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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东部的阔叶木森林中，生长着品种繁多的温带阔叶木树

种。自20世纪以来，这些阔叶木林就以商业及非商业的用途得

到管理。

美国阔叶木工业可以追溯到欧洲的第一批移民，他们有着加工
北美硬木的丰富经验。美国的阔叶木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北
起缅因州，南至墨西哥湾，西至密西西比河谷。美国的温带阔
叶木树种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多。

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像美国一样在阔叶林的可持续性方面取得这
样的成功。由于深入细致地贯彻《最佳管理作业(BMP)》，美国
的阔叶木森林支撑了木材充满活力的健康生长，也保持了大量
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洁净的河流和小溪，提供了许多休
闲活动的场所。在过去的90年里，随着森林管理、州和联邦法
规的改善，以及对植树造林的进一步了解和公众保护森林的愿
望，使得美国阔叶木资源得到了显著的恢复和再生。

依托于这种资源的美国阔叶木锯切和加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阔
叶木锯材制造商，近年来，美国大幅增加了出口，而且通过对
其森林的严谨管理，美国每年阔叶木的生长量超过了采伐量，
确保了可靠的长期供应。随着世界面临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
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天然和丰富的材料是关键，自1953年
以来，美国森林的储量增长了一倍多。

它们的实用性和特征因产地而异，但每一种美国阔叶木的生长
速度都远远超过采伐速度。鲜有其他国家在阔叶木森林在可持
续性方面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经过采伐和机器加工后的美国阔叶木呈现出多样化的颜色、纹
理和特征。其中有较深暖色调的红橡木、樱桃木和赤桦，也有
较浅色的枫木、鹅掌楸木和白蜡木。这里的大多数树种均具有
广泛的用途，从高档家具到工业级结构板材。

北部地区
冬季长，夏季短。特别适合生长缓慢，纹理紧密的
硬木，如：枫木和桦木。

中部地区
夏季热，冬季冷。特别适合如胡桃木，核桃木和
白橡的生长。

太平洋沿岸的
西北地区

海洋性气候。在地理上区别于生长主要阔叶木的东部
地区，赤桦和太平洋沿岸/大叶枫就生长在该地区。

南部地区
冬季短，夏季炎热且长。出产快速生长的大直径树种，
如鹅掌楸木，糖桉和白蜡木。

阿巴拉契亚
地区

由于海拔和维度不同，气候多变。大多数阔叶木在这里
生长茂盛，是樱桃木生长的聚集地。

注 – 许多美国阔叶木树种，如白蜡木、鹅掌楸木、软枫、红橡和白橡的生长地区
穿越北部、中部、南部和阿巴拉契亚地区。但由于气候、土壤类型和海拔高度的
变化，木材在颜色、纹理和其它物理性质上有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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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美国阔叶木

木材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材料，本指南內显示的美国阔叶木因
树种不同，其在外观、特征和表现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即便是
同一个树种，也会因为气候、土壤、海拔高度以及森林管理等
原因而产生区域差异。这个令人兴奋的调色板给设计创意提供
了良机，但是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合适的树种至关重要。我们
认为这些指导原则虽然不是详尽无遗，但却是采购美国阔叶木
时首选考察事项，以确保您选择的树种适合特定的应用。 

属性

美国阔叶木树种的特征和操作属性有很多信息资源，这些知识
是值得去掌握的，避免在加工过程中犯错误。例如，橡木是非
常坚硬的，核桃木很难用作地板材料，而其它品种则不然。有
些树种在不同的湿度条件下更易发生变形的影响。

颜色变化

外观或美学是美国阔叶木最具吸引力的特征之一，因此在选择
木材之前，需要考虑其颜色、纹理和精加工。例如，杨木很难
像樱桃木那样被精加工。大多数的美国阔叶木树种存在天然的
颜色变化，如：心材和边材的色差或矿物质条纹。还要注意，
有些树种在阳光下久晒会变色。一般来说，樱桃木和鹅掌楸木
等颜色较浅的木材会变暗，而胡桃木等较深的木材则会变亮。

区域差异

即使同一个树种，也可能会因生长地点、气候、生长季节的长
度及海拔高度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美国出口商和他们的海外进
口商可以帮助解释这些差异。例如，北方的白蜡木或橡木可能
与南方的橡木和白蜡木存在较大差异。在同一地区采购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小这些差异。

差异

与地区差异一样，在同一地区生长的同一种树种之间，其边材
和心材的总量上经常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一些树种中表现极
小（如橡树），但在某些树种（如柳木）中则非常明显。就美
国的鹅掌楸木（在美国又名黄杨）而言，同一块原木上锯下来
的木块有可能因直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亚种

这是一种“同中有异”的情况。一些美国阔叶木可分为许多种
类。例如，市面上有大约8种红橡木和8种白橡木，虽然它们
通常是相同的，并且都作为红橡木和白橡木出售，但可能存在
细微差异。例如，有些红橡树生长速度较快，它们的纹理会更
粗，这些差异也受到原产地的影响。

规格限制

了解指定树种在长度、宽度、厚度、干燥收缩率及品质可用性
方面的实际限制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树木长成后的大小首先取
决于其生长的森林；鹅掌楸木是最高的树种之一，而胡桃木通
常要矮小很多，这些都会影响到可用板材的规格。树木采伐
后，锯木厂会将其切割成长度不超过16英尺（4.8米）的原木，
并且许多品种的板材切割宽度都不能超过12英寸（300毫米）。
请切记，FAS等级（参考99页的术语表）的胡桃木在长度达到
25英尺时便会出现瑕疵。空气干燥(AD)或是窑干(KD)可让锯材
的水分含量(MC)达到既定要求。大部分的阔叶木板材用于制作
薄板材，如25毫米和32毫米（制作时以英尺和英寸为单位，分
别表示为4/4英寸和5/4英寸），虽然某些树种也可制作较厚的
板材，但体积可能因此受到限制。

等级

如果您直接从美国或经销商处采购美国阔叶木板材，那么，了
解NHLA（全美硬木板材协会）的分等规则是绝对必要的，能帮
您决定某种板材针对于某类特定产品的出材率，避免买多或买
少。例如，家具制造商可通过购买普1级“家具类”板材或等级
更低的板材获得卓越的出材率，而细木工和门类制造商则可能
需要购买长度更长、瑕疵更少的FAS级板材。决定成本的不仅是
价格，还包括出材率。等级可由供应商通过协商修改。

与锯材相比，胶合板生产商倾向于根据客户要求设置自己的等
级，分为面板级、家具级和基材级。

以木会友

最后，我们建议您最好咨询木材供应商，听听他们的看法，
让他们了解您的需求，无论是美国的直接出口商还是国内
分销商。这些公司分销原材料，或者根据建筑师、设计师
或最终用户的要求生产组件或成品。区域贸易协会、联合
会和技术类木材机构可为美国阔叶木贸易和制造公司提供
当地市场准入许可。可登陆官方网站ahec-china.org或
americanhardwood.org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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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阔叶木的
可持续性

综述

美国的阔叶木是合法的，可持续的，对环境的影响低。我们知

道这点是因为：

• 2008年，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委托Seneca Creek联合公
司对美国阔叶木出口的合法采伐和可持续性进行评估，并于
2017年全面审查和更新。结果显示，任何非法木材进入美国
阔叶木供应链的风险不到1%。

• 美国林业局森林调查和分析(FIA)项目显示，1953年至2017
年，美国阔叶木生长量从52亿立方米增加到120亿立方米，
增幅超过130%。

• 持续进行的科学生命周期评估工作表明，美国阔叶木在运往
世界任何国家时所储存的碳几乎总是超过因提取、加工和运
输时相关的碳排放量。

利用这些和其他独立来源，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开发了在线
系统，让美国阔叶木出口商将每批产品交付到世界任何市场
时，能够提供全面的美国阔叶木环境概况(AHEP)。

在americanhardwood.org网上，您可以使用这些在线工
具，更详细地探索美国阔叶木的环境概况。

• 交互式森林地图遍及整个美国的州和城市，为各个阔叶木树
种提供关于森林体积、生长和采伐的详细信息。

• 生命周期评估工具提供了碳足迹、森林生长时间、酸化和富
营养化等环境影响数据，包括各个阔叶木树种和板材厚度以
及各种运输方案。

合法性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的主要责任之一是确保合法砍伐的美国
阔叶木的价值和声誉在全球市场上不会遭到非法竞争对手的破
坏。美国阔叶木行业支持通过立法来禁止非法砍伐的木材贸
易，并提供工具来证明任何美国阔叶木的非法砍伐风险是非常
小的。

独立研究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委托Seneca Creek联合会开展了“美国
阔叶木出口合法砍伐及可持续性评估”，评估报告中详细介绍
了联邦、州和地方性法律在美国阔叶木出产州的范围、效力和
执行情况。Seneca Creek 的这项研究于2008年首次被委托进
行，并于2017年进行了同行评审和全面修订。

Seneca Creek调查显示，任何非法木材进入美国阔叶木供应链
的风险均低于1%。这乃是明确严格的财产权、家族世代森林所
有权、遵纪守法的文化、以及强大的民间团队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7年的 Seneca Creek 调研的结论:“联邦和州法律法规的
安全网、资源评估、森林和野生动物行动计划、最佳管理实践
(bmp)、专业伐木培训、森林健康监测和保护、保护项目、技
术援助、扩大服务范围和成本分担激励计划，有效地协助家族
森林所有者实现法律和法规合规性，扩大森林工作者的专业素
质，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总体而言，联邦和各州的森
林项目有助于确保可持续和合法的阔叶木供应。”

2018年，一个独立专家评审小组评估了2017年更新版Seneca 
Creek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专家组得出结论:“Seneca Creek
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可重复、可辩护的风险分析，表明来自
非法或不可持续来源的木材风险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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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

作为美国阔叶木联合会成员，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是2008年5月
颁布实施的《美国莱西法案修正案》的主要支持者。该法案规
定，在美国境内以违反任何相关国外或国内法律规定的方式“
拥有、运输或出售”任何植物（不包括农作物，但包括木材及
其衍生产品）均构成犯罪。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还密切参与并全力支持欧盟于2013年3月
3日颁布实施的《欧盟木材法规》(EUTR)。该法规强制要求欧盟
市场上的“直营”林产品公司必须开展“尽职调查制度”，以
评估并降低非法木材进入供应链的风险。目前，澳大利亚、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挪威都以颁布实施了类似法律，包括日
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国家也正在考虑颁布实施类似法律。

工具

为帮助美国阔叶木采购商遵守欧盟木材法规和类似法律，美国
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开发了在线系统，以支持美国阔叶木出口商
为发往世界任何市场的每批硬木创建“美国阔叶木环境形象系
统” (AHEP)。

每个 AHEP均符合欧盟木材法规要求，并严格遵循《欧盟木材法
规之欧盟指导文件》。AHEP针对每一批货物提供相关信息，包
括美国供货商名称、产品说明、木材数量、树种的商业和科学
名称、砍伐地点和说明非法砍伐风险的文件及其他环境影响的
数据等。

尽管欧盟木材法规法律严格要求进口商执行尽职调查义务，美
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仍为其会员制定了“欧盟木材法规指南”
和“澳大利亚非法砍伐禁止法案指南”，以确保美国阔叶木出
口商充分了解法律义务，为其海外客户更好地提供帮助。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的交互式森林地图显示了
国家、州和县级树种的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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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尽管森林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其物种组成将随时间推移而
变化，但美国联邦政府定期进行的森林资源清查显示，美国森
林中几乎所有的商用阔叶木数量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并且这种
增长几乎覆盖美国阔叶木森林。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的统计数据：

• 1953至2017年期间，美国阔叶木的立木蓄积量从52亿立方米
增加到120亿立方米，增幅超过130%。

• 美国阔叶木森林趋于成熟，越来越多的树木在砍伐前都能长
到规定尺寸。1953至2017年期间，直径48厘米以上的阔叶木
数量从7.3亿立方米增加到28亿立方米，增幅高达四倍。成熟
的阔叶树比例从1953年的14%上升到2017年的24%。

• 美国阔叶木森林和硬木软木混合型森林的总面积从1953年的
9,900万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1.11亿公顷，平均每年28万公
顷 - 这相当于在64年的时间里，每90秒增加一个足球场大小
的面积。

所有权

美国阔叶木森林的迅速扩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主要由私人和
家庭所拥有，而这些拥有者通常不以生产木材或盈利为主要动
机。

2016年砍伐的所有阔叶木中，89%来自私有森林，仅有11%来自
共有森林。占到2016年美国阔叶木砍伐量98%的东部各州，生
活着975万个私家森林业主，人均拥有15公顷森林。这些私有森
林中仅有5%归企业所有，平均面积仅为133公顷。

美国林业局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国家林地业主调查显示，私有森
林的主要目的是享受森林带来的美丽和静谧，以及保护野生动
植物和大自然。

管理

美国阔叶木森林的拥有者通常会延长林木的轮作期，并且通常
会在每片林地中选择性地砍伐少量树木，而不是大量砍伐。此
外，树木被砍伐之后，林业主通常会选择让其依赖美国肥沃的
森林土壤自然重生。2017年，天然森林占到美国阔叶木森林和
硬木软木混合型森林面积的97%，种植园仅占到3%。即使在种
植园中，林业主也不会使用非天然的“外来树种”或基因来改
造树种。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的交互森林地图提供了更多美国各州县
的阔叶木森林数量、生长和砍伐情况的详细信息。

