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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外观
       Accoya固雅木提供各种规格等级的锯材和刨光材，
可以制成指接材和集成材，以满足客户多样的大型尺寸
需求。请从accoya.com的download栏中下载Accoya固
雅木的供货尺寸数据表。

        Accoya固雅木的商业化规模生产始于
2007年，并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户外环境中。它代表着木材改性技术的主
要发展方向，使持久耐用、尺寸稳定、性
能可靠的木材供应成为现实。

       Accoya固雅木的性能已经被广泛研究与反复验
证。它采用的原木材源自管理良好，负责任的林场，
经乙酰化作用改性而成，制程中不添加任何有毒物
质。Accoya固雅木的材性超过那些世界上最好的木
材。

01 Accoya固雅木

 Accoya固雅木以速
生木材为原材料，取材
于可持续发展的林场资
源，经由表及里的完全
改性制造而成，其改性
工艺流程的专利权归
Accsys公司所有。

适合赤足行走

防虫蛀

取材于可持续 
发展的资源

天然绝缘

完全改性 
品质稳定

保留木材天然 
强度和硬度

优异的机械 
加工性能

优雅迷人的 
全天然木材

无毒无害 
可回收再利用

主要 
特性 尺寸稳定 卓越耐久性 完美上色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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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乙酰化处理&耐久性

          下表数据来源于权威机构的测试报告，数据呈现的是Accoya辐射
松固雅木的平均材料特性，测试报告副本备索。请参阅材料性能手册
获取更多的测试数据和性能信息，性能手册可从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中下载。

 Accoya固雅木的改性处理是作用在材料的整个横截面
上，而不仅仅停留在材料的表面。每一批次改性木材的生
产质量都必须在Accsys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经过一系列复
杂的测试检验，以保证成品质量均一，性能稳定，符合产
品质量标准的规定。这种质量控制方法是由美国，法国和
荷兰的认证机构独立监审的，所有的监审均包含了工厂视
察和破坏性测试。按EN 350-1和EN 335-1中相关的耐久等
级1~4级的衡量标准，Accoya固雅木始终符合耐久等级为
1级的标准要求。

       在全球不同地域进行的多个耐各种真菌腐朽，抗白蚁
和虫蛀的测试结果，已经证明Accoya固雅木具有卓越的耐
腐朽性能。

       Accoya固雅木耐盐，可用于海水的周边（例如海边码
头甲板）。但不建议将Accoya固雅木长期浸泡于盐水或微
咸水中（例如木桩），因为乙酰化处理并不能保证Accoya
固雅木可以抵抗海洋钻孔生物和其他海洋生物的侵害。然
而，Accoya固雅木已经在北欧的水域中进行了长达7年以
上的耐久试验，目前已经确认在该地区可达到10年的使用
寿命。其他地区的测试正在进行中。

* 本表中的数据是依据EN 408
进行试验（全尺寸木梁）获
得的数据的平均值；按EN 
384进行的评估，非结构性
用途的Accoya固雅木的强度
可以被认为等同于C16等
级。有关Accoya固雅木结构
性用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结构指南（可从
www.accoya.com的
download栏内下载）。

性能 测试方法 值

耐久性 1级

512 ± 80 kg/m³密度

干缩率（平均值） 

饱水至温度20°C，相对湿度65% 0.4%

0.8%

饱水至绝干 0.7%

1.5%

3 - 5%

0.12 W/m K

8,800 N/mm²

40 N/mm²

平衡含水率 

热传导系数

弹性模量*

抗弯强度*

硬度（Janka）

EN 84, EN 113, ENV 807  

和 EN 252
温度20℃，相对湿度65% 

ISO 4469
径向

弦向

径向

弦向

温度20℃，相对湿度65%

EN 12667

EN 408

EN 408

ASTM D143 侧面 4,100 N

端面 6,6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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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木材
耐木材破坏性真菌
的耐久性分等
       Accoya固雅木保证地上50年，地下和淡水中25年的使用寿命，质量保
证书副本可以从accoya.com的download栏内下载。

乙酰化作用的
详细信息

 更多关于乙酰化处理技术和Accoya固雅木性能的资
讯，请浏览accoya.com网站和产品介绍手册。如需权威
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直接和我们联系。

关于材料健康
和安全的说明
         在许多地区，Accoya固雅木的健康和安全性能已成
功通过各类标准的检测，测试的详细数据列表于本手册
的第12章节中。《Accoya固雅木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可从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内下载。

结构
应用
       Accoya固雅木的生产工艺对木材强度特性的影响极
小。前页技术参数表格中列出的各材料性能值是根据表
观分等的Accoya固雅木的平均值。常规的Accoya固雅木
出品不按照结构用途分等级。

         结构应用分等的Accoya固雅木（Accoya® 
Structural）具有更为严苛的评级方法，推荐在各类结构
应用工程中使用。有关Accoya固雅木结构应用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结构设计指南”，可在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内下载。

使用等级  使 用 环 境 浸湿状态 木材含水率

1 不与地面接触，有遮蔽保护，干燥 长期干燥 长期干燥  < 20%

2 不与地面接触，有遮蔽保护，极少有机会受潮 偶尔曝露在湿气中 偶尔的，短期受潮 
>20% 

3 不与地面接触，完全曝露于全天候露天环境中 经常曝露在湿气中  经常的，短期受潮 
>20%

4 与地面接触 长期处在潮湿环境或
淡水中 

长期处在潮湿中 
>20% 至饱水

5 与盐水接触或处在盐水飞溅区域内1 长期曝露在盐水或淡
盐水中 

长期处在潮湿中
>20%至盐水饱和

¹   Accoya固雅木已被证明可用于盐水飞溅区域中，例如码头甲板

耐久等级 等级说明

1 非常耐久

2 耐久

3 一般耐久

4 轻微耐久

5 不耐久

AC
CO

YA
固

雅
木

 
已

证
明

可
用

的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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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稳定性 
比较

