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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是对美国硬木板材分等规则的简要而透彻的介绍。这套

规则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由新组建的全美硬木板材协会

（NHLA）的前身制定的。如今，NHLA 在全球已经拥有逾 2000 家

会员，这套规则一直是美国硬木工业的国家标准并且成为出口板

材的分等基础。

人们需要了解木材作为天然材料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和缺陷，并

允许这些特征和缺陷在任何具体应用中存在。对经加工的各类

锯材产品分等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判断每块板材的价值和潜

在的用途。

NHLA 分等规则为买卖双方在专业的硬木板材交易中提供了通用的

语言。尽管 NHLA 分等规则是针对美国市场的，但对全球的买家来

说，为了获得所期望的质量等级，还是需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生产商所购板材的等级决定了生产成本和材料利用率。由于等

级是根据板材中无缺陷部分所占的百分比来划分，在计算无缺

陷材比例时，对硬木中许多美丽的天然特征不予考虑。本指南

在对美国 9 种重要硬木品种主要等级的图解中会就这一情况做重

点说明。

在用于生产硬木产品时，板材常被锯解成小块的净划材（面），

而等级就是根据一块板材可锯解的小净划材（面）的尺寸和数量

来评定的。NHLA 分等规则以家具贸易为出发点为制定的，规定了

每一等级中所含净划材（面）、无缺陷材的可计量的百分比。等级

较高的木材能提供长度较长的净划材，普通级的木材则需经过再

次锯解形成短的净划材。

高等级木材包括 FAS、FAS 单面（FAS/1F）和特选级，它们最

适用于生产尺寸较长表面光洁的装饰线条、细木工制品如木门

框、建筑室内装饰材料和家具，这些产品需要使用大量宽幅面

的长板材。

普通级别的木材主要是普 1 级（No. 1C）和普 2A 级（No. 2AC），

它们适用于厨房柜类家具、大部分家具零部件、以及块状和长条

形地板。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二次锯解后的普通级木材同样会获

得到净划材，与高等级木材一致，只不过这种净划材的尺寸规格

较小（短一些或者窄一些）。因此，等级名称只是对板材中净划

材（面）比例的限定，而非代表全部外观质量。

美国温带阔叶林有着辉煌的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是世界上同类资

源中最为丰富的。对普通等级木材尽可能的开发利用会在板材成

本和出材率方面取得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这种努力将有助于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福祉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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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硬木行业采用的 NHLA 分等规则是以英制（英寸和英尺）
单位为基础的。但是，大部分出口市场更熟悉公制。此外，分
等规则没有对板材的宽度和长度做出规定。因此，在下订单
前，双方需对这些标准的选择进行协商。

板尺
板尺（BF） 是量度硬木板材的基本单位。
  一个板尺单位为 1 英尺（长）× 1 英尺（宽）× 1 英寸（厚）。
（1 英尺＝0.305 米，1 英寸＝25.4 毫米）

度量板材板尺的公式是：

每个等级中净划面的比例是以这种 12 进制的量度单位来测算的。

板面量度
板面量度（SM）是指板材的表面积，以平方英尺为单位。它是通
过将板材宽（英寸）和板材长（英尺）的乘积除以12，四舍五入后
取整数得出的。各个等级中规定的净划面的百分比就是根据表面量
度而非板尺数来决定的，并且正因如此，不同厚度的板材的分等方
式是相同的。

度量单位

12

宽度（英寸）×长度（英尺）×厚度（英寸）

=BF

W       x        L       x        D

12

宽度（英寸）× 长度（英尺）
=SM

W        x        L        

板尺

板面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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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量度和板尺的例子：

下图所示的的板材厚 2 英寸，宽 61/4 英寸，长 8 英尺。

因此，板面量度为 4’。

   

将板面量度乘以厚度 2 英寸得 8 个板尺。

出口板材的材积是按照板材的长度和宽度来计算的。宽度不足
或超过 0.5 英寸时都四舍五入取整。当板材宽度正好等于 0.5 
英寸时进位取整或退位取整均可，而当长度不是整数英尺时，
一般退位取整。

例如：一块宽 51/4 英寸、长 81/2 英尺的板材分别计作 5 英寸
和 8 英尺。

12

6 1/4” x 8’
=4 1/6”

4’ x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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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锯材的标准厚度  
粗锯材的标准厚度是以四分之一英寸为单位来表示的。例如：1
英寸＝4/4 英寸。大部分美国硬木板材锯制的厚度在 1 英寸到 2 
英寸之间，虽然也有其它的厚度规格，但数量有限。以下是标准
厚度规格和对应的公制尺寸：

