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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木质新材料和木材加工机械 的国内 外发展 现状, 分析了 木质新 材料对 木材加 工机械 发展的影
响, 阐述了我国木材加工机械的发展要适应木质新材料新产品的发展, 应重点开发有 中国特色和 自主知识产
权的木材工业化生产技 术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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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 fluence of N ew W oodyM aterials on the D evelopm ent of
W ood Process in g M ach inery
F ei B enhua Zhang W ei
( B eijing F orestry M achine ry R esearch Institute,

State Forestry A dm in istration, B eijing 100013, Ch ina)

Abstract: T he deve lo pm ent and present situa tio n of new w oody m aterials and w ood processing m ach in ery at hom e and abroad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fluence o f new w oody m aterials on th e wood

processin g m ach in ery developm ent are analyzed. It is po in ted out that the deve lo pm ent o f wood processing m ach in ery in Ch in a shou ld adapt dem ands and th e em phasis is la id on the w ood industriali
zation techno logy and equ ipm ent w ith Ch in 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rietary intellectua l property
rights.
K ey w ord s: new w oody m ateria,l wood processing m achinery, developm en,t in f lu ence
木质新材料是现代木材工业的重要组成和

的新型木质材料和产品。他 们具有原始木材所

技术先导。随着自然资源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

不具备的几何性能、同一性、均匀性和曲面成形

进步, 木材工业发展从原始的原木利用逐渐发展
到锯材、
单板、刨花、纤维、非木质林产品和化学

性, 如集成材、单板层积材、单板条层积 木、长条
刨片层积材、
重组木、
定向刨花板等。

成分的利用, 形成了新型的材料 和产品, 如单板

集成材 ( G lued L am ina ted T im ber, 简 称 G lu-

层积材、
集成材、重组木、
定向刨花板等木质工程
材料和产品, 木 /塑 复合材料、木材 /竹材复合材

lam )是利用锯制板材或方材, 在平行于纤维方向
用胶合剂沿其长度、
宽度或厚度胶合而成的一种

料、
木质导电材料和木材陶瓷等木质复合材料和

木质材料, 是一种材性与实体木材最为 接近, 而

产品。新型材料及新型木制品结构的发展推动

又优于实体木材的新型材料。集成材可以加工

了木材加工机械装备的技术进步。

成通直形状和弯曲形状或沿长度方向截面渐变
结构, 也可 以加工成 工字形 和空心 方形等 截面

1 木质新材料的发展现状

型。按用途可以分为结构用 集成材和非结构用

1. 1 木质工程材料和产品

集成材。 结构用 集成材 主要用 于体育 馆、音乐

木质工程材料是将木材加工成木板、木条、
单板、刨花或纤维等组元, 再利用现代技术重组

厅、
厂房、
仓库等建筑物的木结构梁, 其中作为三
铰拱梁的承重材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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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美观, 也可用于桥梁和车厢的承载梁。非结
构用集成材主要作为家具和室内装修用材。

材料、
木材 /竹材复合材料等。
木 /塑复合材料是指由木纤维或植物纤维补

欧洲、
加拿大、
美国、
日本等国家对木质工程

强填充改性热塑性塑料材料, 兼有木材和塑料的

材料和产品的研究比较深入, 开发出许多新型木

成本与性能, 经挤出、压制或 注射成型板材或其

质材料、
结构部件和连接构件, 逐渐形成了木质
工程材料和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大型化和标准化

他制品, 替代木材和塑 料的复合材料。木 /塑 复
合材料可以解决传统木材制品易腐朽、虫蛀、开

体系。

裂、
生物降解以及尺寸稳定性差的问题, 其产品
3

欧美各国集成材年 总产量高 达 100 万 m 。
日本有近 200个厂家生产集 成材。国内集成材

主要用作各种室外用结构与非结构板材及型材、
环境安全型家具材和高尺寸稳定性的复合地板

的发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主要以非结构用集

芯材。

成材生产为主。目前集成材厂家已超过 500家,
3

国外发达国家制造木质复合材料起源于 20

实际生产能力可达 300 万 m , 生产、工艺和市场
在国内均已成熟。

世纪 80年代, 并于 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形成一
个发展迅速的新型产 业。近几年来, 高性能木 /