¹  木材手册，USDA森林产品实验
室，生材到绝干测量值 

²   Accoya固雅木在不同湿度下的
尺寸稳定性，SHR Report 
6.322

³   Accoya固雅木–质量保证证书 

典型的户外地板
或遮阳板的
膨胀/收缩值 
实际宽度5 1/8” 
或 130 mm

         虽然Accoya固雅木的尺寸稳
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可以允许木
制品比过去达到更大的宽度尺寸
（例如，户外墙板可以有更大的宽
度而不会出现过分的翘弯），但木
制品的公差值仍然应该根据尺寸按
比例调整。

残留的
醋酸
       Accoya固雅木含有微量乙酰化处理残留的醋酸。由
于醋酸可能会与一些涂料，胶黏剂，密封剂和紧固件产
生兼容性问题，因此，对木材醋酸含量的测定是Accoya
固雅木产品品质控制和KOMO认证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个别批次的木材，如果残留醋酸水平在以下规定
的范围内，只用于销售：

-  抽样样本的残留乙酰基化合物的平均含量≤ 1.0%
  （质量比/绝干木材质量比）
-  个别样本的乙酰基化合物残留量最大含量≤ 1.8%

        虽然残留醋酸的含量水平已经得到控制，新裁切
的Accoya固雅木闻起来依然会有轻微的醋酸味

设计使用和
湿胀量的允许值
       Accoya固雅木具有绝佳的尺寸稳定性，但是这并不是
说它完全不变形。湿度的变化会造成木材轻微的尺寸变
化，在产品设计和安装时应充分考虑这个变化因素，在极
端条件下（和Accoya固雅木质量保证范围），允许有下述
的公差出现。常规木制品的安装说明，已经考虑了木材尺
寸稳定性的冗余，用于Accoya固雅木上绰绰有余。除此之
外，有关户外墙板和户外地板的产品指南可以从
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中下载，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
有关尺寸稳定性的参数和变形风险，请通过网站与Accsys
联系。

材种 径向 
平均值

弦向 
平均值

质量保证 
最大值³

4.8% 7.6% -

2.5% 5.8% -

3.0% 6.6% -

2.7% 4.6% -

4.6% 7.4% -

3.4% 7.9% -

花旗松¹ 

柚木¹ 

柳桉¹ 

菠萝格¹ 

沙比利¹ 

辐射松²

Accoya固雅木 (辐射松)² 0.7% 1.5% 2.5%

材种 径切板平均值  
(英寸/MM)

弦切板平均值 
(英寸/MM)

质量保证最大值  
 (英寸/MM)

0.26 / 6.7 0.42 / 10.6 -

0.14 / 3.5 0.32 / 8.1 -

0.17 / 4.2 0.36 / 9.2 -

0.15 / 3.8 0.25 / 6.4 -

0.25 / 6.4 0.41 / 10.4 -

0.18 / 4.8 0.43 / 11.1 -

花旗松

柚木

柳桉

菠萝格

沙比利

辐射松

Accoya固雅木(辐射松) 0.04 / 1.0 0.08 / 2.1 0.14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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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ya固雅木
的包装
          所有Accoya固雅木在出厂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
测。每一捆Accoya固雅木在出厂时，均用打包带按包装
标准捆绑，并标有唯一的标识编号。 Accsys科技公司提
供的Accoya固雅木均为干燥的毛面锯材，客户收到后就
能立即使用（一般木材含水率<5%）。

运输
       Accsys科技公司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00”（由巴黎的国际商会ICC编纂）发出货品，或者按
照已确认的客户订单另行约定的交货条款交运。收货地
的接收人应确保仔细小心地卸载Accoya固雅木，最好使
用叉车或其他带有托盘的搬运设备。

储存
         需要进一步加工、胶合或涂装的Accoya固雅木需小
心存放（宜水平放置），应存放在密闭并且通风良好的
室内，防止木材吸水或受潮。有关确定Accoya固雅木是
否吸收了过多的水分，是否需要干燥处理等信息，请参
阅第03章节。

预制部件的存储
       Accoya固雅木加工成型的部件可以在装配前存放很
长一段时间。与其它许多木种不同，得益于Accoya固雅
木卓越的尺寸稳定性，完成部件的尺寸与外形的变化非
常小，因此，当遇到加工和装配工期紧迫时，通常可以
提前将部件加工成形，但应避免部件直接接触水，或将
部件放在温度和相对湿度发生骤变的环境中。请注意，
新加工的 木材表面具有最好的表面质感，涂装和粘合效
果也最为理想。

储存和运输
         为了防止损坏，Accoya固雅木制品应小心运输，
尤其是对接合处的保护非常重要。为了防止木材在运
输、储存过程中，以及在建筑工地存放时吸收水分，强
烈建议使用透气塑料薄膜覆盖在Accoya固雅木，以便
水蒸汽排出。

       与其他木材一样，在建筑工地的存放处，应离水泥
地板至少10厘米以上、离地面（没有铺砌的）至少30
厘米。强烈建议覆盖塑料防雨布，但雨布下应留有足够
的通风空间，以防止木材表面发霉。.