3/4 (3/4” = 19.0mm)
4/4 (1” = 25.4mm)
5/4 (1 1/4” = 31.8mm)
6/4 (1 1/2” = 38.1mm)

表面刨光板材的标准厚度
当粗锯板材刨光加工到规定厚度，对于木材表面原来存在的缺
陷，诸如开裂、变色以及翘曲等，如果可以在刨光工序中被去
除，在评定等级时可忽略不计。厚度小于 11/2 英寸的板材的最终
厚度可由板材名义厚度减去 3/16 英寸算得，对厚度大于等于 13/4 
英寸的板材，最终厚度则要减去 1/4 英寸计。

窑干材的测算
净材积：是指经过干燥后的窑干材的实际板尺量。

毛材积或湿材积：木材窑干之前的实际板尺量。当窑干材以这种
方式出售时，用户必须考虑到在木材干燥过程中产生的干缩，会
有约7%的板尺损失量。

窑干材的检验
本指南所述的最小宽度和厚度根据湿材或气干板材计算。NHLA 
规则列出的标准窑干规则包括窑干后的干缩裕量，这些是：

厚度规格在 3/8 英寸至 1 3/4 英寸之间的粗窑干材损失 1/16 英
寸名义厚度；厚度规格大于 2 英寸的粗窑干材损失 1/8 英寸。
所有等级所述的最小宽度损失 1/4 英寸宽度。 

材堆的板尺估算
对于一块板材，板尺的计算是板材的表面积乘以板厚。对于一垛
板材而言，估算方法也基本相同。首先计算一层板材的板面量
度： 方法是将材堆宽度减去各块板之间的空隙，乘以材堆长后除
以12。如果板材长短不一，则取平均值。只要估算出一层板材的
板尺量，乘以总的层数就是材堆的板尺数。

8/4 (2” = 50.8mm)
10/4 (2 1/2” = 63.5mm)
12/4 (3” = 76.2mm)
16/4 (4” = 10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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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材堆平均宽 40 英寸
(全部为板材、酌减各块板之间的空隙)

一层的板面量度

一层的板尺（板面量度乘以厚度）       33.33 x 2” =66.66

材堆板尺（乘以层数）      66.66 x 10 = 666.67

材堆估算板尺 = 667 BF 板尺

换算系数

12

400
40” x 10’ =         =33.33

1m3

1m3

1,000BF (1MBF)

1m

1”

35.315 立方英尺（cu.ft）

424板英尺（BF）

2.36立方米（m3）

3.281 英尺 （ft）

25.4 毫米（mm）

温馨提示：

1. 粗锯材的标准厚度是以四分之一英寸为单位来表示的。

2. 对于木材表面原来存在的缺陷，诸如开裂、变色以及翘曲
等，如果可以在刨光工序中被去除，在评定等级时可忽略不
计。

3. 如果以毛材积购买窑干材，用户必须考虑到会有约7%的板
尺损失量。

x1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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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FAS等级的原意是从原来“一等和二等”这一等级中演变过来的，

是指能提供较长净划面的木材。这一级的木材最适用于高档家具、

室内装饰细木工和实木线条。板面的最小尺寸是宽度大于或等于 6 

英寸、长度大于或等于 8 英尺。FAS 等级包括净划面出材率（占整

个外表面面积）831/3%（10/12ths）到 100% 的一系列板材。净划面

的最小规格应为 3 英寸宽 7 英尺长或 4 英寸宽 5 英尺长。板材

中净划面的数量因板材规格而异，大部分板材允许的数量是 1 至 2 块。

根据材种的不同和是否经过窑干处理，板材长宽的最小标准会有变

化。 

板材的两个表面均需满足 FAS 等级的最低要求。

等级

注： 较差板面上净划面出材率至少为 831/3%。

FAS 单面（F1F）
这一等级的木材通常和 FAS 等级混装。板材较好的一面必须满足 

FAS 等级的所有要求，而较差面要满足普 1 级中的所有要求，这样

才能保证买家获得至少有一面是 FAS 等级的板材。FAS 单面没有标

准的装运比例，根据供应商和装运的不同有所差异。如果关心装运

数量，请咨询供应商。

特选级（Selects）
除了对板面最小规格要求不同外，这一等级的板材实际上和 FAS 单

面等级大体相同。特选级允许板材的宽度大于等于 4 英寸、长度大于

等于 6 英尺，一般多产自美国北部地区，并且和 FAS 等级混装。通

常高等级的出口木材就是指 FAS 等级。美国硬木行业常规做法是将

这些高等级的板材以一定的方式混装运输。买家通过和供应商的紧密

合作会确保获得预期质量的货物。但无论 FAS 等级是和 FAS 单面还

是和特选级进行混装，所有板材至少有一面达到 FAS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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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1 级（No. 1C）：  
普 1 级适合于生产美国橱柜类标准尺寸的门板，因此在美国通常又被