整个美国大陆的森林生长量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的生命周期评估工具
可以显示每个树种的八个环境影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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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 一般来说，红橡木的边材为浅棕色，心材通常是粉红棕色。
边材与心材的色泽差别很大。红橡木通常为直纹，木材结构
粗。

• 木材具有延髓射线 – 这是所有真正橡树的特征，红橡木比白
橡要小。其木材多孔，这一点从末端纹理中轻松可见，因此
不适合制作红酒桶。

美国红橡木是美国阔叶木森林的主要树种，具
有独特的纹理，木材并不总是呈红色。其名字
来 源 于 秋 天 树 叶 的 颜 色 。 红 橡 木 的 销 售 可
按“北部”、“南部”和“阿巴拉契亚”地区
分类出售。美国红橡树有多个商用树种。

美国红橡木 学名

Quercus 树种，又称 Quercus rubra

其它名称

北方红橡木，南方红橡木

由Jasper Morrison工作室为Tristram Hunt创作的“河豚”，
是Victoria & Albert博物馆院作为遗产 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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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率为

1.04秒

1.04秒就能生长出1立方米的美国红橡木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美国红橡木相对重量而言具有非常好的整体强度。木材
硬度和比重很大，弯曲强度和刚性中等，断裂强度高。
该木材具有出色的蒸汽弯曲性能。因为很坚硬，所以干
燥时很稳定，易于染色和抛光，是制作家具和地板的理
想选择。

欲 了 解 有 关 美 国 鹅 掌 楸 木 机 械 属 性 和 它 在 建 筑 上 潜
力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浏 览 网 站a h e c - c h i n a . o r g 或
americanhardwood.org。

0.63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705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0.8%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98.599 MPa
断裂模量

12,549 MPa
弹性模量

46.610 MPa
压缩强度（顺纹）

5,738 N
硬度

D40
欧洲结构规范5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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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Terence Woodgate为Alex Beard创作的
“二重奏”，在皇家歌剧院作为遗产项目的一部分

由Hopkins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耶鲁森林 学院

由Sergio Rodríguez Casado设计的“芭蕾舞女”，
作为Toca Madera 项目的一部分

由Amanda Levete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木材波”

由RIVA 1920设计的华尔街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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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红橡木森林体积
2.6 (十亿)

美国森林体积
14.6 (十亿)

淨產量
28.7m

生長
60.6m

採伐
31.9m

木材可用性

美国红橡木随处可见等级和尺寸各异的锯材和单板。较厚的板
材10/4"(63.5mm）和12/4"(76.2mm)可从专业供应商处购买，
供货量相对较少，但4/4" (25.4mm)到8/4" (50.8mm)的板材在
阔叶木行业中却是十分常见的。在北方，由于生长季节较短，
边材的数量往往少于生长速度更快并且纹理和质地更粗糙的南
方。红橡木在销售时可能会区分“北部”和“南部”，但这种
按生长地点分类的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不足以体现红橡木之间
的特征差异。

森林体积

森

森林分布

红橡树自然生长，几乎全部产自北美，尽管在其它地区也有种
植。红橡树广泛分布在美国东部的大部分混合阔叶木森林中。
红橡树很高，有许多亚种，均归属于红橡类；红橡树从北向南
生长，生长在高山和低地上的红橡树具有不同特征。

然而，红橡树之间根据生长地点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尤其
是在生长速度较慢的北部和较快的南部。红橡树无论是内销还
是出口均被认为是高度可持续的，并且作为最大的树种，红橡
树比白橡树的树种更为丰富。

加工性能

虽然建议预钻孔，但红橡木板材对机械加工性能良好，对普通铁
钉和螺丝钉的耐受性都不错。红橡木胶合性能良好，可通过染色
和抛光获得极为光洁的表面。多孔特征令红橡木能够吸收所有的
药剂。该木材应缓慢干燥，以尽量避免性能降级，但其收缩率
高，在潮湿条件下容易回缩，从而影响性能。该木材对心材腐烂
稍有耐受力，防腐剂处理比较容易进行。这使得红橡木适合热处
理（参考54页）。

主要用途

这个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可持续管理的树种拥有良好的环保资
质，是许多出口市场中的主要树种。该木材的主要用途是制作家
具、地板、门、建筑细木工、木线条和橱柜，也可用于某些建筑
领域，如胶合层积材。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红橡木的现存量
为26.2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7.9%。美国红
橡木年增加6,06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3,19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2,870万立方米。除德克萨斯州之外，美国
红橡木在美国所有其他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森林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30K 30K-60K 60K-90K 90K-120K 120K-150K 150K-180K >180K

0 200K

    
装饰板 地板 家具 门板 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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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位于伦敦市的欧洲总部是一个大型展示项目，由诺

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本人领导的福斯特建筑

事务所团队设计。整个建筑中使用了超过40,000平方米

的美国红橡木。

“ 漩 涡 ” 是 总 部 大 门 处 一 个 引 人 注 目 的 双 层 高 空
间。6000块独特的红橡木面板组装在一起，仿佛一幅
大型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亦不能拼错。毗邻建筑礼
堂的多功能区空间灵活，可举行会议和演讲。美国红橡
木以胶合木的形式使用，包括标志性的鱼鳍般的外墙元
素。地板采用创新设计，不会产生任何脚步声。每片红
橡木地板都有一条沿其长度延伸的磁条，吸在底下的金
属防静电地板上，因此每块木板都可以轻松抬起及复
位。

“如今，企业往往希望他们的建筑富有不同个性，并给
予工作于其中的人们更多回应。木材在这两方面都表
现得十分出色。它营造温暖感，让人们对身边环境的
感受变得更好。尽管每座建筑物都是客户与建筑师对话
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希望用到更多的美国
红橡木。彭博非常喜欢最终呈现的作品，我们也是如
此。” Foster + Partners合伙人迈克尔·琼斯（Michael 
Jones）表示。

由FO
STER + PA

RTN
ERS

建
筑
事
务
所
设
计
的
彭
博
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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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美国鹅掌楸木的纹理特征不如白蜡木和橡木那般明显，特征上
与枫木更像，但颜色更深。然而，美国鹅掌楸木的边材和心材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边材是乳白色的，心材从淡黄色到棕色不
等，极端情况下甚至从绿色变为紫色。在紫外线照射下，木材
颜色会逐渐变暗，绿色会变成褐色。美国鹅掌楸木呈直纹，结
构较为细腻。

商用的美国鹅掌楸木是来自美国阔叶木森林产
量最高的阔叶木树种之一，也是北美特有的树
种，冰河时代晚期已在欧洲绝种。

美国鹅掌楸木 学名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其它名称

黄杨，鹅掌楸，加那利白杨木；请勿与欧洲杨树或
中国杨树相混淆

由dRMM建筑事务所设计的Maggie’s Aldham的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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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率为

1.82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鹅掌楸木需1.82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美国鹅掌楸木相对比重而言具有极高的整体强度，使其
非常适用于结构应用，如胶合层压梁和交叉层积材(CLT)
。该木材具有相对较低的密度，较高的弯曲度、抗冲击
韧性和刚度，但压缩度和硬度较低。该木材具有中等蒸
汽弯曲性能，完全干燥后若不在潮湿条件使用，性能非
常稳定。该木材容易抛光和着色，因此非常适用于制作
家具。

欲 了 解 有 关 美 国 鹅 掌 楸 木 机 械 属 性 和 它 在 建 筑 上 潜
力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浏 览 网 站a h e c - c h i n a . o r g 或 
americanhardwood.org。

0.42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449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9.8%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69.640 MPa
断裂模量

10,894 MPa
弹性模量

38.198 MPa
压缩强度（顺纹）

2,402 N
硬度

* 鹅掌楸木的强度和硬度达到了D40，但它没有被列在欧洲代码5中，因

为它不满足最小密度要求。浏览网站americanhardwood.org，可

查询完整的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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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ature Humaine设计的
Au Pain Dore

由Frits van Dongen和Patrick Koschuch
设计的Nieuwegein戏剧和艺术中心

由Alex De Rijke设计的“旋转桌”，作为愿望清单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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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鹅掌楸木森林
体积1.1(十亿)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淨產量
21.8m

生長
34.6m

採伐
12.8m

木材可用性

来自美国的鹅掌楸木因易于干燥，可轻松制作成各种等级和厚
度（4/4” 至16/4”）的锯材。相对无结的美国鹅掌楸木，其板
材的平均宽度和长度均高于其它商用树种。美国鹅掌楸木用于
制作胶合板，但作为装饰性单板的供货量有限。其边材颜色通
常都是奶白色，心材的颜色则是多变的。然而，分类的美国鹅
掌楸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自然色彩，尤其是在欧洲。美国鹅掌
楸木在国内销售，有时在出口市场上亦被称为“杨树”，但不
应与欧洲杨树或中国杨树相混淆。

森林体积

森林分布

鹅掌楸木仅在北美洲生长，广泛分布在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
混合阔叶木森林中。虽然它有时被称为在美国的杨树，它是木
兰科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杨树(Populus)。它生产的木材优
于许多商业杨树。它属于单一树种，不是杨树(Populus)，而是
木材优于许多杨树品种的木兰科植物。这些树木很高大，因酷
似鹅掌楸花朵而得名。每棵树每年可以生产出数百万颗种子。
鹅掌楸木从北向南生长，是美国最可持续的阔叶木之一。

加工性能

• 美国鹅掌楸木易于机器加工，刨光、车削及胶合性能都不
错，但建议预钻孔，因为普通铁钉往往会导致其开裂。美
国鹅掌楸木可轻松染色、抛光或涂色，生成极为高品质的表
面。该木材干燥时性能稳定，在潮湿环境中易受影响。

• 该木材不耐腐。心材进行防腐处理的难度中等，边材则可以
渗透。总体而言，美国鹅掌楸木可考虑使用现代保鲜处理方
法进行保存，包括特别适合热处理。

主要用途

这种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木材具有优良的环保资质，
是许多出口市场的主要木材。其主要用于制作家具、门、镶板、
建筑室内细木工制品和装饰线条以及厨柜等，也可用于某些施工
应用和一些专业应用，如雕刻品。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鹅掌楸木的现存
量为11.2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7.7%。美国
鹅掌楸木年增加3,46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280万立方米。净
产量（采伐后）每年增加2,180万立方米。美国鹅掌楸木在所有
主要出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森林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30K 30K-60K 60K-90K 90K-120K 120K-150K 150K-180K >180K

0 200K

   
装饰板 雕刻品 家具 门板

   
镶板 柜子 胶合层积材 交叉层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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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层积材

由Waugh Thistleton建筑事务所和Arup为
2020年马德里设计周创作的MultiPly 作品

交
错
层
积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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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层积材(CLT)的发展改变了木材的结构用途。该技术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时至今日，CLT建筑已被
广泛接受并在木结构建筑中深受青睐，特别是应用于一些
大型商业项目的开发。过去20年里，它的应用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增长，这与其出色的预制能力以及突出的结构与环
境效益不无关联。

CLT的多功能性正引领着木结构建筑的创新。采用CLT进行
构建优势显著：构建的速度更快；建造过程中噪音更小，
木结构更轻，这意味着减少了地基要求并增加了层数。
由于木板充当着长期碳储存的角色，其环境优势也相当可
观。此外，木质建筑给人带来的健康和幸福感也已得到充
分证明，同时建筑的隔热和热性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CLT是一种用小块木材制作大型结构板的巧妙方法。CLT
由锯切、粘合和分层的木板或薄板组成，每一层都垂直
于前一层。通过连接相互垂直的多层木材，面板的结
构刚度在两个方向上都得到了提高，类似于胶合板，但
组件更为厚实。这样，面板就有了很大的抗拉和抗压强
度。这些面板可以用来做成墙壁、地板和屋顶面板。这
些面板在工厂环境中可以快速生产，并且能加工到非常
高的公差。面板尺寸通常为16米×2.95米，但也可以更
大。

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CLT工厂开始在欧洲运营，利
用当地丰富的软木——松木和云杉进行交错层积材的生
产。20年来，欧洲主导了CLT的生产，但现在它正在发
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业务，各大洲都开设了新工厂，每
个地区都在利用最具成本效益和丰富的原材料拓展其潜
力。

CLT面板表面打磨

交
错
层
积
材



自2012年以来，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AHEC）与工
程咨询公司奥雅纳（ARUP）密切合作，连同有远见的
建筑师一起开展研究和实验，探索在CLT制造中使用阔
叶木（也称为“硬木”）作为软木的替代纤维资源的潜
力。AHEC认为美国鹅掌楸木是理想的先锋树种，因为相
对其重量，它具有非凡的强度。这项研究背后的想法是
为市场提供具有更高强度和刚度但相对较薄的CLT板，同
时它们有着接近软木的外观却又富有不同的美感。在过
去10年里，AHEC合作呈现了许多运用美国鹅掌楸木的
CLT项目，每个项目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和开发，以拓展
将美国鹅掌楸木作为商业阔叶木CLT生产原材料的知识。