可追溯性
       Accoya固雅木主要是通过其外包上的标签来进行识
别的，标签上印有Accoya和Accsys公司的商标。如有
疑问，我们将验证产品的真伪。此外，Accoya固雅木通
常可以通过包装编号来追溯。因此，请保留所有相关文
件，并记录下制品生产过程中每个包装的变动情况。

          如果您销售的木制品需要使用认证木材生产，那么
也需要对木材的包装编号进行管理。任何查询、投诉或
质保索赔在审理时，客户都需提供相关的包装编
号。Accoya固雅木可以作为认证木材进行采购，如FSC
认证木材。

信息传递
         如果您出品的木制品中使用了Accoya固雅木，那么
您有必要将这一信息告知木制品的委托生产方和负责安
装的第三方，这一点非常重要。本手册中的一些内容，
例如在建筑工地存放方法，选用合适的紧固件和连接
件，以及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都应让委托生产方和安
装方充分了解。

02 运 输 与
储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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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木材在干燥环境中会释放水分，在潮湿环境中则吸

收水分。木材中的水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自由
水”和“吸着水”。“自由水”是存在于细胞腔和细胞间隙中
的水分，而“吸着水”则是含在细胞壁基体内的水分。

         在任何情况下，Accoya固雅木都只含有极少的“吸着
水”，这是Accoya固雅木具有众多卓越特性的主要原因，
它也仍然含有自由水。 最终制成品的品质可能会由于含
有的自由水过多受到影响，因此，在木材做进一步的加
工，如胶合和涂装前，确定木材的含水率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基本步骤。

定义
       本手册中提到的木材含水率，指木材内水的含量，

用木材中水分的质量与木材绝干质量的百分比表示。

木材含水率
         我们提供的Accoya固雅木是干燥锯材（木材含水率
平均低于5％）。因此，Accoya固雅木在收货后，可直
接进行加工成各类室内和室外应用的木制品。

过量水分的
测定

       在加工之前，标准水份仪不适合用于精确测定
Accoya固雅木特有的含水率，因为它的含水量低于水份
仪的测量范围。但是，标准水份仪可用于检测Accoya固
雅木是否含有过多的“自由水”。

         针式（电子）水份仪不适用于Accoya固雅木。一般
指示性测量时可以用辐射松或其他松木的设置。使用电
容仪表时，密度设定为510 kg/m3。测量结果显示水分含
量超过了8％以上，表明有可能存在“自由水”，那么，应
该在木材加工，胶合或油漆涂装前，先对木材进行干燥
处理。

吸水性
       Accoya固雅木的木纹端面吸水性非常高。与绝大多
数木种相比，水（液体）的吸入可更深，木材干燥需要
更长的时间。对于可能存在的过剩水分的测定需要深入
到木板的中心，因此，在储运中需要格外小心，并对做
过涂饰的木材做有效的端面封闭处理，这些在第09章节
中对木材涂装做进一步讨论。

03 木 材 的
含 水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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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由于Accoya固雅木的乙酰化处理是
由表及里，质量均匀，而且没有流失问
题，因此，对Accoya固雅木进行任何加
工不会影响其独特的性能，如耐久性和
尺寸稳定性等。 

         总的来说， 除了下面提到的注意事项，Accoya固雅
木的加工性能与材质较硬的针叶材相当，横截、纵锯、
刨光、镂铣，钻孔等加工，都不需要特殊的机具。由于
Accoya固雅木加工后的表面特别细滑，吸水后不会起毛
刺，因此，做表面处理前一般不需要砂光。 

         需要注意的是，Accoya固雅木加工时，醋酸的气味
可能会比较明显，加工场地进行适当的通风可以将酸味
降低到最低程度。在全球各个地区。成功通过各种健康
和安全测试已经表明，这种酸味不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
任何影响。

          与其他酸含量水平较高的木种相似，在加工时应注
意避免木材加工机械和除尘系统长期放置在潮湿环境
中，以免金属表面长时间接触灰尘和木屑而导致的腐
蚀。在木材加工之前，应检测木材的含水率（见第03
章）。水份仪读数显示小于8％时，说明木材适合加工。

表观质量
       Accoya固雅木是一种材性卓越的天然实木，拥有原
木材的优美纹理和温润质感，用途广泛，广受青
睐。Accoya固雅木可以提供多种品质等级的木材。基于
木材的品质等级，加工后的木材表观会有与之相应的一些
瑕疵，如扭曲，内裂，夹皮和树脂馕等。有关Accoya辐
射松固雅木的等级和分等标准，请参阅“木材分等手册”，
该手册可在accoya.com网站的download栏目内下载。

色变
        乙酰化处理会使木材的表面产生变色，一般变色的深度

可达5mm，在木材的捆扎处，垫块印痕深度可达6mm。由
于天然木材的材性千变万化，表面变色有可能会因原木材的
材性而更深。如果表面要涂不透明的实色漆或是用在看不见
的部位，这种板面的色变不需要特别刨削去除。以上图为
例，用厚度为25mm的Accoya固雅木毛面锯材制成18mm厚
的户外墙板，加工时，反面刨削深度1mm，正面刨削深度
为6mm（加上任意的厚度超出部分）。

已改变的特性
          由于乙酰化处理后，木材的一些性质
已经改变，这些特性会影响到Accoya固雅
木的加工工艺： 

-  相比于原木材，Accoya固雅木的Janka硬度更高，硬度
值请参阅第01章。作为一个粗略的指导，Accoya固雅木
加工可类似于硬枫木，美国樱桃木或美国黑胡桃木等木
种。

-  密度提高（平均为512 kg/m3）。其加工处理的特性
相当于密度较大的针叶材（例如南方黄松）。 

-  由于Accoya固雅木的含水率平均低于5％，这可能会 
使材料的脆性稍有增加。

-  乙酰化处理降低了木材内部的应力，与未经处理
的辐射松相比，处理后的木材更易加工处理。

04 加 工 处 理

25 mm18 mm

1 mm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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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系统
         一般来说，由于Accoya固雅木的木屑
比其他木材的更细，除尘设备应该具备足
够的功率，以防止木屑被刀具抛到正在加
工的材料上，否则在制成品的表面可能会
留有碎屑的痕迹。即使将表面弄湿，木屑
的痕迹可能也不会消失。