单板层积材 ( Lam in ated V eneer Lum ber, 简称

塑复合材料在世界上, 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得

LVL ) 是采用旋切或 刨切的单板, 沿 着木材的纤

到快速的发展。据 1996 年的数据统计, 在美国

维方向层积胶合的木质材料。单板层积材具有
力学性能均匀、
强度高、
规格灵活多变的特点, 优

和加拿大约有 70家企业, 每年生产 45万 ~ 67万
3
m 木 /塑 复合材料, 年产值 4 000万 ~ 6 000万美

于实体木材, 可进 行锯切、刨切、凿眼、开榫等加

元。当前在美国木 /塑 复合材料市场份额比较大

工, 并可进行铆接、斜接、铰接等 后续加工, 特别
适用于大跨度的木结构。按用途可以分为结构

的 公 司 有 TREX 公 司、ANDERSEN 公 司 和
STRANDEX公司等。

用单板层积材和非结构用单 板层积材。结构用

国内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木质

单板层积材主要用于建筑承重墙、隔墙、
折架、
桥

复合材料的研 究与开发, 在 木材表 面的非 极性

梁、
枕木等领域, 特别适合于大跨度梁和一些用
实体木材、胶合木和钢材无 法简单替代的领域。

化、
木材酯 化及接枝 共聚处 理等基 础理论 以及
木 /塑复合材料、
木质电磁屏蔽功能材料、
木材陶

非结构用单板层积材主要作为家具、
门窗构架等

瓷化、
木材 /竹材复合材料等 开发研究方面取得

装饰用材 。
在北美, 单板层积材的总产量达到 160多万

了一定的进展
。
木材 /竹 材复合材料是在重组木和重组竹研

3

[ 3, 4]

m , 占到木材消耗量的 3% 。同时芬 兰、新西兰

究的基础上, 将重组木的构成组元

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在积极开发满足建筑用材

组竹的 构成 组元

长度和强度要求的超长部件, 非结构用单板层积
材以日本市场最具有代表性, 其市场拥有量和进

合, 得到既具有高强度, 又具 有很好韧性和加工
性, 兼有重 组木和重 组竹双 重优点 的新型 结构

口量最大。我国单板层积材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材。

80年代后期, 主要是利用胶合板设备生产小规格
非结构用单板层积材, 生产厂家 己达数十家, 大

2 木材加工机械发展现状

规格结构用单板层积材还没有开始生产

[ 1, 2 ]

。

木束和重

竹 束, 采用 混杂 的方 法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材料的开发、木材

1. 2 木质复合材料和产品

加工工艺理论 的深化, 木材 加工机 械在品 种数

木质复合材料是以木材 ( 其各种形态, 包括
纤维、
单板和刨花等 )为基体材料, 复合其他材料

量、
动态和静态性能、
精度、
机械化、自动化、
安全
性及高新技 术应用等 方面都 有了快 速的发 展。

而构成的具有特殊微观结构和性能的新型材料。

木材加工机械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通过利用木材与其他材料的复合效果, 克服木材

2. 1 计算机数控技术在木材加工机械上的广泛

主要物理力学性能的缺陷, 赋予木材新的功能,
以提高木材的使用价值和利用率。如木 /塑复合

应用
随着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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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数控技术越来越多地
应用到木材 加工机械 上, 提 高了木 材加工 的精

200家, 产品 69大类 1 100余种。产品执行的标
准与国际先进等同或等效, 销往美国、俄罗斯及

度、
加工柔性和生产效率。具有代表性的有数控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年工业总产值达 100多亿

加工中心、
数控镂铣机、
数控板材锯切中心、
数控

元。目前国产木材加工机械 总体技术水平接近

多排钻、
数控餐椅组件加工中心和数控仿形刃磨
机等。

国外先进技术水平, 其中削片机、重型宽带砂光
机、
精密裁板机、
直线封边机等诸多品牌产品, 在

2. 2 新工艺技术的应用带动了木材加工机械的

国内市场享有盛名, 属国内用户首选设备

[ 5]

。

技术进步
木材加工新工艺技术的不断应用, 对传统的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木材加工机械在品
种数量、
产品功能、
数控普及率、
加工精度和环保

