方米；三等的指标为 1.20～1.50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不合格指标为大于 1.50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浸渍纸层压复合地板地板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分级如表 4所示。

表 4 浸渍纸层压复合地板地板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分级值

（单位：kgce/m2）

可 比 综

合能耗

能耗分级值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不合格

q1 q1≤1.00 1.00＜q1≤1.20 1.20＜q1≤1.50 1.50＜q1



17

在统计数据的整理中，其他三大类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和木塑地板与原有指标

相比，基本保持一致。

对于实木地板能耗分级，调研了大自然地板（中国）有限公司的 2个基地，以及久

盛地板和世友地板有限公司，一个是以自动线为主的，每平米强化地板的单位能耗是

1.935 度电；手动线为主的工艺生产线，每平米强化地板的单位能耗是 0.943 度电，因

此增加了工艺修正系数。

4、采暖（或降温）能耗的确定

考虑到具有采暖（或降温）的生产车间，采暖（或降温）时间各地并不一致，所以

综合折算后采暖（或降温）期长的指标偏紧，而采暖（或降温）期短的能耗能够节余一

部分，我们采用按月分配的办法进行核定。但考虑到生产企业规模不同，能耗指标也不

能完全一样，所以给出几种产量下的采暖（或降温）考核指标。具体数值计算时

按 GB50019-2015《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1)

厂房室温按 8℃—10℃考虑，木地板生产对室温没有特殊要求； (2)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等于或低于-20℃的地区，生产车间开启频繁的主要通道大门不可能设置门斗或前室，

且每班开启时间超过 40 分钟时，宜放置空气幕，按规定宜采用双侧送风。根据上面两

条，通过调查确定的采暖指标在有采暖设施的生产车间应进行考核，并作为能耗考核指

标中的一部分。

木地板类产品生产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分级整合指标见表 5。

表 5 木地板类产品生产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分级

单位：kgce/m
2

地板类别 实木地板

分级指标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q1≤2.6 2.6＜q1≤3.05 3.05＜q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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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续表 5

5、各生产企业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影响因素及指标整合

——由于不同产品生产工艺及产品种类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根据企业调研情况及地

板类产品目前能耗数据，进行了以下内容的整合和修订

（1）整合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长度、宽度、厚度修正系数为尺寸修正系数；

（2）修订了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气温修正系数。

——木塑地板产品：

分别进行了产品产量和温度修正系数的整合。

整合后修订系数见表 6，表 7。

地板类别 木塑地板

分级指标要求

室内 室外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q1≤50
50＜q1≤

55

55＜q1≤

60
q1≤70

70＜q1≤

77
77＜q1≤85

地板类别
竹地板（室内外）、竹木复合地板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分级指标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q1≤3.70
3.70＜q1≤

4.50

4.50＜q1≤

6.10

q1≤1.00 1.00＜q1≤

1.20

1.20＜q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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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实木地板和木塑地板修正系数

表 7 竹（竹木复合）地板和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修正系数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通过上网检索等多种方式的查询，目前还没有检索到国外有相关产品的能耗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包括《节约能源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节

地板

种类
实木地板 木塑地板

修正

系数

产量修正 温度修正
工艺修正

产量修正 温度修正
自动线 手动线

10＜M
≤100

150
≤M
＜
200

M
＞
20
0

t≥35；
5≤t＜
20

-25≤t
＜5;
t≤-25

2.05 1.00

M＜
10000

20000
＞M≥
10000

M≥
30000 T＜5 T≥35 20＞T

≥ 5

0.90 1.05 1.1 0.95 0.80 0.90 0.95 1.05 0.90 0.95

注：表中未列出的修正因素和数值要求，均按照基本能耗系数 1.0 计算。

竹地板和竹木复合地板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碳化

处理

平衡

处理
尺寸修正 气温修正 尺寸修正 产量修正 温度修正

1.2 1.4

l≤
610,b
=75，h
≤9

L＞
915,b
=100,
h≥18

5＞t≥
-10;20
≤t≤35

t≥
35

L＜
1200；
b＜

190；h
＜8

1200≤
L≤

1380；
190≤
b≤

200；8
≤ h≤

9

100
＞M

150＞
M ≥
100

200＞
M ≥
150

-25
＞T

5 ＞T
≥

-25；T
≥35

35
＞
T
＞
20

1.05 1.05 0.95 0.9
0 0.90 0.95 0.85 0.90 0.95 0.80 0.90 0.9

5

注：表中未列出的修正因素和数值要求，均按照基本能耗系数 1.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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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节约用电管理办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民用

建筑节能管理规定》、《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中国节能政策技术大纲》以及其

它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本项标准的制定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共计发出征求意见稿200份，回函107份，所收到的107份回函均进行了修订，

并和意见提出单位进行了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

七、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本项标准为了使实木地板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获得最佳秩序，挖掘实木地板生产企

业生产过程中的节能潜力，降低实木地板生产的能耗，提高企业能源管理水平，使生产

企业的能源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达到有效利用并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提高实木地

板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利用率而修订的。是实木地板生产企业共同使用的和重

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并非是涉及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标准，所以建议该标准的性质

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1）该标准迎合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强节能宣传，必须认识到将节

能工作深入持久开展下去的意义，必须在全民大力宣传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

节能意识。因为行为节能比措施节能花钱少、收益大，更为重要。

（2）该项标准的贯彻要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相结合。我国“十

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18％左右，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减少13％。“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比“十三五”期末降

低20％左右的目标，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

必由之路，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3）进一步提高对企业能源标准化工作的认识。为了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率，以

求得企业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的各级领导

应把能源标准化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节能降耗，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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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订企业落实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标准的计划和规划，建立健全企业能源管

理体系，认真贯彻执行已经发布的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标准。

（5）要求企业配置好能源计量、仪器仪表，并按标准规定的规格量程、精度配齐

各种计量仪器仪表。

（6）完成企业能量平衡或主要设备的能量平衡测试，找出能耗薄弱环节，逐步实

行技术改造和节能产品的应用，不断提高能源利用率。

（7）将能源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特别是能耗定额与能源利用率完成情况纳入经

济责任制，与奖惩挂钩。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本标准修订后，现行标准将被取代，建议本标准发布后将现行标准实木地板生

产综合能耗（ LY/T 1703-2007） 、竹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551-2015）、浸渍纸

层压木质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073-2012）、木塑地板生产综合能耗（（LY/T

2919-2017）、实木复合地板（GB/T 23899-2010）等地板类生产综合能耗系列标准整合

部分内容废止。

十、标准水平的自我评价

本次修订在原标准基础上结合国内现状进行了恰当合理的修订，标准起草组做了大

量调研、实验和验证工作，准备充分，征求意见广泛，送审材料规范齐全。该标准内容

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