一般加工建议

要获得最好的加工结果，应注意下列事项：

- 刨光Accoya固雅木时，应确保刀具锋利，并且已经正 

-   刀具上的任何瑕疵或缺口都会在木块上留下永久的痕
迹。如果同时加工多种木材，且刀具会迅速变钝的情
况下，建议在其他木材加工前，先进行Accoya固雅木
加工。

-  由于表面光滑，所有留在制品表面的刀痕在上漆后依
然可见，因此加工时需要特别小心，并且相应调整进
料速度。 

-  加工成型时，Accoya固雅木的进料速度和硬木加工
的进料速度相当。 

-  为了获得最理想的加工质量，可将进料速度保持在每
小时500米、轮轴转速保持在每分钟12000转，通常会
得到表面非常光滑的型材。在一般的加工环境中，可
以采用进料速度为每小时1000米，轮轴转速为每分钟
6000转。

-  当第一次加工Accoya固雅木时，最好进行一些测试，
以便选择最合适的机器加工参数。加工设备的进料辊
可以是铝质的，但出料辊最好是橡胶制成的，以避免
损伤制成品表面。整个工作台面必须清洁、整齐，并
且台面钢材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以确保Accoya固雅
木得到精准加工。

-  类似其他木材铣削可能产生机械应力，因干燥和化学
处理产生的机械应力会在深度铣削、纵锯或者再锯切
Accoya固雅木时显现。有关锯材扭曲（翘曲）和表面
细缝的允许限度仅适用于木材收货时的状态。那些有
关挑选具有顺直均匀纹理的板材的标准实践经验同样
适用于Accoya固雅木。

锯切，刨光
和成型
       Accoya固雅木从任何方向都很容易进
行切割。熟练的锯切操作可以使切面非常
平滑，几乎没有缺陷。使用标准的锯切加
工工艺，如使用背板,垫衬等，则可以获得
非常完美的加工效果。 

          不需特别的机具，就可以轻松将Accoya固雅木表面
刨削的非常光滑。在加工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避免出现加工
印痕，避免与诸如油或铁锈等会使木材表面变色的物质接
触，尤其是当成品是要进一步进行涂装或胶合的，因为这
会影响到制成品的外观和兼容性。

        Accoya固雅木含水率很低，木屑非常细，机械加工
造成的摩擦会产生静电。如果除尘系统的功率太低，和/
或是在一台机器上一次加工的木材过量了，可能会导致木
屑印痕，可以通过提高刀片转速（rpm），改进除尘系
统，或使用抗摩擦润滑剂，或者其他可以减少旋转刀片产
生静电的方法来解决木屑印痕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当木
材加工面需要做进一步处理时，由于不相容性（例如特氟
龙喷雾），不是所有的抗摩擦润滑剂都可以使用，使用
前，请向您的供应商咨询润滑剂的兼容性。

         尽管Accoya固雅木的性能得到很大的提升，但和其
他类似木材一样，在其板材的内部可能存在张力和缺
陷。以下经典的木材加工使用指南，同样适用于Accoya
固雅木：

-  和其他木材相似，因干燥和加工过程产生的机械应力，
会在Accoya固雅木重新锯切，纵锯或是深度刨光时显
现。因此，如果对加工后木板平整度要求较高的话，不
建议将其制作薄板。

-  内部原有的裂隙会显露，尤其是在深度刨光或重新锯切 
 后。

-  虽然Accoya固雅木的制程工艺已经减少了很多可能导 
致扭曲的机械应力，但常规的挑选程序仍然可以有效降
低制品的变形超出可接受限度的几率。因此，对于关键
部件，应避免使用那些具有明显纹理斜率的，不规则年
轮和类似质量问题的木材，这些木材或可用于公差允许
较大的场合。

确安装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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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
       Accoya固雅木钻孔方式和品质与大多数针叶木材一
致。对于深钻孔，需要仔细清除孔内加工产生的刨花和细
小的木屑。为防止开裂，使用木榫连接时，钻孔用的钻头
直径应不小于木榫插入端的直径。

砂光
         砂光Accoya固雅木没有任何难度。试验表明，
Accoya固雅木吸收水分后几乎不会出现“出血”或表面粗糙
现象，因此，使用水性涂料时，各个涂层间几乎没必要对
木材表面进行砂光。

紧固件&连接件
       Accoya固雅木固定方式和其他常用针叶材基本相
同，预钻孔、沉孔的加工工艺和要求也和其他针叶材相
同，并且钻孔的孔边缘应与工件的边缘之间留有足够的距
离。与大多数耐腐木材一样，Accoya固雅木含有微量的
酸性物质，因此，强烈建议采用耐腐蚀的连接件，如采用
优质不锈钢材料。如需了解更多相关不锈钢和其他金属的
选用信息，请参考第06章。

废料&废弃制品
相关说明
        Accoya固雅木的废料处理可以使用和
未经处理的木材一样的方法。 Accoya固
雅木不含毒性物质，不需要任何特殊处
理。鉴于其使用寿命长，用途广泛和无毒
性，Accoya固雅木是非常适合回收再利用
的材料。 

         当产品使用寿命终结时，我们建议以“废弃物管理优
先序列”进行回收处理。这种模式高度遵循由William 
McDonough和Michael Braungart创建的Cradle to 
CradleSM (C2C) 的评价体系，尽可能的在生物学上和科
技技术上实现再生材料的循环使用。该模型包含下列可
能的废弃管理处理办法，其中预防是最可取的选择，丢
弃是最不可取的：