美国鹅掌楸木CLT潜力的首次展示是作品《无尽的阶梯》，
它由dRMM建筑事务所设计，是2013年伦敦设计节的标
志性项目。灵感来自荷兰图形艺术家M.C. Escher的图
像，其三层楼梯网络设计现在被广泛认为是阔叶木在CLT
制造中的先锋使用。特伦托大学（Trento University）对
由Imolegno在意大利生产的小型实验性CLT面板的强度
特性进行的测试显示，与云杉相比，其强度更高，关键
性能指标——滚动绝对值高出云杉三倍。

在汲取了《无尽的阶梯》项目的经验基础上，AHEC于
2016年与Alison Brooks 建筑事务所取得了联系，挑战
他们使用一些有史以来最大的阔叶木面板去打破鹅掌楸
木CLT的设计边界。这些首批工业化生产的阔叶木CLT面
板（包括一些弯曲的面板）由Zueblin木材公司在德国生
产。于是，伦敦设计节的另一个标志性项目《微笑》诞
生了。这是一个34米长的双悬臂倒弧结构，两端可分别
承载60人之多，由6000多枚自攻螺钉将12块最长14米、
宽4.5米的巨大阔叶木CLT面板连接起来。如今 《微笑》
仍然被公认为有史以来建造得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CLT
结构之一，并且这一结构无法用软木制成。

2017年，由dRMM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第一个由美国鹅
掌楸木CLT建成的永久性建筑——位于英国奥尔德姆的
玛吉癌症疗养中心竣工。这座屡获殊荣的建筑在设计上
经过了深思熟虑，极具整体性和疗愈性，温暖且充满惊
喜——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也经过精心考虑和选择，以改
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堪称现代建筑和木质建筑的高光时
刻。

由Alison Brooks建筑事务所和Arup为
2016伦敦设计周创作的“微笑”作品

交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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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掌楸木CLT结构能力的最新展示是在2018年伦敦设计
节的项目MultiPly中，这是一个由 Waugh Thistleton 建
筑事务所设计的三层三维迷宫结构。完整的结构由17个
相互连接的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由一百多块厚度为6厘米
与10厘米的2.6米见方的CLT面板组成。这种模块化结构
具有灵活的设计和连接细节，使其能够在2019年米兰设
计周和2020年马德里设计节上以不同的配置重新搭建起
来。

A H E C 亦 与 奥 雅 纳 ( A R U P ) 、 苏 格 兰 建 筑 创 新 中 心
(CSIC)、Glenalmond木材公司和纳皮尔大学(Napier 
University)合作，生产出了第一块英国出产的CLT面
板。在制造过程中，数据收集和测试使我们能够为鹅
掌楸木CLT创建详细的生产计划，并与软木CLT公布的
数据进行比较。该信息可在鹅掌楸木CLT性能和制造要
求技术文件中获得。该出版物连同所有AHEC鹅掌楸
木CLT项目的详细信息都可以在ahec-china.org或 
americanhardwood.org网站上访问获得。

交错层级材互相垂直地铺设

由dRMM建筑事务所和Arup为2013伦敦
设计节创作的“无尽的阶梯”作品

预组装的交错层级材箱子
被吊装到位

面板与面板连接接头的细节

交
错
层
积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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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樱桃木的心材从大红色至棕红色，日晒后颜色变深。边材则呈
奶白色。虽然心材和边材颜色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
可通过蒸汽来减少。樱桃木具有细致均匀的直纹，质地细腻。
棕色小髓点、针结、树脂窝或条纹都是樱桃木的天然特征，具
体因地区而异。

美国樱桃木是来自美国阔叶木森林的高级硬木
树种，是北美地区的特产，具有暖色调和极好
的加工性能。它的大小和外观与观赏樱桃树有
很大的不同。

美国樱桃木 学名

Prunus serotina

其它名称

黑樱

由GRT建筑事务所设计的Bourke大街烘培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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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率为

6.12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樱桃木需6.12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樱桃木密度中等，具有良好的木材弯曲性能，中等强度
和抗冲击韧性，但刚性低，蒸汽弯曲时需小心谨慎。樱
桃木干燥后坚硬稳定，木材非常容易着色和抛光，可形
成极为光洁的表面。樱桃木是用于制作家具和室内细木
工制品的珍贵木材。作为一种相对较软的树种，美国樱
桃木只适用于制作不常被踩踏的地板，例如在卧室中使
用或者在习惯光脚的家庭中使用，如众多亚洲家庭。

0.50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561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9.2%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84.809 MPa
断裂模量

10,274 MPa
弹性模量

49.023 MPa
压缩强度（顺纹）

4,226 N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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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Jaime Hayon设计的“Mesamachine”，作为Connected 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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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樱桃木森林体积
424.2（百万）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淨產量
5.4m

生長
10.3m

採伐
4.9m

木材可用性

• 美国樱桃木以多种等级和尺寸的锯材和单板形式供应，但
10/4”(63.5mm)和12/4”(76.2mm)的厚板材数量不多。该木
材的销售可能受到周而复始的流行趋势的影响，因此，干锯材
严重缺货可能并不意味着木材可采伐的可持续资源充足。

• 美国樱桃木可能会按颜色定价，规定出不含边材的材料比
例；或按一面不含边材的材料来定价。例如，樱桃木板可按
90/50比例来定价，意思是含90%的心材，背面心材比例不低
于50%；或者按其它标准来定价。建议向供货商咨询。

森林体积

森林分布

美国樱桃树主要生长在美国东北部的混合阔叶木森林中。该树
种与世界上种植的许多草本樱桃树不同。它是单一树种；树木
长得很高、密度主要分布在美国的几大州中，尤其是宾夕法尼
亚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樱桃木的轮伐期
相对较短，比其它阔叶木早成熟。目前的樱桃木主要是森林大
火后自然再生的结果。

加工性能

• 樱桃木板材很容易进行机械加工、刨光和车削。螺丝钉和普
通铁钉都很容易将其固定好。樱桃木具有出色的雕刻和成型
属性。樱桃木可轻松砂磨、染色和抛光，形成极为细致光洁
的表面。

• 心材耐腐烂，心材进行防腐处理的难度中等。

• 用户应该考虑到樱桃木的心材，如日晒后颜色将很快变暗。

主要用途

这种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可持续管理的木材具有卓越的环保性，
因其色彩温和美观而风靡全球。美国樱桃木非常适合制作家具、
橱柜和高档细木工制品，广泛用于门、镶板、建筑室内细木工制
品、装饰线条和厨柜、以及一些地板的制作。美国樱桃木还专用
于制作乐器和豪华船艇内部装饰。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樱桃木的现存量
为4.242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2.9%。美国樱
桃木年增加1,03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49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540万立方米。美国樱桃木在所有主要出产
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森林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20K 20K-40K 40K-60K 60K-80K 80K-100K 100K-120K >120K

0 200K

     
装饰板 家具 乐器 门板 镶板 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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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

Susie Sainsbury剧院专为歌剧和音乐剧演出而设，由

Ian Ritchie建筑事务所重新设计，位于伦敦皇家音乐学

院的中心。

这个309座的美国樱桃木剧场的设计灵感来自弦乐器的弧
形形态，在声学上精益求精，以提供卓尔不群的音质。

建筑师 Ian Ritchie 对此评价道：“在设计新空间时，
我们从弦乐器的形状和木质结构、它们的调音机制以及
艺术家和乐器之间的物理关系中获得灵感。我们去研究
木材如何传递与调和声音，并且认识到清漆对弦乐诞生
地——意大利的克雷莫纳的乐器生产的作用，这些都引
导我们去探索更多木材的触觉特性，利用精巧的木材去
反射声音、温度和光线。”

“对于剧院，我们的目标是构思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
以根据所选的音乐赋予人们亲密与史诗般的感受，与剧
院上方演奏大厅冷色系的如石灰水洗过的橡木白形成鲜
明对比。剧院的樱桃木条饰墙、天花板、前部包厢和包
厢（黑色樱桃木）都经过了声学优化，以提供出色的音
质，并具有渐变细节，将声音融合到各个方向和精心倾
斜的表面，为观众带来深度沉浸式的体验。”

英
国
皇
家
音
乐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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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 白蜡木通常呈浅色，边材部分颜色浅谈接近白色，心材颜色
从浅棕色至深棕色，有夹带棕色条纹的浅黄色。外层的浅白
色边材与内层的深白色甚至棕色心材之间色差明显。白蜡木
通常是直纹，木材结构粗糙且均匀。在温暖夏季长成的年轮
和在寒冷冬季长成的年轮，其纹理在外观上形成了鲜明对
比。永远不会有外观完全相同的两块木材。

• 浅棕色斑点或矿痕（有时称为“箭虫孔”）在白蜡木中很常
见，在“NHLA分等规则”下被视为自然特征而非缺陷。它
们不会破坏木材的完整性。

美国白蜡木是制作弯曲件和旋转件的理想选
择。它具有独特的纹理、特征和色彩，坚固且
坚韧。

美国白蜡木 学名

Fraxinus树种, 主要是americana Fraxinus

其它名称

北部白蜡木，南部白蜡木

由Kohn Pederson Fox设计的位于阿姆斯特尔
校区的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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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率为

19.05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白蜡木需19.05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白蜡木从性能重量比来看，具有非常好的综合强度。白
蜡木具有卓越的冲击韧性，能给手动工具及运动装备，
如：棒球棍和曲棍球球棍的使用者减轻一些痛苦。白蜡
木具有优良的蒸汽弯曲性，是家具制造商和业余爱好者
的最爱。白蜡木非常坚硬，干燥时易抛光和着色，非常
适合制作家具和地板。

如想详细了解白蜡木的机械属性，请阅读完整的结构指
南。

0.60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673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0.7%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103.425 MPa
断裂模量

11,997 MPa
弹性模量

51.092 MPa
压缩强度（顺纹）

5,871 N
硬度

D35
欧洲结构规范5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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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rays Inn Road用热处理美国白蜡木铺成的甲板

乐水 - 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长宁区苏州河实践案例展采用热处理美国白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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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蜡木森林体积
657.8（百万）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淨產量
-3.6m

採伐
6.9m

生長
3.3m

木材可用性

• 来自美国的白蜡木很容易制作成锯材和单板，并且尺寸范围
很广泛。在北方，由于生长季节较短，边材的数量往往少于
生长速度更快的南方，并且南方白蜡木纹理和结构较粗糙。
白蜡木可按颜色销售，并可广泛用于出口。虽然，它的长期
可用性将受到翡翠灰螟虫(EAB)的影响。

• 白蜡木锯材提供从4/4”(1”或25.4mm)到8/4”(2”
或50.8mm)的多个等级可供选择，但是10/4”(2.5”或
63.5mm)及12/4”(3”或76.2mm)的锯材数量有限。

森林体积

森林分布

美国白蜡树常见于美国东部地区的混合硬木森林中，从纽约州
北部一直到墨西哥湾沿岸的南部各州随处可见。美国白蜡树生
长在山上的高处以及平原和沿海地区的低处，形成多样化特
征。在纬度、气候和土壤条件上如此广泛的分布导致白蜡木之
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取决于位置，尤其是生长速度较慢的
北部树种和较快的南部树种之间。此外，亚种的存在导致白蜡
木的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森林病虫害给白蜡木的锯材现
存量带来了一些长期威胁，但其仍是多产树种。有关更多白蜡
木的机械属性和建筑潜力，可游览网站ahec-china.org或
americanhardwood.org。

加工性能

白蜡木板材的加工性能良好，钉钉、上木螺丝、胶合等操作都比
较轻松，并且支持精细度极高的染色和抛光。任凭时尚变化，黑
色白蜡木家具始终屹立不倒。白蜡木的干燥尚算容易，基本上不
会造成木材降级。白蜡木稳定性很好，性能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
化。白蜡木单板可轻松压制成板材。白蜡木没有心材抗腐力，心
材对防腐处理剂有中等抗渗透力，但边材具有渗透力。这使得白
蜡木非常适合于热处理，现已通过热处理而广泛应用于装饰、骨
架外墙、台面和庭院家具等领域。

主要用途

这种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木材凭借出色的环保资质深
受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建筑师、专业用户和消费者的欢迎。其主
要用途包括家具、地板、门、建筑细木工制品和装饰线条、厨
柜、以及工具和运动装备的手柄。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白蜡木的现存量
为6.578亿立方米，占到美国硬木立木蓄积量的4.5%。美国白蜡
木年增加330万立方米，而年采伐仅为69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360万立方米。2014年的调查表明，除受到
翡翠白蜡木螟(EAB) 侵扰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外，供应美国白
蜡木的其它主要各州的增长量均超过采伐量。EAB侵扰预计将导
致白蜡木的死亡率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上升，可能会造成某些州的
白蜡木死亡率超过增长量。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装饰板 地板 家具 门板

森林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20K 20K-40K 40K-60K 60K-80K 80K-100K 100K-120K >120K

0 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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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英国奥尔德姆的玛吉癌症疗养中心是世界上首个由