木材加工机械提出了新的要求, 推动了木材加工

指标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设备创新设计和

行业的发展。如异型仿型制材加工技术优化了

工艺研究开发能力不强, 尤其是主机设备和关键

木材原料的制备; 工程结构用材木材指接技术提
高了实木板材的质量和强度; 高速多片锯开料锯

工艺技术创新能力不够, 长期处于追踪和模仿的
水平。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我国的木

切工艺实现了开料 锯切和刨切 工序的统 一; 3D

材加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饰面工艺技术拓宽了人造板材的应用领域等。

间和发展前景。但同时国外 先进的木材加工设

2. 3 各种现代先进技术应用于木材加工机械
数控加工技术、机器人技术、工业自动化技

备会大量地涌入中国市场, 将使我国木材加工机
械制造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与挑战。

术、
新材料技术和新型生物、环保装备技术、
木材
无损检测技术、
信息网络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成
果开始广泛应用于木材加工机械上, 对木材加工
机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
提升和 改造的作用, 其

3 木材加工机械的发展是新材料发展的
基础
木材加工机械是实现木材工业现代化的重

先进的技术含量已成为市场竞争取胜的关键。

要手段。近几年来, 随着木材工业 的快速发展,

2. 4 木材加工机械呈现高速化、
专业化、规模化
的发展趋势

木质新材料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需要现代化的装
备满足新材料和新产品工业化生产的需求, 木材

从原料制备、产品加工到成品, 木材加工机

加工机械在木材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械的进料速度、
加工主轴铣削速 度、运输传送速
度呈高速化发展。随着新材料、新产品品种的增

加快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木材加工机械显
得尤为必要。

加和结构的变化, 不断开发研制出新型的木材加

3. 1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木材加工机械

工机械, 并越来越多地提供整条生产线的技术和

随着我国加入 WTO 和知识产权法制的不断

设备, 满足了用户的特殊要求, 竞争能力明显增
强。

完善, 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木材加工机械非
常重要。应逐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努力掌握更

在木材加工机械技术装备领域, 德国、意大

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

利、
日本、
美国等是国际木材加工机械主要生产
国家, 在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占有主导地位。在生

识产权的木材加工机械, 提高 中国制造 的含金
量, 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产总值、
出口贸易额、产品的技术水平及国际专

3. 2 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发展木材

利数量方面居领先地位。国外木材加工机械正

加工机械

向扩大原材料应用范围、
提高其利用率和产品质
量、
节能以及注重环境保护等方向发展。

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密切跟踪
世界木材加工机械制造技术发展趋势, 根据国情

我国木材加工机 械行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需要引进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进行学习, 学习后

发展, 已初具规模并基本形 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应用和转化, 应用后自主提高。把引进技术设备

成为木材加工机械生产大国。现有 600余家木
材加工机械 制造企业, 其中 有一定 规模的 约为

作为自主创新的新起点, 培育我国木材加工机械
的自主品牌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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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结合我国国情, 因地制宜发展木材加工机械
在开发和应用木材加工机械方面, 应根据我

日益增长。统计数字显示, 2005年我国主要林产
品进出口总额达到 383. 18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国林业资源、木材工业特点等现 状, 结合林业可

18. 51%

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采取多种

但是, 我国还不是一个林业产业的强国, 林业产

发展模式, 强化木材加工机械关键主机设备和工
艺技术的研究开发, 重点发展有中国特色和自主

业由大变强的转变为木材加工机械制造业的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 景。所以我

知识产权的高效、
高附加值、精深加工、环保和节

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转变增长方式, 走科技

能型木材工业化生产技术与装备。

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自主创

4 新材料的结构变化需要木材加工机械
现代化
随着木质材料定义范围的不断拓展, 新材料
和新产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木质结
构材料 ( 室外、建筑用材等 )、木质 功能材料 ( 抗
菌、
导电等 ) 、
木质装饰材料 ( 仿真、优化等 ) 和木
质环保材料 ( 吸附、
保水等 ) , 形成了品种齐全、
结
构多样的新型材料和产品。木材加工机械现代
化是实现木材工业化的必备条件, 既是木材工业

[ 6]

, 我国已成为一 个林业产业的 大国。

新的道路, 以科技创新来提高木材加工机械制造
业的综合效益, 培育我国木材加工机械的自主品
牌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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