- 避免废弃
-  产品设计时已经考虑避免废弃和产品回收再利用 
- 产品重复使用
- 材料回收再利用
- 用于能源生产（焚化） 
- 烧掉
- 丢弃

         我们建议将Accoya固雅木的优越特性融入到产品的整
体设计方案中，根据Accoya固雅木的用途和使用年限设定
合理的维护频率。而且，由于Accoya固雅木的使用寿命比
产品的（节俭的）使用寿命更长，我们建议以Accoya固雅
木制成的产品或材料是保证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由于Accoya固雅木刨花有轻微的气味，不建议将其
用作动物睡觉的铺垫物。

        如果回收使用难以实现，我们建议将Accoya固雅木
焚烧处理，用于能源生产。著名的德国木材研究所
Wilhelm-Klauditz-Istitut (WKI) 已证实，Accoya固雅木
可以按照未经处理木材相同的方式进行焚烧处理，用于
能源生产。

          最后的选择应该是堆肥，Accoya固雅木可以按未经
处理的木材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堆肥处理时应考虑
到，由于Accoya固雅木抗真菌腐蚀，分解过程所需的时
间比未经处理的木材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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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如同所有的木种一样，最佳胶黏剂的
选择必须根据胶黏剂的用途和所需的胶合
性能。Accoya固雅木已经在各种应用环境
中进行过多种胶粘剂的测试。总的来说，
一般常用胶粘剂都适用于Accoya固雅木，
特别是使用聚氨酯胶（PU），乳液型聚
异氰酸酯胶（EPI），环氧树脂胶
（epoxy）和间苯二酚甲醛树脂胶
（PRF），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胶合效果。
不同的聚醋酸乙烯脂（PVAc）胶粘剂和
三聚氰胺尿素甲醛胶（MUF），其胶合效
果有很大的差异。 

         强烈建议在胶合Accoya 固雅木前，先进行测试。
如有必要，应与您的胶粘剂供应商联系，他们会对胶粘
剂和相关的胶合工艺有深入的了解。可在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中下载系统合作伙伴名录，从中找到已有
Accoya固雅木胶合经验的胶黏剂制造商。

已改变的性能
          综合测试显示，Accoya固雅木具有良
好的胶合性能，但必须考虑木材已经改变
的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常规的木
材胶粘剂（PVAc, EPI, PU, PRF）的硬
化，有可能是因为胶粘剂接触水后造成
的，也有可能是因为胶粘剂所含的部分水
分被木材吸收。

         乙酰化作用从本质上降低了木材吸湿能力。这会影
响木材“自我钳接”的连接特性。另一方面，Accoya固雅
木平衡含水率远低于同一气候条件下未经处理的木材，
虽然这使得Accoya固雅木的尺寸非常稳定，但也意味着

由于木材表面的疏水性，会使木材对胶黏剂的吸收特性改
变，尤其是在胶黏剂涂布在木材表面的最初几分钟。以水
作为催化剂的胶粘剂，和迁移方向不同的双组份或多组份
胶粘剂，其胶合力有可能会更差。

         获取有关Accoya固雅木含水率的更多信息，请参
考本手册第03章节。

         有关Accoya固雅木在胶合时工艺上需要额外注意的
事项，后面会有详细说明。与许多其他耐用木材相似，
Accoya固雅木含有的少量醋酸，会影响胶粘剂的胶合性
能，尤其会对酸性催化剂型胶粘剂和碱性添加剂含量较高
的胶粘剂造成影响。

优化胶合工艺
          我们强烈建议您向您的胶粘剂供应商
咨询，以获得Accoya固雅木最佳的胶合效
果。胶合时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 

-  胶粘剂的用量，如果可能的话，按照胶粘剂制造商的说明， 
在胶合面双面均匀涂布。 

-  可能要延长“开-闭”时间，这有利于Accoya固雅木有足够的 
时间来吸收胶粘剂中的水分。

-  胶合时应用于胶合体的压力应适用于Accoya固雅木的强度，
如需加热固化，应选择相应的加热温度。在这方
面，Accoya固雅木应按中等硬度的针叶木材来处理。

-  固化时间和最佳的固化条件。

05  
胶 合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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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处
         强烈建议，使用供应商推荐的密封产
品对曝露在外的端面做封闭处理。这一点
对细木工制品尤为重要。为了保持长期的
胶合效果，我们认为甄选合适的框角连接
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Accoya固雅木有
着出众的耐久性和尺寸稳定性，对框角连
接点做防水处理任然非常重要，这可以避
免有可能出现的涂层质量问题，以及其他
破损问题。

         如果使用的木销、榫片以及类似部件不是用Accoya
固雅木制成，这些部件的湿胀性可能会大于Accoya固雅
木，在榫接时，必须保证榫孔的直径与榫头的直径完全
相同，以防止榫口开裂。

指接
          使用异氰酸酯胶（EPI）, 间苯二酚甲
醛树脂胶（PRF）和三聚氰胺尿素甲醛胶
（MUF）等胶粘剂均可以取得良好的指接
胶合效果。在开指型时需特别小心，钝刀
有可能会导致指型 “破损”，因此，为获得
高品质的指型，应该使用没有任何缺损的
锋利刀具。

         由于Accoya固雅木的短期疏水性，在胶合时可能需
要延长加压的时间和固化时间，加压压力的设定可以和
一般针叶材等同，或者按照胶黏剂供应商建议的设定要
求。

层压
         使用PU聚氨酯胶（单组份和双组份）, 
间苯二酚甲醛树脂胶（PRF）和异氰酸酯胶
（EPI）等胶粘剂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层压效
果，关键是要保证胶合面平整，不要施加过
高的压力，这是因为Accoya固雅木的加工面
比较光滑，胶粘剂易从胶合面中挤出。胶黏
剂在Accoya固雅木弦切板面的渗透需要更多
时间。