阔叶木交错层积材(CLT)建造的永久性建筑。该中心由

dRMM建筑事务所设计，使用了美国鹅掌楸木CLT和热

处理鹅掌楸木覆层，堪称现代建筑和木质建筑的高光时

刻。

玛吉中心是一个慈善机构，遵循发起人Maggie Keswick 
Jencks提出的癌症护理新理念，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和
情感支持。中心建立在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专
业癌症医院的基础上，是一个温暖宜人的场所，聘用有资
质的专业医护人员，提供旨在改善身心健康的支持计划。

dRMM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工作室，
由Alex de Rijke、Philip Marsh和Sadie Morgan于1995
年创立。自2000年以来，dRMM率先将工程木材作为21
世纪建筑最相关的材料。2013年，该工作室与AHEC和奥
雅纳(Arup)的工程师共同发明了鹅掌楸木CLT，用于构建
具有开创性结构的项目“无尽的阶梯”。

这座突破性的永久性建筑由20多块五层交错叠合的美国
鹅掌楸木板组成，长度从0.5米到12米不等。中心建于皇
家奥尔德姆医院场地内4米高钢筋支起的混凝土平台上。
花园向下倾斜，直至奔宁山脉的全景尽收眼底。

内部CLT墙的曲线和玻璃幕墙有机融合，树脂浇筑的地板
加强了流动的感觉。平顶结构的板条天花板也是美国鹅
掌楸木，由CLT制造过程中的剩余木材制成，把浪费控制
在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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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另一大突破是热处理技术(TMT)的运用，使得经热
处理的鹅掌楸木首次在英国被用于覆盖整个建筑结构。

dRMM在奥尔德姆·玛吉中心的设计中之所以选择鹅掌
楸木，是因为木材对人类的积极影响，以及美国鹅掌楸
木所固有的美感、力量和温暖。

“木材透露出希望、人性、规模、温暖，以及自然界碳
汇的巧妙计划，是一种无毒、多功能、良性、抗癌的材
料。奥尔德姆·玛吉中心传递出一个内在又显而易见的
整体设计信息，由此支持设计的核心目标，那就是为癌
症患者树立并增加希望。可持续生长的阔叶木，尤其是
生长快速的鹅掌楸木CLT的应用是无止境的。”dRMM建
筑事务所创始董事Alex De Rijke教授表示。

完工后的建筑显然在设计上经过了深思熟虑，极具整体
性和疗愈性，温暖且充满惊喜——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也
经过精心考虑和选择，以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主餐桌由Barnby Day设计，鼓励人们相互围坐，该设计
受Alex de Rijke和AHEC委托，列入2014年伦敦设计节的
愿望清单。另一张桌子由Benchmark家具的工匠制作，
使用了从奥尔德姆·玛吉中心门窗边角处回收的鹅掌楸木
CLT制成。

美国白橡木取代了传统用于门把手和支撑栏杆的冷金属，
这种冷金属会对化疗引起的敏感皮肤造成伤害。

在室外，热处理后的美国白蜡木地板和美国鹅掌楸木建成
的屋顶相呼应，为那些因放疗而对光线敏感的病人皮肤提
供庇护，同时不会影响他们欣赏医院花园的宁静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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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 与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其它橡树一样，白橡树具有极为细腻的
质地。白橡木的边材为浅色，心材通常为浅棕色至深棕色。
白橡木边材和心材之间的差异要比红橡木小一些。白橡木绝
大部分为直纹，具有中等至粗糙的木材结构。

• 该木材带有木髓射线图案 — 所有（栎木）橡木的共同特征 – 
并且这些图案在白橡木中要比红橡木中更长一些，因此更明
显。白橡木的心材不是多孔的，所以适合制作酒桶和室外用
具。

美国白橡木产自美国阔叶木森林，是出口市场
上最受欢迎的树种之一，为北美所特有。

美国白橡木 学名

Quercus树种, 主要是Quercus alba

其它名称

北方白橡木，南方白橡木

由Autoban设计的Heydar Aliyev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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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率为

1.57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白橡木需1.57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美国白橡木相对于比重而言具有优异的整体强度性能，
使其成为结构应用中的优选阔叶木树种。白橡木的木质
坚硬沉重，弯曲强度和断裂强度中等，但刚性较低。在
欧洲开展的结构测试表明，美国白橡木具有比欧洲橡木
更高的固有纤维强度。美国白橡木具有出色的蒸汽弯曲
性。由于木质坚硬、干燥时性能稳定、并且容易抛光和
染色，因此广泛用于制作家具和地板，特别是在出口市
场。

更多关于白橡木机械属性和建筑潜力的信息，可浏览网
站 ahec-china.org 或 americanhardwood.org。

0.68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769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2.6%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104.804 MPa
断裂模量

12,273 MPa
弹性模量

51.299 MPa
压缩强度（顺纹）

6,049 N
硬度

D50
欧洲结构规范5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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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areth Neal为
Zaha Hadid设计的
Ves-el，作为“愿望清单”
项目的一部分 由Evanort建筑事务所设计的Crescent教堂

由Beneytez和Lafuente设计的Huesca Palace国会

由Paul Cocksedge工作室
设计的The Living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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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橡木森林体积
2.3 (十亿)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淨產量
20.0m

生長
40.1m

採伐
20.1m

木材可用性

美国白橡木随处可见等级和尺寸各异的锯材和单板。由于干燥
时间过长，并非所有供应商都提供较厚的板材（10/4"和12/4"）
，但也有少量供应。在北方，由于生长季节较短，边材的数量
往往少于生长速度更快并且纹理和质地更粗糙的南方。白橡木
在销售时可能会区分“北部”和“南部”，但这种按生长地点
分类的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不足以体现白橡木之间的特征差异。

森林体积

森林分布

白橡树仅产自北美，广泛分布在美国东部大部分的混合阔叶木
森林中。与红橡树一样，白橡树也有许多亚种，均归属于白橡
类，所有的橡木共同组成最常见的树种，约占到美国阔叶木资
源的33%。白橡树很高大，具有容易辨认的圆形树叶，秋天变成
棕色。白橡树也是从北向南生长；生长在高山和低地上的白橡
树具有不同特征。因此，白橡树之间根据生长地点的不同而存
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生长速度较慢的北部和较快的南部树木
之间。与红橡树一样，白橡树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均被认为是
高度可持续的。

加工性能

• 虽然建议预钻孔，但白橡木锯材对机械加工性能良好，对普
通铁钉和螺丝钉的耐受性都不错。白橡木胶合性能良好（尽
管建议使用底漆来进行结构胶合），可通过染色和抛光获得
极为光洁的表面。该木材必须缓慢干燥，以尽量避免性能降
级。白橡木具有很高的差异径向和切向收缩率，在潮湿条件
下容易回缩，从而影响性能。白橡木具有出色的钻孔和抛光
性能。

• 心材耐腐且及难进行防腐处理

主要用途

这个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可持续管理的木材拥有良好的环保资
质，是许多出口市场的主要树种。该木材的主要用途是制作家
具、地板、门、建筑细木工制品、装饰线条和橱柜，也可用于某
些施工领域，包括结构胶合层压梁和其它专业应用。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白橡木的现存量
为22.6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5.5%。美国白
橡木年增加4,01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2,01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2,000万立方米。美国白橡木在所有主要出
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装饰板 地板 家具 门板 柜子 胶合层积木

森林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30K 30K-60K 60K-90K 90K-120K 120K-150K 150K-180K >180K

0 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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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MCC）委托Populous建筑师事

务所设计新的华纳看台，它位于伦敦圣约翰伍德的洛德板

球场（Lord 's Cricket Ground），是世界上最具标志

性的体育设施之一。

看台顶棚由11根悬臂式美国白橡胶合木梁构成，这些横
梁从地面的一角戏剧性地辐射出来，开创了可持续的美国
阔叶木创新构建的先河。

每根横梁最深处的尺寸为90厘米x35厘米。最长的胶合
板束重约4吨，长度为23.4米，相当于26个板球拍头尾相
连。这是白橡木首次在如此大型和高性能需求的项目中
采用这种形式，由此形成了向外突出的顶棚主结构，为逾
2674名观众遮风挡雨。

“天然木材和板球运动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用柳木制
成板球拍，用白蜡木做树桩，这些都是板球运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就和皮制的板球、场地状况及天气一样重
要。Populous选择美国白橡木是因为它能够被加工得
非常精细，拥有漂亮的金色，并且非常结实。这些特点
使它成为洛德板球场这一全的檐篷屋顶结构的完美选
择。”Populous首席设计师兼项目总监 Philip Johnson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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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阔叶木森林中自然生长的软枫树是最丰
富和可持续的树种之一，类似于硬枫，但硬度
稍软。

木材描述

• 软枫木与硬枫木极为相似，但颜色多变，尤其是在不同的地
区之间。软枫木的边材通常为灰白色，但也可能颜色较深，
髓斑是其自然特征。心材从浅红棕色至深红棕色。软枫木边
材和心材的差别大于硬枫。

• 软枫木通常是直纹，质地细腻，纹理与美国樱桃木相似，因
此在染色后可作为樱桃木的替代品使用。

木材可用性

美国软枫木以各种尺寸和等级的锯材销售，很少销售单板。板
材在销售时通常不分颜色。与标准的NHLA分等规则不同，西海
岸出产的美国软枫木通常在表面刨光后销售，并且以较好的一
面定等级。

美国软枫木 学名

Acer rubrum, Acer macrophyllum

其它名称

红花槭，大叶枫

森林分布

美国软枫木广泛生长在美国东部的混合阔叶木森林中，东北部多
见红枫，银枫则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各州。软枫这个名字可能会让
人误解，因为从技术的角度看，软枫其实并不软。很多亚种都以
软枫的名义销售。包括太平洋沿岸/大叶枫在内的若干软枫树种
生长在美国西北部，拥有特定的分等规则。

加工性能

• 软枫板材非常适合机械加工、钻孔、刨光和抛光。其车削、
胶合、刨光、钻孔和雕刻属性都很出色，但对螺丝钉和普通
铁钉的耐受性一般。美国软枫木是制造踢脚线的上乘木料。
美国软枫很容易打磨、染色和抛光，形成细致光滑的表面，
并具有良好的蒸汽弯曲性能。美国软枫在染色后可替代樱桃
木使用。其机械属性和性能也使其成为山毛榉木的替代品。

• 不耐腐烂，对心材进行防腐处理的难度中等，但边材可渗
透。

主要用途

这种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高度可持续管理的阔叶木具有优异的环
保性，适用于对硬度和耐磨性要求不高的地方，例如家具、柜子
和细木工制品，以及门、车制品和装饰线条。

    
装饰板 家具 门板 柜子 装饰拐角

由Wiid设计工作室设计的“躺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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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產量
20.4m

生長
36.4m

採伐
16.0m

再生率为

1.73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软枫木木需1.73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

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

即50%的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大量的阔叶木

树。

机械属性

软枫木具有良好的弯曲和抗压强度，但刚度和抗冲击韧性较低。软枫木的硬度比硬枫木低25%左右，因此不建议使用
美国软枫来制作地板或工作台面。

红花槭

0.54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609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0.5%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92.393 MPa
断裂模量

太平洋沿岸/大叶枫

0.48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545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9.3%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73.777 MPa
断裂模量

11,308 MPa
弹性模量

45.093 MPa
压缩强度（顺纹）

4,225 N
硬度

9,998 MPa
弹性模量

41.025 MPa
压缩强度（顺纹）

3,781 N
硬度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软枫木的现存量
为16.2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1.1%。美国软
枫木年增加3,64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60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2,040万立方米。美国软枫木在所有主要出
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美国软枫木森林体积
1.6 (十亿)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Acer rubrum) (Acer macrophy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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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 美国硬枫木的边材通常为奶白色，但也可能略带浅红/棕色。
白色边材可从市面上买到，但单板一直都是最畅销的。美国
硬枫木的心材颜色从浅棕红色至深棕红色，也可能因地区而
异。心材和边材的颜色可能只是略有不同。二者都可能包含
髓斑点，此为自然特征。

• 美国硬枫木结构紧密，一般为直纹。美国硬枫木上也会出现
非常珍贵的“波状纹”、“琴背纹”和“鸟眼纹”。随着时
间的推移，木材颜色会因日晒后变深。

美国硬枫木在北美阔叶木森林中自然生长，因
其色泽柔和、坚硬、纹理细致和精加工质量上
乘而闻名于世。

美国硬枫木 学名

Acer saccharum

其它名称

糖枫，岩枫，黑枫

由Maria Bruun设计的“北欧的先锋”，
作为Connected 项目的一部分



美国硬枫木 45

再生率为

3.31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硬枫木需3.31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顾名思义，美国硬枫木坚硬、沉重，且具有良好的力学
强度。美国硬枫木具有特别高的耐磨擦性能及良好的蒸
汽弯曲性，因此是制作地板的优选树种，包括运动地
板、保龄球道和台面。

0.63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705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1.9%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108.941 MPa
断裂模量

12,618 MPa
弹性模量

53.988 MPa
压缩强度（顺纹）

6,450 N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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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Kitayama K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猎人之根”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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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硬枫木森林体积
955.4（百万）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淨產量
8.9m