称为橱柜级。也正是这个原因，普 1 级木材被广泛地应用于家具零部

件的生产。普 1 级中最小板面的规格是 3 英寸宽 4 英尺长，净划面

比例是 662/3%（8/12ths）至 FAS 级的最小比例 831/3%（达不到 FAS 

级）。最小净划面的尺寸为 3 英寸宽 3 英尺长和 4 英寸宽 2 英尺

长。净划面数根据板材的尺寸而定。

板材两面必须满足普 1 级的最低要求。

注： 如果板材中较好的面达到 FAS 级标准而较差面达到普 1 级，

还有可能被列为 FAS 单面或特选级。

温馨提示：

1. FAS 等级是指能提供较长净划面的木材。这一级的木材最适
用于高档家具、室内装饰细木工和实木线条。

2. 板材较好的一面必须满足 FAS 等级的所有要求，而较差面
要满足普 1 级中的所有要求。

3. 除了板面最小尺寸是宽度大于等于 4 英寸、长度大于等于 6 
英尺外，特选级实际上和 FAS 单面等级大体相同。

4. 普 1 级包括最小宽度 3 英寸、长度 4 英尺的板面。最小净划
面的尺寸为 3 英寸宽 3 英尺长和 4 英寸宽 2 英尺长。



普 2A 级（No. 2AC）： 

普 2A 级常归为经济级，因为该等级木材的价格和适用性可使其作

为较多各类的家具零部件的材料，该等级的木材也是美国硬木地板

经常选用的材料。普 2A 级中最小的板面规格是 3 英寸宽 4 英尺

长，净划面的出材率的比例范围是 50%（6/12ths）至普 1 级的 662/3%

（达不到普 1级）。最小允许净划面的尺寸是 3 英寸宽 2 英尺长，

数量因板面大小而异。如果最差面达到普 2A 级的最低要求，较好

面所属的等级就无关紧要了。

普 2B 级（No. 2BC）
除了所有净划面需要达到完好无损的标准外，普 2B 级的要求与普 

2A 级相同。

普 2 级结合了普 2A 级和普 2B 级，但没有规定任何等级的混装比例。

这些标准的分等规则构成了美国硬木贸易的基本框架。不过重要的

一点是：在买卖双方之间允许甚至鼓励有与这些规则例外的情况。

读者可参阅 NHLA 的《硬木和柏属木材测量及检查规则》（Rules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Inspection of Hardwoods and Cypress）获

取对 NHLA 分等规则的全面了解。

注： 如果板材中较好的面达到 FAS 级标准而较差面达到普 1 级，

还有可能被列为 FAS 单面或特选级。

注： 如果板材中较好的面达到 FAS 级标准而较差面达到普 1 级，

还有可能被列为 FAS 单面或特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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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 如果最差面达到普 2A 级的最低要求，较好面所属
的等级就无关紧要了。



以下几页描述了美国硬木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些是特定材种本身固有

的特征，另一些是为一般材种所共有的。这些特征是木材自然生成的

或是在干燥过程中形成的。正如前文所述，等级是根据板面上无缺陷

的净划面的百分比来决定的。

NHLA分等规则中允许以下特征在所有等级木材中列入净划面部分，

不视为缺陷。

特征

备注：尽管 NHLA 分等规则没有把这些特征看做标准等级划分中的

缺陷，但对于个别的树种来说还是有限量要求的。

例如：对于硬枫和白腊木，边材部分（白色）所占比例

大，心材少，板材就越好。而对诸如樱桃木、橡木和胡桃

木这样的材种，情况则刚好相反。买家最好不仅要了解每

种树种，还要熟悉它们在美国的生长地。气候、土壤和丘

陵、峡谷这样的生长条件都在树木的生长过程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正如前文所述，NHLA 分等规则只是进行贸易活动