         如果Accoya固雅木木结构为承重结构，应当遵循所在
地的相关法规规定。非结构性应用的自有品牌认证，如荷
兰KOMO认证，同样应遵从相关法规。

       Accoya固雅木优异的尺寸稳定性，降低了胶合时对年
轮方向和胶合层数的工艺要求，例如，将两片不均匀分布
的薄板（2:3配比）垂直压合（边缘胶合）成100x150mm
的层压板已被证明是可行的

获取更多信息

         可直接从胶粘剂供应商处取得更多的资
讯。如需您所在区域的系统供应商名录，请
参考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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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与金属接触
概述
          所有木材都含有有机酸，尽管不同树
种的酸含量有所不同，这些有机酸作用在
木料上的金属紧固件，会腐蚀金属件。 
Accoya固雅木的酸含量和橡木、西部红雪
松等耐久木材相当。 

       试验表明，常规金属和镀锌处理金属在潮湿环境下，
直接或间接接触酸性木材会被腐蚀。因此，在潮湿或有冷
凝水的环境中，强烈建议使用高品质的不锈钢，耐腐蚀铝
材或船用黄铜制品。如无法使用不锈钢，耐腐蚀铝材或船
用黄铜等高品质金属制品，则应在使用前，对低等级的金
属制品做防锈防腐蚀处理。可以在Accoya固雅木和/或金
属件的表面做涂装处理，或者用其他隔离方式，以避免木
材和金属发生直接接触。

       在不通风高潮湿的环境中，也可能发生由冷凝水造成
的间接接触腐蚀（例如锁扣，浴室）。在这类环境中，应
考虑使用高品质的金属件和/或采用本章节进一步讨论的防
腐蚀技术。在任何安装情况下，还应使用与铰链、锁具等
五金件材质相同的紧固件，以避免点蚀和电蚀。

       请咨询您的紧固件供应商以避免发生任何腐蚀问题。
如需您所在区域的系统供应商名录，请参考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内信息。

美国 UNS编号    旧英制 欧盟标准 ISO 3506 瑞典 日本

英国 欧盟 标号 名称 SS JIS

304 S30400 304S31 58E 1.4301 X5CrNi 18-10 A2 2332 SUS 304

304L S30403 304S11 - 1.4306 X2CrNi 19-11 - 2352 SUS 304L

316 S31600 316S31 58H, 58J 1.4401 X5CrNiMo 17-12-2 A4 2347 SUS 316

316L S31603 316S11 - 1.4404 X2CrNiMo 17-12-2 - 2348 SUS 316L

不锈钢
         建议使用符合欧洲标准EN10088-1的耐腐蚀钢质紧固件和连
接件，例如广泛使用的A2或A4不锈钢。各国标准的不锈钢等级规
格对照表如下:

      这些对照只是近似的。本
对照表仅举例了已知可以与
Accoya固雅木配合良好的常见
高耐腐不锈钢紧固件。除此以
外，还有许多其他牌号的不锈
钢，其中许多是高耐腐蚀钢
质，但最好是与您的供应商了
解其他等级不锈钢是否可以用
于Accoya固雅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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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黄铜
和铝
          对船用黄铜和高品质铝制品的耐腐
蚀测试表明，这些金属件和Accoya固雅
木直接接触具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可以考
虑使用。

         例如，在内部测试中，这些牌号的铝耐腐蚀性良
好：3003, 6005, 6063。我们预计以下牌号的铝也具有
较好的耐腐蚀性：6061, 5154, 5052, 3052和1100，它
们通常用于工业制造和乙酸的运输。

涂层处理过的
钢质金属件
          当无法获得不锈钢或其他耐腐蚀金
属材质的金属配件时，在接触潮湿和冷
凝水风险较低的场合（如门窗的干燥
处）可以考虑使用涂层处理（环氧树
脂，漆或聚氨酯等）金属件。应尽量避
免金属件上的涂层受损，如安装时造成
的破损，因为破损处更易受到腐蚀。

          应当注意，涂层处理过的金属件的耐腐蚀性能各
不相同，没有特定的标准可以引用。如需您所在区域
能够供应这类“特殊涂层”专利产品的供应商名录，请
和我们联系，或者浏览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

其它
金属
          镀锌金属或锌合金用在Accoya固雅木
上，不耐腐蚀，某些铝合金，铜，铅等金
属的表面也可能会发生氧化。 

         迄今为止，纯黄铜的使用结果一直令人满意，尤其是
在工厂经过抛光涂层处理以保持光亮的黄铜具有较好的耐
腐蚀性。镀铬钢在耐腐蚀测试中的表现也非常好，但是一
旦钢表面的镀层受损，这个产品的局部就会加速腐蚀。

加压处理防腐木
可用的表面
涂层处理紧固件
         虽然户外地板用的不锈钢螺钉已经司
空见惯，也是最佳选择，带有专用涂层的
钢质紧固件，还是可以作为替代的次选产
品，如已被证明可用于加压处理防腐木材
上的表面经过涂层处理的户外地板螺钉。
但是，建议预钻孔，避免螺钉涂层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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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锈蚀
          避免较低等级金属和Accoya固雅木
直接接触，可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其受到锈
蚀，实现方法有： 

-  在木材表面或金属件上涂上有效的封闭剂涂层，构建
   保护壁垒。

-  使用塑料（或不锈钢）垫片，可物理隔断金属件和木
材的直接接触，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排水充分，新风流
动。

-  在密闭空间，如门锁房间内，由于醋酸的浓度会逐渐上
升，金属加速腐蚀的风险增加，因此，即使不和
Accoya固雅木直接接触，金属件也应该做封闭处理
（例如使用防水蒸汽的环氧树脂）。