生長
19.1m

採伐
10.2m

木材可用性

各种等级和尺寸的美国硬枫木锯材及单板随处可见。板材通常
在定期生产4/4"到8/4"之间，但厚板材供货量不多。

板材的颜色不同则售价不同（白色最贵），供应商通常都会加
价出售。颜色分类一般依据NHLA分等标准，诸如“1号白色和2
号白色”。建议您向供货商咨询。

森林体积

森林分布

美国硬枫木是生长在高寒气候条件下的树种，虽然树木本身在
美国各地的混合阔叶木森林中均可看到，但北方各州更为常
见。该树种与世界各地的其它枫树完全不同，常在多类土壤中
呈密集林生长，也因枫糖浆而被种植。美国硬枫木的采伐是季
节性的（秋季和冬季）。

加工性能

• 硬枫木板材非常适合机械加工、钻孔、车削和抛光。其胶
合、刨光、钻探和雕刻性能都很好，但对钉钉和上木螺丝的
耐受性一般。该木材适用于制作精美的装饰线条。硬枫木容
易砂磨、染色和抛光，可生成极为光滑细腻的表面。

• 心材略防腐至不防腐，难以进行防腐处理。但边材可渗透。

主要用途

这种来自北美天然森林的可持续管理的木材具有卓越的环保性和
耐用性、以及柔和的浅色调和细腻光滑的表面，备受世界各国的
青睐。它非常适合制作各类板面，包括公共建筑、家具、橱柜以
及室内细木工制品等常用物件。该木材广泛用于制作桌面和工作
台面、装饰线条和橱柜。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硬枫木的现存
量为9.554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6.5%。美国
硬枫木年增加1,91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020万立方米。净产
量（采伐后）每年增加890万立方米。除缅因州外，美国硬枫木
在所有主要出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在缅因州，美
国硬枫木的采伐量相对而言高于净增长量，主要是因为生产纸浆
和供应生物能源而导致砍伐量增加，并且由美国硬枫木所主导的
阔叶木森林正在被软木森林慢慢取代。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森林中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30K 30K-60K 60K-90K 90K-120K 120K-150K 150K-180K >180K

0 200K

    
装饰板 地板 家具 柜子 餐具



建筑室内设计

由David Adjaye建筑事务所用美国鹅掌楸木设计的Sclera

由dmvA建筑事务所用美国白橡木设计的Mechelen 博物馆 Hopkins建筑事务所用美国白橡木设计的The Apex 多功能厅

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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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描述

• 美国胡桃木的边材呈奶白色，心材则从浅棕色至棕黑色，因
此颜色差异非常明显。心材偶有黑色甚至紫色条纹。美国胡
桃木通常是直纹，尽管有时也带波纹状或卷曲纹理，由此而
形成的特殊图案深受设计师的追捧。

• 美国胡桃木不同于欧洲胡桃木，其颜色更浅。

美国胡桃木是全球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树种之
一，也是北美特产。

美国胡桃木 学名

Juglans nigra

其它名称

黑胡桃木

由Stanton Williams设计的皇家歌剧院Linbury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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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率为

13.09秒

生长1立方米美国胡桃木需13.09秒

根据美国林业局调查和分析(FIA)，替换率是指定阔

叶木树种按美国总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来的，并假设采

伐2立方米的原木可以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即50%的

转换效率)。树种快速更替的原因是美国森林中有着

大量的阔叶木树。

机械属性

美国胡桃木是一种中等密度的坚韧木材，它的弯曲强度
和断裂强度中等，刚度低，具有优良的弯曲性能。

0.55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609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0.2%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100.677 MPa
断裂模量

11,584 MPa
弹性模量

52.264 MPa
压缩强度（顺纹）

4,492 N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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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的国际知名咖啡旗舰店

由Hadi Teherani设计的Zayed大学图书馆

由Fraher建筑事务所
设计的“上元节”

由Foster + Partners设计，
Benchmark家具制作精心制作的OVO家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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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胡桃木森林体积
139.3（百万）

美国森林体积
14.6（十亿）

淨產量
2.9m

生長
4.8m

採伐
1.9m

木材可用性

来自美国的胡桃木以锯材和单板形式供货。销售时通常不区分
汽蒸与否和颜色。专业生产商可能会提供汽蒸好的美国胡桃
木。汽蒸后边材颜色会变深，导致心材与边材之间的颜色差异
变小。近年来，该树种的全球需求量巨大。NHLA已针对美国胡
桃木修改了分等规则，包括将板材规格和净切块规格缩小以及
不再限售边材等等。具体事宜请向供货商咨询。

森林体积

森林分布

美国胡桃树在美国东部的混合阔叶木森林和农场中被广泛种
植，集中在中部各州，但从德克萨斯州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美国胡桃木是同时支持人工种植及自然再生的少数阔叶木树种
之一。它们长得相对高大挺直，很少有较低的树枝，这限制了
木材结巴的出现。

加工性能

• 美国胡桃木容易用手工工具和机械进行加工。具有出色的刨
光、车削和成型性能。具有良好的钉钉和胶合性能，可染色
和抛光，以达到极佳的光洁度。该木材干燥速度缓慢，干燥
时具有良好的尺寸稳定性。

• 该木材的心材极耐腐，是最耐用（耐腐性）的美国阔叶木树
种之一。

主要用途

美国胡桃木被认为是高端家具、橱柜、门和室内细木工制品的理
想树种之一，适用于制作地板和镶板，常被与其它硬木进行对
比。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胡桃木的现存量
为1.393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0%。美国胡
桃木年增加48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9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290万立方米。除密歇根州外，美国胡桃木
在所有主要出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生长与移除，百万立方米

    
地板 家具 门板 镶板 柜子

林地存活树木的体积，1000立方米

0-4K 4K-8K 8K-12K 12K-16K 16K-20K 20K-24K >24K

0 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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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阔叶木的热处理

热处理木材（TMT）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古代维京人知
道，在为防御工事建造防御围栏时，表面燃烧过的木杆比
那些没有燃烧过的木杆寿命更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
代，欧洲和美国开始了更多关于TMT可能带来的益处的现
代研究，但该技术并没有商业化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
代末，斯堪的纳维亚才首次引入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热处
理商业方法，用以提高原生软木耐久性和稳定性。近期的
实验和试制工作表明，热处理过程对一些北美阔叶木品种
非常有效。商业化的TMT窑炉最早是在2000年代中期引入
北美的。

TMT工艺本质上是高强度窑炉计划，持续三到四天，具体
取决于木材的种类和尺寸。温度取决于所需的耐久性标
准，可达180至215摄氏度。该过程需要无氧的惰性环境
以防燃烧，通常是蒸汽或真空。在此过程中，木材的化学
和物理特性会发生永久性变化。

TMT工艺的两大优势效果是显著提高木材物种的稳定性和
耐久性，这些木材物种天生具有较低的自然耐久性，例
如白蜡木和鹅掌楸木。热处理后的含水率降低到4% ~ 6%
左右，平衡含水率永久降低，说明热处理木材受大气湿
度变化的影响较小，降低了木材的吸水能力，从而大大
提高其稳定性。

去除木材中的半纤维素和碳水化合物——它们是破坏木
材的真菌的主要食物来源——可以提高木材的耐久性。
意大利颇具声望的木材和家具研究机构和测试实验室
CATAS进行的独立耐久性测试表明，四种北美阔叶木
（白蜡木、鹅掌楸木、软枫木和四分之一锯切的红橡
木）的耐久性可以通过热处理来提高，从而达到EN 
350:2016标准的1级耐久性等级（非常耐用）。这是可能
的最高评级，得分相当于重蚁木等热带木材物种。这就
意味着这些木种可以用于室外应用，如建筑外立面、露
台和园林家具等室外产品。

上海迪士尼旗舰店外墙采用热处理的美国白腊木

美
国
阔
叶
木
的
热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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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优势还包括，与未处理状态相比，其导热系数降
低了约20 - 25%，这对窗户制造商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益
处。它似乎也改善了一些物种的表面硬度，尽管需要更
多的研究来完全量化包含哪些物种和以及改善的程度。

TMT的另一个特点是外观变化导致颜色变深，木材变暗
的程度受温度和树种的影响。AHEC与设计师和建筑师
的实验项目表明，热处理的美国阔叶木特别易于加工，
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光滑饰面，通常不需要进一步的精
加工。

可以说，热处理的美国阔叶木为传统外部应用的防腐处
理木材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替代品。TMT不需要特别的处
理预防措施，不存在与木材处理相关的环境问题，以及
木材使用期间发生化学物质浸出的问题。另一个重要方
面是，美国阔叶木的规范管理确保其使用的可持续性和
合法性。

尽管热处理技术已显示出对木材强度的某些方面会产生
影响，如弯曲度，但应当注意的是，许多阔叶木天生就
比大多数传统用于建筑的软木更具强度。即便如此，在
获得更多数据之前，不建议将其用于主要的结构应用。
但AHEC的项目证明，通过指接和胶合层压成功完成TMT
美国阔叶木的工程设计仍然是可能的。通常，热处理技
术不适用于厚度超过50毫米的木材。

目前全球约有120家商业化TMT公司，其中近100家在欧
洲，约10家在美国，还有一些在亚洲。经热处理的美国
阔叶木可以从美国的众多专业生产商与出口商，以及欧
洲和其他地方的处理公司处采购。

由Martino Gamper设计，用热处理红橡木，鹅掌楸木，黄桦木和硬枫木制作的“无限长凳”

由Nathalie de Leval为
Paul Smith设计，用热处理白蜡木制作的

“Paul的小屋”，作为愿望清单 项目的一部分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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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可用性

美国核桃木和山核桃木的出口级板材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但
不区分颜色，混合销售。NHLA FAS分等规则所允许的最小宽度
为4英寸(101.6毫米)。较低NHLA等级（普1和普2级）的美国山
核桃木可用于制作时尚质朴的用品。美国山核桃木的板材一般
都很薄（4/4”和5/4），但市面上可能看到少量较厚的板材。

森林分布

核桃木是一个重要的群组，从北到南，树木自然生长在美国东
部。它们被分成两组;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核桃木和产山核桃坚果
的核桃木，后者是一种重要的果树。 结果实的山核桃树自然生
长在美国东南部，主要在密西西比河谷。树的高矮差异较大。

美国核桃木和山核桃木属于不同种类的树种，但在圆形（原木）中它们几乎没有区别，因此通常
由锯木厂加工，其板材混在一起销售。

美国核桃木
和山核桃木

木材描述

美国核桃木和山核桃木因树种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木材结构
和外观。核桃木质地细腻，山核桃木粗糙，通常为直纹，但也有
可能是波状或不规则纹理。其边材呈白色，可能略带棕色，心材
则是浅白至棕红色。深紫色矿物质条纹是美国核桃木的一种自然
特征，鸟啄纹也是其常见特征，均不被视为缺陷。

加工性能

• 核桃木很难用机器加工和胶合，山核桃木较易于机器加工。
但两者很难通过手工工具进行处理。它对普通铁钉和螺丝钉
的耐受性很好，但往往会开裂，因此建议先钻孔。该木材可
通过砂磨、染色和抛光而达到良好的光洁度。美国山核桃木
不易干燥，收缩率大。

• 心材不耐腐烂，难以作防腐处理的木材。

主要用途

因其灵活性而适用于制作家具、橱柜、木梯、工具手柄、榫钉
和体育用品。传统上，用于木制车轮和制成鼓槌。核桃木的耐
磨性能使其成为地板的最佳选择，尤其是大量使用的情况下。历
史上，第一个木制的高尔夫球杆轴是由核桃木制成的，全美硬木
板材协会木材分等专员仍然使用传统的有弹性的核桃木测量尺。

   
工具手柄 地板 家具 柜子

美国核桃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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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

Carya树种
学名

Carya树种

美国核桃木 美国山核桃木

美国核桃木 山核桃木

机械属性

核桃木的木材相当粗糙，强度从强到弱不等，但很重且非
常硬。它具有良好的弯曲强度、抗冲击性能和优异的蒸汽
弯曲性能。

机械属性

山核桃木通常被认为非常坚固，具有出色的茎弯曲强度，
高抗碎强度，高刚性和极高的抗冲击韧性。

0.75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833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14.3%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138.590 MPa
断裂模量

0.66
比重（含水率为12%时）

737 kg/m3

平均重量（含水率为12%时）

N/A
平均体积收缩率（从湿材到
含水率为6%的木材）

94.462 MPa
断裂模量

15,583 MPa
弹性模量

63.365 MPa
压缩强度（顺纹）

N/A
硬度

11,928 MPa
弹性模量

54.126 MPa
压缩强度（顺纹）

8,095 N
硬度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核桃木的现存量
为742.3万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5.1%。美国核
桃木年增加146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60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860万立方米。除路易斯安那州外，美国所有
主要核桃木生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山核桃木的现存
量为4680万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0.3%。美国
山核桃木年增加93.1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35.5万立方米。净产
量（采伐后）每年增加57.6万立方米。在阿肯色州、堪萨斯州、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这四个主要山核桃产地，美国山核
桃的生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采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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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红榆是给世界其它地区的榆木树种群带来
了毁灭性破坏的荷兰榆虫害的幸存者。

木材可用性

美国榆木在市场上很难买到，锯材厚度主要是4/4" (25.4mm)，
因此，市面上很难长期找到符合出口规格和等级的美国榆木。
专业供应商也可能提供单板。

森林分布

美国红榆可在某些地区自然再生，导致供货不一致。美国红榆
分布广泛，但受地区条件影响很大。树木相对较小，经常带有
多个分叉的树干。

木材描述

细致纹理的红榆可能是直纹或交错纹理，木材结构粗糙。边材
狭窄，呈灰白色至浅棕色，心材呈浅棕色至深棕色。美国榆树
上可能会有鸟啄纹的痕迹，在全美硬木板材协会分等规则下被
视为一种自然特征而非缺陷。