的基本构架。

关 于 各 种 木 材 特 征 的 更 多 资 料 ， 可 访 问 网 站 

americanhardwood.org，并参阅 AHEC 的技术刊物。

心材与边材

心材是成熟的木材部分，通常色

泽较暗，范围从边材一直到髓

心。边材色泽较浅，是从树皮到

心材之间的木质部分。

树瘤

不含节疤的呈涡状或扭曲纹理的

木纹。

树胶条痕

仅存于樱桃木中，自然生成的类

似于矿物条痕。

矿物条痕

从橄榄绿到深棕色各类有色条

痕，通常与纹理走向一致。

草虫斑

无规则的类似于矿物条痕的斑

点，常见于白腊木。

隔条污迹

干燥过程中木材与隔条接触在板

面上留下的污迹，可通过表面刨

削去除。

09美国阔叶木板材分等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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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皮

由于树皮的嵌入导致木材纹理扭

曲。

纵裂

由于快速干燥或干燥不当造成的

沿着板材长度方向的表面开裂。

腐烂或腐朽

真菌引起的木质降解，初始特征

是边材的变色。

朽节

先前枝丫的基部，有髓心，区域

呈环状。有些情况下，这部分木

质已经脱落。

缺陷

鸟啄纹

由于鸟啄而引起的纹理污点，有

时含有内生树皮。山核桃木和榆

木是例外。

健全节（生节）

节疤端面牢固地与板材表面相

连，未有腐烂迹象。

隔条变色

通常呈灰色，是由木材干燥时使

用隔条造成的。

虫眼

木材虫眼的尺寸从 1/16  英寸到大

于 1/4 英寸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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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

木材干燥过程中沿纵向产生的木

材裂隙。

轮裂

生长轮之间的裂隙。

弧边（缺边）

由于树干或原木的截面呈圆形而

造成的板材边部带有树皮或缺

角。

髓心

树干心部质地柔软的木心。

大虫眼

大于 1/4 英寸的洞。

备注：以下缺陷被视为完好，允许出现在普 2B 级的净划面中：鸟啄

纹、健全节（生节）、隔条变色、虫眼。



白腊木属，包括 Fraxinus americana

其它名称： 北方白腊木、南方白腊木

美国白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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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1C

No. 2AC



Prunus serotina

其它名称： 美国黑樱桃木

美国樱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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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1C

No. 2AC



Carya spp

其它名称： 在南方常被称为山核桃

美国山核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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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1C

No. 2AC

No. 2BC



Acer saccharum, Acer nigrum

其它名称： 糖枫、黑枫

美国硬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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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1C

No. 2AC



Acer rubrum, Acer saccharinum

其它名称： 红枫、银枫

美国软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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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2BC

No. 1C

No. 2AC



栎属，主要是红栎树

其它名称： 北方红橡、南方红橡

美国红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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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1C

No. 2AC



栎属，主要是白栎树

其它名称： 北方白橡、南方白橡

美国白橡

18 美国阔叶木板材分等概要

FAS

No. 1C

No. 2AC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其它名称： 美国黄杨、美国白杨、金丝白木；勿与欧洲白杨或

中国白杨混淆

美国鹅掌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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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2AC

No. 1C



美国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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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lans nigra

其它名称： 黑胡桃木

FAS

No. 1C

No. 2AC

No. 2BC



NHLA 分等规则标准以外的地域因素等级

NHLA 分等规则包括了美国生长的大部分硬木商品材。以下是关于

各材种和颜色分等的简短概要，可依此向美国供应商求购。

美国赤桦木

赤桦木仅生长在靠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区，处于广阔的针叶材带

（如花旗松和松木）之间，是该地区中最重要的硬木商用材。

赤桦木的分等规则更针对于其最终用途和表面外观。赤桦木根

据 NHLA《硬木和柏属木材测量及检查规则》制定的《NHLA 太

平洋赤桦木规则》进行等级划分。这些规则是根据美国西海岸

的情况、以当地木材生产商和出口商为着眼点来制定的。

等级划分关键之处包括按照标准 NHLA 分等规则规定的较好面

而非较差面进行等级划分；针节被视为特征而非缺陷。主要等

级包括高级（特选级和较好级）、橱柜级（普 1 级）以及构架

级（普 2 级），与标准 NHLA 分等所采用的相同。特殊橱柜级

木材出售时一般要经过表面刨光并通常被锯截到特定的长度和

宽度。关于赤桦木分等和其制品的更多详细说明可向您当地的

供应商咨询。

美国胡桃木

胡桃木被认为是美国硬木品种中的精品，在制作高档家具、室内

装饰材料和枪托的深色木材中，它是最受欢迎的。胡桃木零星分

布于美国东半部，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为了鼓励人们更好地

利用这种珍贵的树种，胡桃木的 FAS 分等规则作了改进和完善。

正因如此，胡桃木 FAS 等级允许在长度和宽度上比标准规定小一

些。同时对天然特征的限制也比 NHLA 分等规则对其它树种的同

类规定要宽松。详细说明可参照 NHLA 分等手册。您可向当地的

供应商咨询胡桃木的等级和制品情况。

附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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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 美国赤桦木使用较好面而非较差面进行等级
划分。