         在装配前，建议在金属件的各个表面都做涂层喷
涂，作为临时防护增强措施，可以使用防水喷剂（如：
PTFE聚四氟乙烯或硅基喷剂）或防锈涂料，当金属件表
面涂层受损时，这样做也起到保护作用。小心不要使喷
剂喷到裸露的木材表面，因为这些喷剂有可能会影响木
材表面涂层的附着力和/或金属件的维护。使用螺钉和其
他大直径紧固件最好预开孔，安装较小的Accoya固雅木
木件时，建议使用快装钉，如18号A2不锈钢快装钉，以
减少开裂的风险。

避免冷凝
水腐蚀
          避免水汽在金属部件表面的冷凝，有助
于减少潜在的腐蚀问题，例如在金属部件的
周围保持有效通风，避免高湿不通风空间。

合适的储存
&运输
          避免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损坏金属
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02章。

获取更多信息

         更多资料信息可从紧固件，铰链，锁具
的供应商处直接获得。获取您所在区域的系
统供应商名录，请访问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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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与 其 它
产 品 接 触

简述
          广泛的测试表明，Accoya固雅木可以
与各种各样产品配合使用于各类特定应用
和特定地区中。以下信息是对这些测试结
果的总结，有些是基于公司内部的研究，
有些来自公司外系统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测
试。获取您所在区域的系统供应商名录，
请访问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

密封剂，垫片
&相关部件
         在个别的案例中，Accoya固雅木的微
量醋酸会影响密封剂的固化过程和长期有
效性。

       强烈建议让密封剂供应商进行相容性测试，这适用
于玻璃密封胶（硅，聚氨基甲酸乙酯，MS-聚合物），
和双层玻璃密封胶（例如，聚硫化物，硅酮胶和聚乙烯
丁醛胶）。当安装Accoya固雅木半成品时，在上密封胶
前先施一层底胶可以提高密封胶的粘附性能。

清洁剂
         清洁剂的化学成分和使用方式千差万
别。一般来说，清洁剂都是具有相当刺激性
的化学品，需要谨慎处理。 

       首先，在使用清洁剂后，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一些产品
所含的化学成分可能会影响（长期）Accoya固雅木的性能
和美观。一般降解木材的化学品（如强酸和强碱）也会降
解Accoya固雅木，应避免使用这类化学品。和pH值高于9
的制品接触，会使Accoya固雅木的质量保证无效。

          和其他木材一样，阻燃化学品可能对涂
料，胶黏剂和其他产品的相容性和/或使用
效果产生影响，有关阻燃剂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本手册第10章节。

         请注意，未经Accsys科技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不
得在Accoya固雅木上使用阻燃化学产品。

*  这不包括高碱性涂料涂布至涂层固化的短时间接触。

阻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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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
修补产品
          当Accoya固雅木最终产品表面需要
做不透明的成膜涂层时，建议在涂装前，
先修复所有的机械损伤，细缝和非健全
节，这是为了防止木材吸收水（液体）
后，导致涂层的使用寿命缩短。 

         请务必按照修补材料供应商的操作说明，核实修补
材料和其他物质是否会相互作用。我们强烈建议使用那
些已针对涂料附着力，收缩张力，实际可操作性，防潮
性能，抗UV-紫外线，以及高温耐受性进行测试的修复
材料。强烈推荐首选双组份修补材料（例如环氧树脂或
聚氨基甲酸乙酯）。请避免使用单组份材料，因为单组
份材料往往具有亲水性，或者干燥后会收缩并产生出
血。

端面封闭产品
          当Accoya固雅木最终产品表面需要做
成膜涂层时，强烈建议对所有曝露在外的
纹理终端进行封闭处理。建议使用那些已
针对防止木材吸水，附着力，抗UV等性能
经过测试的产品。

加压处理
防腐木制品
          使用CCA，ACQ、和MCQ等防腐剂
加压处理的防腐木材（常用作龙骨支架或
户外地板的托梁）含有金属盐，会有铜析
出。 

          我们已经遇到一些个案中，加压处理后的防腐木析出
的铜跑进了Accoya固雅木的组织中，使Accoya固雅木的
表面出现绿色斑污。为防止这样的染色风险发生，我们建
议在工艺上将这两种木材隔离，如使用塑料（或不锈钢）
隔件和隔断涂料。结构设计上确保防腐木迅速干燥也可以
降低染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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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耐风化性能

未经涂层处理的
Accoya固雅木
        Accoya固雅木具有杰出的耐久性和尺
寸稳定性，从纯技术性能的角度来说，无
需做任何的表面处理就能使用。但是，和
其他任何一种天然木材一样，Accoya固雅
木在户外环境中也会受到自然气候的风化
作用。

        所有的材料曝露在户外环境中，会受到一系列的化
学、生物和物理的作用，而风化降解。任何木材的表面
都会因受到UV辐射，霉菌，藻类，霉变，酵母菌和受污
染等环境作用而受损，Accoya固雅木也不例外。

灰化
       Accoya固雅木有非常好的耐候耐腐特
性，常常表面不做任何的涂饰处理就被用
在各种环境中。在户外自然气候下，各种
物理和生物过程长期作用于木材的表层，
木材表面会变成银灰色。

- UV光在一定程度上会降解木材表层的木质素，而这些木 
质素是将木材细胞连在一起的物质，因此木质素的降解
会导致木材表面变得更加粗糙，更加开放。 

-  这种开放的表层构造会造成木材颜色改变，并且会使停留
在木材表面的霉菌，酵母菌，苔藓和藻类等微生物渗透进
入木材深处，快速繁殖生长。

-  这些微生物的繁殖生长会消耗木材中的营养物质，包括
木质萃取物，自由含糖物质，淀粉以及其他有机成分，
但这并不会破坏木材的组织结构，但是这些霉菌和酵母
菌会产生色素沉淀，从而使木材表面的颜色发生变化。