美国红榆 学名

Ulmus rubra

其它名称

滑榆，棕榆，灰榆和红榆

加工性能

• 榆木非常适合机械加工处理，很容易用钉钉和木上螺丝钉进
行固定。红榆胶合性能良好，可通过砂磨、染色和抛光形成
非常光洁的表面。它在干燥时基本上不会造成性能降级，对
性能的影响微乎其微。

• 心材不耐腐，但可进行防腐处理类别的木材。

主要用途

美国榆木最适合制作家具和橱柜，也可用于制作室内细木工制
品、地板和镶板。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红榆的现存量为
2.976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2%。美国榆木
年增加59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250万立方米。净产量（采伐
后）每年增加340万立方米。除俄亥俄州以外，美国榆树在大多
数主要出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尽管从荷兰榆虫害
中幸存下来，但美国榆树在某些州的生长和收成仍易受到疾病的
影响。

   
地板 家具 镶板 柜子



美国梧桐木 59

美国梧桐是少数几种会与欧洲“欧亚槭”相混
淆的树种之一，但二者在植物学上隶属不同树
种。

木材可用性

来自美国的梧桐木锯材数量有限，主要来自南方生产商，以薄
板材（4/4"和5/4"）居多。请向供货商咨询出口木材等级。专业
供货商也销售单板。

森林分布

美国梧桐树通常是巨大的，是北美最大的阔叶木树种之一，在
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天然阔叶木森林中生长。据称，加利福尼亚
州和亚利桑那州生长着几种其它的美国梧桐，但商业价值不高。

木材描述

美国梧桐木颜色多样。边材呈白色至浅黄色，心材为淡褐色至
深褐色。美国梧桐的木结构细致紧密，带有交错纹理。美国梧
桐木质地特殊，带有鲜明的斑点。

美国梧桐木 学名

Platanus occidentalis

其它名称

悬铃木，美国梧桐

加工性能

• 美国梧桐木机械加工性能良好，但需要高速切割，以防表面
撕裂成屑。由于其有交错纹理，不容易开裂。它的胶合性能
良好，小心染色和抛光可以获得极佳表面。美国梧桐木干燥
速度快，但易产生翘曲。收缩率中等，性能稳定。

• 心材不耐腐，但在防腐处理中可渗透。

主要用途

美国梧桐木生长在美国的天然森林中，被认为非常适合制作橱柜
和家具，也可用于制作装饰线条、室内细木工制品和镶板。该木
材还专用于某些特殊地方，如屠宰场和店铺装潢设计。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不包括加利福
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美国梧桐木现存量为1.445亿立方米，
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美国梧桐木年增加400万立方
米，年采伐量为122万立方米。净产量（采伐后）每年增加278
万立方米。美国梧桐木在所有主要出产州的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
伐速度。

    
装饰板 家具 柜子 胶合板 餐具



美国椴木60

美国椴木是一种重量轻的树种，因其外观呈奶
白色并且能够机械加工成精细薄片而闻名。美
国椴木是优质的雕刻用木材。

木材可用性

美国椴木相对其他一些树种而言数量有限，无论是板材还是单
板。因其易于干燥，美国椴木的板材分为多个等级以及从4/4” 
(25.4mm)到16/4”(101.6mm) 的多个厚度。美国椴木的板材也
有专用于生产百叶窗和活动百叶窗的9/4”(57.2mm) 厚度板。

森林分布

美国椴木与欧洲发现的欧椴树有着植物学相关性。树木的高度
和直径通常很大，树干经常是笔直，相对无枝干，这样减少了
结巴。美国椴木生长在美国的所有天然阔叶木森林中。

美国椴木 学名

Tilia americana

其它名称

椴树

木材描述

美国椴木的边材较大，呈奶白色，心材渐变为淡棕色至棕红色。
木材中有时会有较深的条纹，不属于缺陷。边材和心材的差别很
小，可能不太明显。美国椴木具有细致均匀的结构及颜色较淡的
直纹。

加工性能

• 美国椴木的加工性能良好，容易用机械和手工工具加工，因
此是一种上乘的雕刻材料。它对螺丝钉的耐受性好过普通铁
钉，并且胶合性能好，经砂磨、着色和抛光可得到光滑的表
面。美国椴木干燥速度快，很少有变形或降等，干燥时具有
良好的尺寸稳定性。

• 心材不耐腐，但木材具有渗透性，因此适用于防腐处理和染色。

主要用途

这种生长在美国天然森林中的独特树种被认为是制造百叶窗和软
百叶窗的最佳木材，广泛应用于雕刻品、装饰线条、装饰板和家
具中，特别用于细木工制品和乐器，尤其是钢琴部件。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椴木的现存量为
2.109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4%。美国椴木
年增加33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70万立方米。净产量（采伐
后）每年增加160万立方米。美国椴木在所有主要出产州的增长
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或与之保持平衡。

    
装饰板 雕刻品 家具 乐器 装饰线条



美国杨木 61

美国东部杨木是杨属的一种杨木，就像白杨，
但需具备专业能力才能成功使用。

木材可用性

美国杨木以锯材和单板的形式提供，但符合出口规格的锯木数
量有限，具体取决于当前的出口要求。美国杨木板材主要来自
南方生产商，主要规格是4/4”(25.4mm) 和5/4”(31.8mm)，
新伐的木材（绿色）需快速加工，以避免出现裂纹和蓝变。

森林分布

美国东部杨木生长迅速，是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最大的树种，通
常生长在水边，例如密西西比河。它们的直径可达8英尺。杨木
又称白杨，不同于鹅掌楸木，即美国常说的黄杨。

木材描述

美国杨木是一种质地粗糙的多孔木材，通常是直纹理，瑕疵相
对较少。美国杨木的边材为白色，可能含有棕色条纹。心材则
为淡色至浅棕色。

美国杨木 学名

Populus deltoides

其它名称

东部杨木，东部白杨木

加工性能

• 美国杨木一般机械加工性能尚好，虽然经常有应拉木存在，
并在切割时会产生有绒毛的模糊表面，涂饰时须额外小心。
因此，使用锋利的刀片沿着正确的角度进行切割对于避免此
问题至关重要。否则，板材可能会胶着在一起而难以分离。
美国杨木容易干燥，但仍然会翘曲，性能会出现微笑变化。

• 该木材不耐腐烂。

主要用途

美国杨木一般用于制作活动百叶帘和家具，特别是再生家具和家
具部件，也可用于制作室内细木工制品。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杨木的现存量为
2.365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1.6%。美国杨木
年增加43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80万立方米。净产量（采伐
后）每年增加250万立方米。除缅因州（主要生长在城区）、内
布拉斯加州和德克萨斯州外，美国杨木在所有主要出产州的增长
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干旱、外来物种入侵和过度放牧导致美
国部分半干旱地区的杨木数量正在减少。

  
装饰板 家具 柜子



美国桉木62

美国桉木树是一种重要且多样化的阔叶木，在
美国的整个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可持续
地生长，其价值常被低估。美国桉木有别于澳
大利亚桉树。

木材可用性

美国桉木供应各种等级和尺寸的锯材和单板，通常只按枫香木
来销售，不区分颜色。根据NHLA分等规则，每块木材都必须
有一面是红色的（心材）。若按颜色来区分枫香木（主要是心
材），则会大大限制桉木的供货量。该木材常以薄板形式来供
货（4/4”和5/4”），并且在出口市场罕见。

森林分布

美国桉树很高大，树干直，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广泛种植。美国
还出产其它几种非商业化的桉树。

美国桉木 学名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其它名称

红桉木，糖桉木

木材描述

桉木质地细腻均匀，但木纹不规则，通常为交错木纹，常带一种
好看的木纹图案。桉木的边材较宽，呈白色至淡粉红色，心材则
呈浅棕红色，一般都带有较深的条纹。

加工性能

• 桉木可使用手工工具或机械加工。 对普通铁钉、螺丝钉和胶
水耐受性好，很容易着色，并且可通过砂磨和抛光达到极佳
的效果。桉木干燥速度快，极易翘曲和扭曲变形。桉木具有
很大的收缩率，易发生性能变化。

• 心材不耐腐，但对防腐剂的渗透阻力中等，边材可渗透。

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是制作橱柜、家具和家具部件、门、室内细木工制品和
木线条。美国桉木染色后可替代胡桃木或桃花心木。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桉木的现存量为
7.146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4.9%。美国桉木
年增加2,29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170万立方米。净产量（采
伐后）每年增加1120万立方米。美国桉木在所有主要出产州的
生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或与之保持平衡。

   
装饰板 家具  门板  柜子



美国黄桦木 63

美国黄桦木属于大树种之一，因其分布广泛且
一直保持可持续增长而在整个树种中具有最高
的商业价值。美国黄桦喜欢高降雨量的凉爽地
区。

木材可用性

美国黄桦木数量有限，板材不分颜色，但如果您必须要购买红
色心材或白色边材的锯材时，则在尺寸和等级上会受到更多限
制。颜色为FAS级的锯材最小宽度为5英寸。有关颜色分类规
范，请参阅“NHLA分等规则”。更薄尺寸的4/4”(25.4mm) 和
5/4”(31.8mm)美国黄桦木可能更容易买到。专业供应商也可
能会供应单板。

森林分布

美国黄桦树等先锋种被枫树等顶级树种所簇生，因此通常不会
太大。美国黄桦是生长在北方寒冷气候中的典型树种，中等大
小，中等直径，但偶尔也能长成大树。美国黄桦不应与纸皮桦
相混淆，纸皮桦质地较软，颜色较浅，散布有棕色斑点。

美国黄桦木 学名

Betula alleghaniensis

其它名称

无

木材描述

美国黄桦的边材和心材有明显区别，边材为白色，心材为浅棕红
色。木材通常是直纹，木材结构细致均匀。

加工性能

• 美国黄桦木加工尚容易，胶合性能良好，着色性和抛光性都
非常好。钉钉及螺丝固定性能均令人满意。美国黄桦木干燥
速度颇慢，干燥几乎不会造成性能降等，但收缩率大，因此
性能易出现变化。

• 心材不耐腐，防腐处理难度中等，但边材可渗透。

主要用途

在美国的天然森林中持续生长的美国黄桦木适用于制作家具和细
木工制品，如门和内部镶板以及橱柜等。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黄桦木的现存量
为5.41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3.7%。美国黄
桦木年增加709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480万立方米。净产量
（采伐后）每年增加230万立方米。主要分布在缅因州、新罕布
什尔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佛蒙特州等，美国黄桦木的生
长速度均超过其采伐速度。

  
家具 镶板 柜子



家具及产品

由David Chipperfield建筑工作室和E15用美国柳木设计制作的作品The Butler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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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由Foster + Partners设计，Benchmark家具制造用美国胡桃木打造的OVO家具系列

由Maria Jeglinska-Adamczewska用美国樱桃木
设计的作品Arco，作为Connected 项目的一部分

由Sebastian Cox为
英国电影学院的Amanda Nevill设计，
用美国红橡木制作的作家系列 作品

Thomas Heatherwick说道：
  如果你能很好地利用木材，
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包括它
有吸附碳的能力。在人们的
家里有这样的东西，还有
什么比这更好的材料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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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Bruun说道：
  枫木是一种坚固可靠的木材，
无论是在其机械性能和
审美方面。它非常轻盈和白皙，
几乎可以在空间中消失，
融入周围的环境。”

“

由Andres Marino Maza用美国红橡木
设计的作品Taburete Barlovento，
作为Toca Madera 项目的一部分

由Swine工作室用美国樱桃木和红橡木
设计的作品Humble Administrator ，
作为Connected 项目的一部分

由Sebastian Cox和Chan + Eayres用美国
红橡木联合制作的作品The Blushing Bar

由Sebastian Herkner用美国红橡木设计的作品
Stammtisch，作为Connected 项目的一部分

家
具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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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Heatherwick工作室用美国枫木设计的作品Stem，作为Connected 项目的一部分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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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赤桦木68

美国赤桦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主要生长在太平
洋西北地区，是北美特有的硬木森林资源，也
是少有的红色阔叶木树种之一。

木材可用性

• 赤桦是根据全美硬木板材协会（NHLA）在“硬木和柏木测
量和检验规则”中公布的“NHLA太平洋海岸红赤桦规则”
进行分等。主要分等标准遵从“NHLA分等规则”中的规
定，检测时是根据选取较好的一面进行的；小节子被认为是
一种天然特征，而非缺陷。基本等级包括：优选级（特选级
或更好的等级）、橱柜级（普1级）、结构用材等级（普2
级）。

• 美国赤桦目前以窑干锯材的形式供应，并且经常按照不同的
等级进行销售，对于全美硬木板材协会标准中未列出的等
级，请向供应商咨询。

• 出售的锯材可能是粗锯或者刨削过的规格材。赤桦一般不以
单板形式供货。

美国赤桦木 学名

Alnus rubra

其它名称

红桦、西部红桦、西部赤桦

木材描述

刚砍伐下来的赤桦几乎是白色的，但暴露在空气中会迅速变为浅
棕色，并带有黄色或淡红色的色调。心材只会在高龄树木中形
成，边材和心材之间没有明显差异。赤桦的纹理通直，与樱桃木
有点相似，结构均匀。