2. 美国胡桃木分等规则允许在长度和宽度上比
标准规定小一些。



除了通过等级或特定的宽度来挑选木材外，各类材种在出售时还会

因颜色使其增值。重要的一点说明是，这里的颜色是指边材和心材

的颜色。 

1 等和 2 等白色

颜色选择通常应用于硬枫，但对于其它的材种，例如白腊木、桦木

和软枫等，如需要净划材是边材颜色（白色），颜色选择也适用。

“1 等白色”是指净划材两面和两边必须全部为边材颜色（白色）。

“2 等白色”是指净划材的一个板面和两边必须是边材颜色（白色），

而且另一面上边材颜色（白色）比例不得少于 50%。

边材等级及更优等级

这一等级是指只要有一面为边材颜色（白色）的商品材，通常适

用于 1 等和 2 等白色规则中制定的这些材种，当然要求要低一些。

在“边材等级及更优等级”中，每块板材上净划材必须要至少有一

面是边材颜色（白色）。 

单面红色等级及更优等级

这一等级是指至少有一面为心材颜色（红色）的商品材。这一等级

适用于樱桃木、橡木、胡桃木、桉木以及特定用途的桦木和枫木。

生产商对这一等级板材的要求是：所有净划材至少有一面是心材颜

色（红色）。

美国硬木生产商在挑选特定长度、宽度甚至纹理的木材时，还有很

多种其它的选择权。如果个别的生产商和买家能对这些选择彼此认

可，可以对本指南中的标准规定作相应修改，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这也会有助于提高原木出材率，从而保证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还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并提高供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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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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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划面定义

无腐朽、髓心、轮裂、弧边（缺边）的划面。纹理不予考虑。它许可

健全节（生节）、鸟啄纹、变色、条痕或同等条痕、对划材强度不产

生实质性影响的干燥纵裂、小虫眼等。允许大于等于 1/4 英寸的其他孔

眼，但受以下限制： 小于 12 单位的每个划面平均直径一个 1/4 英寸；

每 12 单位以及仅划面单面上两个 1/4 英寸或一个 1/2 英寸。 

决定板材等级的步骤

1. 判别材种。

2. 计算板面量度（SM）。

3. 选择板材的差面。

4. 计算该差面的净材百分比。

5. 如果板材的差面是普 1 级，就要看板材的较好面
是否满足 FAS 级，如是，即可定为 FAS 单面或
特选级。

6. 木材等级确定后，再看其它特征，如边心材是否
有专门的颜色分类。

7. 根据买卖双方的具体要求将板材分类堆垛。



 

美国硬木板材等级总表

最小板面规格

最小划面规格

最小出材率

计算净划面
数量的公式

6英寸×8英尺

板面量度×10
83 

1/3%

板面量度

4

4英寸×5英尺
3英寸×7英尺

FAS 级

分等材种与 FAS 
相同

板材最好面必须达到 FAS 等级

板材的差面必须达到普 1 级

4英寸×6英尺

 
板面量度×6
50%

 
板面量度×8
66 

2/3%

FAS 单面 特选级 普 1 级 普 2A 级和
普 2B 级

板面量度 

2

板面量度 + 1

3

4英寸×2英尺
3英寸×3英尺

3英寸×2英尺

3英寸×4英尺 3英寸×4英尺

注：

• 这张表总结了对标准等级的主要要求。要获得全部资料，请参照 

NHLA 规则手册中相应的部分。

• 对于窑干板材，在各等级规定的最小板面规格的基础上，允许有 
1/2英寸的干缩量。

• 普 2A 级要求有净划面。

• 普 2B 级是实用等级，要求划面结构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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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经由制定和保存美国硬木板材分等标准的全美硬木板材

协会（NHLA）汇总。内含资料总结了大部分商用等级，并提供

说明，指导出口市场的买家。完整的 NHLA 规则手册副本以及

这些分等规则相关的商业问题指南均可向 NHLA 索取。

www.nhla.com

如需详细的美国硬木材种、产品、分等和应用技术资料，请访问

网站 www.americanhardwood.org，您也可以在该网站下载或订

购其他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出版物。

敬请关注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



americanhardwoo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