森林分布

在可持续管理下，美国赤桦在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大量生长。赤桦
的轮伐时间相对较短，采伐所需的时间也比大多数其它阔叶木更
短。

加工性能

• 赤桦适合机器加工，刨、钻、镗、雕刻、成型、钉、拧和胶
合都容易完成，因此非常适用于制作家具和细木工制品。

• 赤桦没有心材抗腐力，但是易渗透防腐处理剂。

主要用途

• 来自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这种多产硬木具有优异的环保性，适
用于制作家具、橱柜和室内装饰木线条，也可用于制作门和
镶板。

• 赤桦的纹理和颜色使其成为樱桃木的理想替代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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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杨 69

美国白杨是一种杨属的白杨树，在美国广泛种
植，特别是在东北部，湖泊州和落基山脉。 胡
杨属由许多物种组成，它们在微观上看起来都
很相似。 然而，白杨与鹅掌楸木完全不同，在
美国通常被称为黄杨，尽管不是胡杨。

木材可用性

美国白杨以锯材和单板的形式销售。锯材一般较薄，主要是
4/4”(1”或25.4mm) 和5/4”(1.25”或31.8mm)，也有一些供
应商可能会提供6/4”(38.1mm) 和8/4”(50.8mm) 的锯材，只
是数量有限。

森林分布

美国白杨树生长在林木密集区，可持续性强，但商业价值不如
其它美国阔叶木重要。美国白杨最高可达120ft (48m)，直径可
达4ft (1.2m)。由于遗传变异性，树干可能呈现笔直的圆柱形，
几乎没有任何凸起，枝干不歪不斜。美国白杨是一种受益于采
伐再生的树种之一，不耐荫，可从幼苗和根蘖再生。白杨是在
森林大火之后可自然再生的先锋树种。白杨的四个主要出产州
分别是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缅因州和密歇根州。

美国白杨 学名

Populus tremuloides

其它名称

白杨，美国山杨，杨木

木材描述

美国白杨边材为白色，心材为浅棕色，两者之间只有很小的差
异。白杨的木材结构细致均匀，纹理通直。

加工性能

• 美国白杨易于进行机械加工，但表面略起绒毛而导致材面粗
糙。使用钉子固定时不会开裂，弯曲和砂磨性能良好。美国
白杨木能很好地吸收油漆和颜料，容易获得理想的饰面，但
是必须注意表面起毛的部分。美国白杨具有低到中等的收缩
率和良好的尺寸稳定性。其特征及性质与生长在世界各地的
其它白杨相似。

• 美国白杨心材不耐腐，极难进行防腐处理。

主要用途

美国白杨是在美国普遍存在且快速生长的阔叶木，可用于制造家
具部件，特别是抽屉侧板，还可用于制造门、室内细木工制品、
装饰线条和画框。低导热性令其专用于制造桑拿座椅，利用其无
味无嗅的特点，令其专用于制造食品包装箱和筷子。此外，美国
白杨也用于造纸。

森林生长

根据森林资源调查分析(FIA)的数据显示，美国白杨的现存量为
6.371亿立方米，占到美国阔叶木立木蓄积量的4.4%。美国白杨
年增加1,04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890万立方米。净产量（采
伐后）每年增加15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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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美国柳木及美国檫树

美国黑柳是生长在南部各州的树种，喜水，是
诸多柳树物种之一。

木材描述

美国柳木结构细腻均匀。纹理呈直线或交错，也可能带有好看
的图案。狭窄的边材颜色因产地而异，颜色是浅黄色至奶黄
色，也有可能接近白色。心材颜色则明显不同，从浅红棕色至
灰棕色，也可能接近黑色。纹理中的凸起和凹进都是自然特
征，不被视为缺陷。

美国檫树是中等大小的芳香树，由于其芳香的
特性，对野生动植物和香水业都非常重要。它
被用于家具和细木工制品，但由于其供应有
限，不被广泛用作出口木材。

木材描述

美国檫树的心材呈浅棕色至深棕色，但常呈金黄色。它是柔软
轻便的柔性木材。纹理可能互相连结，也可能笔直，但通常呈
波浪形，并且带有好看的小提琴状花纹。该木材纹理粗细不
等，且质地和纹理，外观类似白蜡木，像栗子。

美国柳木

美国檫树

学名

Salix nigra

其它名称

黑柳木，沼泽柳木

学名

Sassafras officinale

其它名称

红檫，金榆，肉桂木



71美国朴树及美国山毛榉木

美国朴树是一种美丽的美国阔叶木，在美国境
外相对鲜为人知。

木材描述

美国朴树的木材与榆树相似，但比重很小且不很坚硬。美国朴
树呈现不规则的粗纹理，基本上是直纹，有时也会相互交错，
但木材结构均匀。边材和心材在颜色上几乎没有区别，都是从
浅黄灰色渐变为浅褐色。

美国山毛榉木是山毛榉科大家族中的重要树
种，与橡树和栗树一起生长在北美天然阔叶木
森林中，但美国山毛榉木并不是市场上销售的
大宗树种之一。

木材描述

美国山毛榉木的颜色比欧洲山毛榉木更深、且一致性略差。边
材基本上是白中略带红色，心材从浅棕红到深棕红色。美国山
毛榉木的树干通常是直纹，结构紧密而均匀。美国山毛榉木具
有中等弯曲和抗压强度，但硬度和抗冲击性较低。美国山毛榉
木的心材中有些存在棕色矿痕，根据全美硬木板材协会的分等
标准不被视为缺陷。

美国朴树

美国山毛榉木

学名

Celtis occidentalis

其它名称

朴木

学名

Fagus grandifolia

其它名称

无



72

美国阔叶木
板材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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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章节是对美国阔叶木板材分等规则的简要而透彻的介

绍。这套规则迄今已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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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NHLA在

全球已经拥有逾2,000家会员，这套规则一直是美国阔

叶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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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理解这些特征和缺陷存在于任何具体应用中。对
经过加工的各类锯材产品分等，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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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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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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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无缺陷板材比例时，对硬木中许多美丽的
天然特征不予考虑。本出版物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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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于生产阔叶木产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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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规则是以家具
贸易为出发点来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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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适用于橱柜、大部分家具零部件、以及支架
和长条形地板。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二次锯解后的普通
级木材同样会获得与高等级木材一样的净划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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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温带阔叶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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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将有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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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8'

12
= 板尺

宽 长 厚
宽度（英寸） 长度（英尺） 厚度（英寸）

××

12
= 版面量度

宽 长
宽度（英寸） 长度（英尺）

×

12

6 1/4" × 8' = 4 1/6"

美国硬木行业采用的NHLA板材分等规则是以英寸和英尺为单位的英制测量单位为基础。相比
之下，大多数出口市场对公制标准更为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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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双方需对这些标准的选择进行协商。

板尺

板尺（BF）是度量阔叶木板材的基本单位

一个板尺单位为1英尺（长）x 1英尺（宽）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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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面量度和板尺的例子：

下图所示的板材厚2英寸，宽6 1/4 英寸，长8英尺

每个等级中净划面的比例是以这种12进度的度量单位来
测算的。

一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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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 英寸，长8 1/2 英尺的板材分别计作5英寸和8英尺

因此板面量度是4' 乘以厚度2英寸得8个板尺

版面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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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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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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1英寸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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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厚度规格和对应的公制尺寸所示。

3/4 (3/4" = 19.0mm) 
4/4 (1" = 25.4mm) 
5/4 (11/4" = 31.8mm) 
6/4 (11/2" = 38.1mm)

8/4 (2" = 50.8mm) 
10/4 (21/2" = 63.5mm) 
12/4 (3" = 76.2mm) 
16/4 (4" = 10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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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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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 英寸的板材，最终厚
度则要减去 1/4 英寸。

窑干木材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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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以这种方式出售时，用户必须考虑到在木材干燥过
程中产生的收缩，会有约7%的板尺损失量。

窑干木材的检验

本出版物中提到的最小宽度和厚度是基于绿色或风干木
材。NHLA规则中列出的标准窑干燥规则包括窑干燥后的
收缩率，这些是:

3/8 英寸到 13/4 英寸厚的粗糙窑干木材可能比公称厚度少
1/16 英寸；2英寸或更厚的可以少 1/8 英寸。所有等级所提
到的最小宽度可能不足 1/4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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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一堆板材而言，估算方法业基本相同。首先计算一层板
材的板面量度，将材堆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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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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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提示：

1. 粗锯木材的标准厚度以四分之一英寸表示

2. 如果可以在刨光工序中被去除的缺陷，如开裂、变色以及翘曲等，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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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算系数

1" 25.4 毫米 (mm)

1m 3.281 英尺 (ft)
1,000BF (1MBF) 2.36 立方米 (m3)

1m3 424 板尺 (BF)
1m3  35.315 立方英尺 (cu.ft)

平均宽40英寸（全部为板材、酌减各块板之间的空隙）

每层的表面积为： 40" × 10' =         = 33.33
12

400

一层板尺（乘以板材的厚度）  33.33 × 2" = 66.66

一捆板尺（乘以层数）  66.66 × 10 = 666.67

估算出材堆的材积为： 667板尺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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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
FAS

FAS等级的愿意是从原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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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t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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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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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差的面必须满足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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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中可能包含没有规定FAS等级必须达
到多少百分比;这个比例可能因供应商和出货数量有所不
同。如果您对货物中包含的金额有任何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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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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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保获得预期质量的货物。但无论FAS等级是和FAS单面还
是特选级进行混装，所有板材至少有一面要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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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划面比列是 662/3% (8/12ths) 
到FAS级的最小比列831/3%。最小净划面的尺寸3英寸宽
3英尺长和和4英寸宽2英尺长。净划面数量根据板材的尺
寸而定。

板材两面必须满足普1级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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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1. FAS等级将为用户提供较长净划面的木材 - 最适用于高档家具，室内装饰细木工和实木线条。

2. FAS单面等级(F1F)较好的一面必须满足FAS等级的所有要求，较差的面必须满足普1级中的所有要求。

3. 特选级实际上与FAS单面等级大体相同，除了板面最小尺寸是寛度大于或等于4英寸，长度大于或等于6英尺。

4. 普1级中最小板面的规格是3英寸宽和4英尺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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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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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2A级 (No.2AC):

普2A级通常被称为“经济级”，因为该等级木材的价格和适用性可使其作为较多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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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英寸宽4英尺长，净划面的出材率的比列范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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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较好面达到FAS或普1级而较差面属2A级，该板材的等级为普2A级。

 提示：

1. 如果普2A级最差的面符合普2A级的最低要求，那么较好的面是什么等级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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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特征
以下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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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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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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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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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瘤

不含节疤的呈涡状或扭曲纹理的木纹

草虫斑

无规则的类似于矿物痕的斑点，常见
于白蜡木

树胶条痕

仅存于樱桃木中，自然生产的类似于
矿物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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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尽管NHLA分等规则没有把这些特征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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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对于硬枫和白蜡木，边材部分（白色）所占比例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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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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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属性和应用的更多资料，可浏览网站ahec-china.org或americanhardwood.org或参阅
AHEC的技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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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

鸟啄纹

由于鸟类啄食引起的纹理小瑕疵，有
时含有内生树皮。核桃木和红榆木是
例外。

虫眼

木材虫眼的尺寸从1/16英寸到大于1/4英
寸不等。

腐烂或腐朽

真菌引起的木质降解，初始特征是边
材的变色。

健全节 (生节)

表面上有个硬节疤，没有腐烂的迹象。

夹皮

由于树皮的嵌入导致木材纹理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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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条变色

通常呈灰色，是由木材干燥时使用隔
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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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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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

木材干燥过程中的沿纵向产生的木材
裂隙。

髓心

树干心部质地柔软的木心

注：以下缺陷允许存在于普2B级的切割中，并被认为是
合理的，包括：鸟啄纹、硬节、隔条变色和虫眼。

摇动

年轮之间的间隔。

大虫眼

大于1/4英寸的洞

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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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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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C

FAS

No. 2AC

美国白蜡木 学名

Fraxinus树种, Fraxinus americana

其它名称

北部白蜡木、南部白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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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No. 1C

No. 2AC

美国樱桃木 学名

Prunus serotina

其它名称

黑樱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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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C

No. 2AC

No. 2BC

FAS

美国核桃木 学名

Carya树种

其它名称

通常指南部的山核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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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C

No. 2AC

FAS

美国硬枫木 学名

Acer saccharum

其它名称

糖枫，岩枫，黑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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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BC

No. 1C

No. 2AC

FAS

美国软枫木 学名

Acer rubrum, Acer macrophyllum

其它名称

红枫，银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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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C

No. 2AC

FAS

美国红橡木 学名

Quercus树种, Quercus rubra

其它名称

北方红橡木，南方红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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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C

No. 2AC

FAS

美国白橡木 学名

Quercus树种, Quercus alba

其它名称

北方白橡木，南方白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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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AC

No. 1C

FAS

美国鹅掌楸木 学名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其它名称

黄杨，鹅掌楸，加那利白杨木；
请勿与欧洲杨树或中国杨树相混淆

美
国
阔
叶
木
板
材
分
等



91

No. 1C

No. 2AC

No. 2BC

FAS

美国胡桃木 学名

Juglans nigra

其它名称

黑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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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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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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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木品种中的精品。在制作高档家具、室内装饰材料和枪托的深色木材中颇受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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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珍贵树种，胡桃木的FAS分等规则作了改进和完善。
正因如此，胡桃木FAS等级允许板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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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可以参照NHLA分等手册，您可向当地的供应商咨询胡桃木的等级和其制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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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木商品材。以下是关
于各材种和颜色分等的简短概要，可依次向美国供应商求购。

 提示：

1. 美国赤桦木的分等是以较好的面而不是较差的面来评级。

2. 美国胡桃木分等规则允许板材在宽度和长度上比标准规定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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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分类

1等和2等白色

颜色分等通常主要应用于硬枫，但对于其它的材种，例
如白蜡木、桦木和软枫，如需要净划材是边材颜色 (白
色)，颜色分等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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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等级中，每块板材上，净划材必
须要至少有一面是边材颜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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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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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阔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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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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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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划面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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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板面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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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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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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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阔叶木板
材分等总结

注：

• 这张表总结了对标准等级的主要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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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级 FAS单面 特选级 普1级 普2A和B级

最小板面规格 6英寸 x 8英尺 分等材种与FAS相同 4英寸 x 6英尺 3英寸 x 4英尺 3英寸 x 4英尺

最小划面规格
4英寸 x 5英尺

3英寸 x 7英尺

板材较好面必须达到FAS等级

板材的差面必须达到普1级

4英寸 x 2英尺

3英寸 x 3英尺
3英寸 x 2英尺

最小出材率
板面量度 x 10

831/3%

板面量度 x 8

662/3%

板面量度 × 6 
50%

计算净划面

数量的公式

板面量度

4

板面量度 + 1

3

板面量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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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96

锯 刨 钻 打孔 车切 雕刻 成形 钉钉 上木螺丝 胶合 精加工

美国赤桦木

美国白蜡木

美国白杨木

美国椴木

美国山毛榉木

美国黄桦木

美国樱桃木

美国杨木

美国榆木

美国桉木

美国朴木

美国核桃木

美国山核桃木

美国硬枫木

美国软枫木

美国红橡木

美国白橡木

美国梧桐木

美国鹅掌楸木

美国胡桃木

美国柳木

加工性能

对照表

如下表格直接对比各树种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机械加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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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 97

门板 地板 家具 细木工制品 橱柜
装饰线条
和车制品

单板贴
面镶板

体育用品 工具手柄

美国赤桦木

美国白蜡木

美国白杨木

美国椴木

美国山毛榉木

美国黄桦木

美国樱桃木

美国杨木

美国榆木

美国桉木

美国朴木

美国核桃木

美国山核桃木

美国硬枫木

美国软枫木

美国红橡木

美国白橡木

美国梧桐木

美国鹅掌楸木

美国胡桃木

美国柳木

最终用途



对照表98

比重（含水率
为12%时）

平均重量（含水
率为12%时），
每立方米净重

平均体积收
缩率（从湿
材到含水率
为6%），%

断裂模量MPa
弹性模量

MPa
压缩强度（顺

纹）, MPa
硬度, N

美国赤桦木 0.41 449 10.1 67.571 9.515 40.129 2624

美国白蜡木 0.60 673 10.7 103.425 11,997 51.092 5871

美国白杨 0.38 417 9.2 57.918 8,136 29.304 1557

美国椴木 0.37 417 12.6 59.987 10,067 32.613 1824

美国山毛榉木 0.64 741 13.0 102.736 11,859 50.334 5782

美国黄桦木 0.62 689 13.4 114.457 13,859 56.332 5604

美国樱桃木 0.50 561 9.2 84.809 10,274 49.023 4226

美国杨木 0.40 449 11.3 58.608 9,466 33.854 1913

美国榆木 0.53 593 11.0 89.635 10,274 43.852 3825

美国桉木 0.52 545 12.0 86.188 11,308 43.576 3781

美国朴木 0.53 593 13.5 76.535 8,205 37.509 3914

美国核桃木 0.75 833 14.3 138.590 15,583 63.365 N/A

美国山核桃木 0.66 737 N/A 94.462 11,928 54.126 8095

美国硬枫木 0.63 705 11.9 108.941 12,618 53.988 6450

美国软枫木

红花槭 0.54 609 10.5 92.393 11,308 45.093 4225

太平洋沿岸/大叶枫 0.48 545 9.3 73.777 9,998 41.025 3781

美国红橡木

北方红橡木 0.63 705 10.8 98.599 12,549 46.610 5738

南方红橡木 0.68 753 N/A 75.156 10,274 41.991 4715

美国白橡木 0.68 769 12.6 104.804 12,273 51.299 6049

美国梧桐木 0.49 545 11.4 68.950 9,791 37.095 3425

美国鹅掌楸木 0.42 449 9.8 69.640 10,894 38.198 2402

美国胡桃木 0.55 609 10.2 100.677 11,584 52.264 4492

美国柳木 0.39 417 11.5 53.800 6,960 28.300 N/A

对照表

物理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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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

'  英尺

"  英寸

1"  25.4毫米(mm)

1m  3.281英尺

1m3  35.315立方英尺 (cu.ft)

1m3  424 板英尺 (BF)

1MBF  2.36立方米(m3)

AHEP《美国阔叶木环境概貌》是委托
专用的运输单据，提供相应的信息来证
明该货物中包含的美国阔叶木树种是合
法的、可持续性的，包括提供定量的数
据来证明其在世界任何地方交货对环境
的影响。

BF  板尺

BM  计量制

碳足迹  物体在制造过程中排放的所有温
室气体的总量，以千克二氧化碳计量来
表示。

碳封存  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吸收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被砍伐并加工成锯材（或任
何其它的木制品）后会继续储存这些二
氧化碳。这种储存二氧化碳的行为被称
为碳封存。

裂纹  沿着板材长度方向的表面开裂，往
往横跨年轮延伸，通常是由于干燥过程
中产生的表面应力所造成的。

抗压强度  木材对缩短构件，在纵向上产
生纤维破坏的外力的抵抗能力。

CLT  交错层积材

腐蚀  由霉菌引起的木质分解（其他术
语：腐败，死亡）

密度  每单位体积的重量。木材的密度 受
生长速率、成材率、碎片数以及心材率
的影响。

尺寸稳定性  描述木材的一个截面是否具
有耐受体积髓木材含水量变化的能力（
其他术语：性能变化）。

耐用性  木材对腐蚀性真菌、昆虫及海洋
穿孔动物的耐受性能。

FAS等级  最高质量的NHLA木材等级。

FAS  美国国外农产贸易处

FIA  森林库存和分析计划。FIA以县为单
位追踪美国阔叶木生产州，各类美国阔
叶木树种每年的生长情况。

木材花纹  木材表面因年轮、木射线、节
子、不规则纹理（如交错纹理和波浪）
和不规则着色所产生的花纹。

料板  经过修正准备做成单板的一块或一
部分原木，或者适合进一步转换的已切
割原木。

胶合木  胶合层积木

纹理  锯材中木材纤维的方向、大小、排
列、外观或质量。直纹是指板材纤维和
其它纵向基理与木材的轴心相平行。

树脂囊  木材中局部存在的树脂或树胶的
过量积聚。

硬度 木材的抗压痕和抗磨损的能力，数
值单位以牛顿(N)表示。测量方法是将
11.3毫米的球体嵌入到木材直径一半深
度。

阔叶木（硬木） 阔叶木（硬木）是指落
叶和常绿阔叶树（被子植物）长成的木
材，与木材的实际硬度无关。

心材  对正在生长的树木进行砍伐而不再
含有活细胞的木材，该等木材的内层即
为心材。心材通常比边材颜色更深，但
两者并不总有明显差异。

窑干  在科学的控制条件下对木材进行人
工干燥锯材的工艺过程。干燥窑是用于
实施这种工艺的场地。

LCA  生命周期评估，通常是指环境。
生命周期评估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测量体
系，需要收集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所
有相关数据来计算对环境的影响，包括
材料、能源和废物的所有输入和输出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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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  美国用于形容被切割的木材或锯成
木材的术语。锯材厂和锯木厂是指执行
此类切割的加工厂。

m  米

m2  平方米

m3  立方米

物料补给  数字代表整个美国阔叶林自然
再生长所需的时间，代替在某些创意项
目中所用的被采伐的木材量。

MBF  千板尺

mm  毫米

弹性模量  将一件材料拉伸至其两倍长
度或压缩至其一半长度所需的一种假设
应力。一种木材的弹性模量数值单位以
兆帕（MPa – 相当于牛顿/平方毫米N/
mm2）表示。

断裂模量  相当于在最大负荷下纤维所
受的应力。用于结构设计的一个常数，
通过不断叠加木片直至木材被压裂而测
得。

含水率  木材所含的水份的重量，以水份
在烘干木材中所占百分比率表示。

N  牛顿 (力的单位)  Newtons

NHLA  北美硬木板材协会

PAR  四面刨削（刨光）（同S4S）

髓斑  由于昆虫攻击正在生长的树木而导
致木材中出现的髓状不规则变色条纹。

四分之一切/径切  在径向轴上或在径向
轴 附 近 从 原 木 上 切 割 板 材 ， 产 生 的 边
缘、直线或垂直纹理图案。

RWL  随机宽度和长度

S2S  刨光（刨平）2个面

S4S  刨光（刨平）的4个面（同PAR）

边材  靠近原木外圈的呈浅色的活的木质
部。

收缩  木材干燥至含水量低于纤维饱和含
水量（通常约为含水量25-27%）时，木
材纤维出现的收缩。收缩值以新伐木材
尺寸的百分率表示。

SM  板面量度

比重  等量的物质与水相比的相对重量。
木材的比重值基于的是12%含水率和烘干
重量为基准给出。

开裂  因木纤维撕开而导致的木材分裂
（其他术语：端裂）。

变色  木材因微生物、金属或化学品干预
而失去本色或变色。该术语也适用于描
述木材染色剂。

刨光  美国术语，用于描述已经过刨削处
理的板材。

材积  美国使用测量板材的术语。（绿色
材积是指窑干前测得的材积，净材积是
指窑干后测得的材积。）

抗拉强度  木材对拉伸构件，或把纤维延
长度方向破坏的外力的抵抗能力。

木材结构  由木材元素的相对大小和分布
而定。分为粗结构（大细胞组成）、细
结构（小细胞组成）或均匀结构（组成
木材的细胞均匀）。

翘曲  木材因变形而背离原始平面，常见
于干燥过程。翘曲包括：横弯、弓弯、
边弯和扭曲。

重量  干木材的重量取决于细胞空间，即
木材实质与气室的比例。每种木材的该
值均以12% MC下的kg/m3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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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AHEC)始终屹立在国际木材推广的前沿，将美国阔叶木 (硬木) 成功打造成独具特色又富有创意的

品牌。AHEC的全球计划展现了这些可持续木材的特性和美学潜力，确保阔叶木的未来发展，同时提供宝贵的创意灵感和技术支持。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和6个海外办事处均从战略的高度，选址在主要的阔叶木市场，并在35个以上的国家开

展活动，执行全球性的非营利推广计划。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美国阔叶木行业与美国农业部农业贸易处联合开展

我们所代表的出口行业覆盖多家公司 — 其中许多仍是家族企业 — 包括锯木厂、胶合板生产商、镶板和地板生产商、以及拥有贮木
场及/或干燥窑的贸易商等等。用集装箱向全球50多个国家出口的商用阔叶木多达20多种。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是阔叶木行业在出口市场的代言人，代表着兢兢业业的美国阔叶木出口商和美国主要的阔叶木产品贸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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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办公室：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华盛顿总部

www.ahec.org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欧洲办事处

europe@americanhardwood.org

中东及非洲办事处

mena@americanhardwood.org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会 — 东南亚及大中华区办事处

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1座2005室
电话 : (852) 2724-0228    传真 : (852) 2366-8931
电邮 : info@ahec-china.org
网址 : www.ahec-china.org / www.americanhardwood.org

协会伙伴：

美国胡桃木制造商协会 (AWMA)

www.walnutassociation.org

阿巴拉契亚硬木制造商公司 (AHMI)

www.appalachianwood.org

硬木制造商协会 (HMA)

www.hardwoodinfo.com

大洋洲办事处

oceania@americanhardwood.org

美国阔叶木外销委员东南亚及大中华区办事处

info@ahec-china.org

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办事处

info@ahec-mexico.org

硬木饰面协会 (DHA)

www.decorativehardwoods.org

全美硬木板材协会 (NHLA)

www.nhla.com

全美木地板协会 (NWFA)

www.woodfloors.org

日本办事处

info@ahec-japan.org

印度 (包括尼泊尔、孟加拉及

斯里兰卡) 办事处

india@americanhardwood.org

西部硬木协会 (WHA)

www.westernhardwood.com

东北伐木工协会 (NELA)

www.northernlogger.com

木材部件制造商协会 (WCMA)

www.woodcomponen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