         风化作用的程度会因为UV辐射的强度，建筑物的海拔
高度，周围环境和表层构造而有所不同。Accoya固雅木的
灰化程度一般和绝大多数的木材相当，但在木材表面有部
分被遮挡的情况下，灰化就会不均匀，还会有一些显而易
见的发霉斑点。

         未经涂饰的Accoya固雅木在变灰之前会有一个表面
颜色变浅的褪色阶段。在褪色过程中，木材的表面会发生
显著的变化，而且各个板面的灰化程度并不能保持一致。

         在完全灰化后，板面的颜色基本保持一致，但是在
灰化的过渡阶段Accoya固雅木的表面看上去会斑驳不
一。

表观
          干木板和湿木板的表观完全不一样。由
于安装位置的不同，阳光下和阴影下的木板
表面干燥速度也会有差别，由于木材天然材
性的差异性，有些木板会干燥的快些。这些
因素不仅会影响木材在干燥时的表观，也会
对霉菌，藻类等微生物的繁殖产生影响。

表层微生物生殖
          木材在乙酰化改性（这是一个无毒无害
的生产过程）后，木材表面抵抗霉菌和藻类
生殖附着性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和其它
软木材种一样，潮湿的环境会促使微生物在
Accoya固雅木材面上的繁殖生长，但是蓝
变菌附着生长的概率很小。

          在Accoya固雅木灰化过程中，霉菌或酵母菌在木材表
面的生殖水平主要取决于（宏观）气候环境，如湿度，温
度和光照等因素。其它影响因素还有木材所处的位置状
况，如与植被的距离，污染物和灰尘的沉积，以及木材天
然质素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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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纤维质
         由于木材表面木质素的自然降解，没
有上过涂料的Accoya固雅木在户外曝晒一
段时间后，表层纤维会显现出来。木质素
是把木质细胞连接在一起的物质，木质素
的降解使木材表面变得更加粗糙，更加开
放。这种情况可以被认为优质纤维留在了
木材表面上，并且最终受到侵蚀。  

         但是，发生表层纤维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滥用高压
水枪。Accoya固雅木从本质上来说是软木，高压清洁设
备的使用会导致木材表面最上面的一层组织结构破损，
因此有必要限制使用高压设备。 

其他斑污
         其他有可能影响Accoya固雅木表观
的斑污还有： 

-  树脂：在有些罕见的案例中，个别未经涂饰处理的木 
板在安装后会出现一种红棕色的色斑，这种色斑是由于
木板中的水气蒸发将天然萃取物带到了木材表面的结
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色变会逐渐消退清除。

-  使用清洁剂有可能造成色斑，腐蚀性清洁剂甚至会影 
响Accoya固雅木的材质（见第07章）。 

-  紧固件：当使用的紧固件是不抗腐蚀的钢铁材质的， 
在紧固件的周边就会出现色斑（参见第06章）。另一
方面，紧固件会将水分带入或者带出龙骨支架，并将
天然萃取物质带出。

-  龙骨支架轮廓：在有些项目中，Accoya固雅木上可以明 
显地看到其背后龙骨支架的形状图案，这是由于热量从
建筑物传导至Accoya固雅木板上，连接部位的平均含水
率降低而造成的。干燥的环境会减少霉菌的生殖，因此
连接部位看上去更加干净，而其他部位可以看到霉菌附
着。

-  使用加压处理防腐木做龙骨支架：使用CCA，ACQ、和 
MCQ等防腐剂加压处理的防腐木材含有金属盐，会有铜
析出，使Accoya固雅木的表面出现绿色斑污。为防止这
样的染色风险发生，我们建议在工艺上将这两种木材隔
离，如使用塑料（或不锈钢）隔件和屏蔽涂料。结构设计
上确保防腐木迅速干燥也可以降低染色风险。

防护措施
          降低潮湿水平，木材上使用具有一定杀
菌功效的产品（例如除菌底漆），可以减缓
或者减少表面霉菌生殖。

清洁
          户外水平表面尤其会形成一种生物膜，
具有储水性，会降低木板的干燥速度，应该
防止其在板面大面积的形成。如果在木板表
面没有施行任何防护措施，则需要定期进行
清洗以防止木板表面形成这类生物膜。 

         一般情况下，木质户外地板应每年清洗一次，最好是
在春天进行。长期处于阴暗潮湿区域的户外地板，例如房
屋北面区域，或者紧邻灌木丛，大树或树林的区域，应更
频繁地进行清洗。花盆和植物槽应始终用条带吊起来或用
托块垫起，防止直接放在地面上。

          受污的板面可以用清水和硬质刷清洗；平整的板面比
开槽板面更易清洁。可以使用高压清洗机，但必须带有压
力控制装置，因为高压水柱直接喷射在木材上，无论何种
木材都会受损-包括Accoya固雅木。如果一定要使用高压清
洗机，则必须由具有一定经验的作业人员谨慎操作完成，
但是表面有涂层的板面清洁应避免使用高压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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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涂饰性能

概述
          尽管Accoya固雅木具有非常好的相容
性，我们仍然强烈建议让涂料供应商参与
确定涂饰工艺，因为他们深入了解他们的
产品，与产品相匹配的涂布工艺，以及如
何检定成品性能的知识。在系统合作伙伴
的宣传单页上列有具有Accoya固雅木涂装
经验的制造商名录，可以在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内下载获得。

         请注意，不同供应商有不同的涂料产品配方（区域
不同也会存有差别），涂装的工艺取决于涂装设备的选
择和最终产品的设计。

涂装前的准备
-  待涂装的Accoya固雅木应是干燥（含水率低于8％），

表面清洁没有灰尘和油污。
-  如有可能，在安装或装配之前，制作完成木部件所有表

面都应做涂装处理。
-  在使用底漆时，建议选用含有树脂溢出阻断剂和杀菌剂 

的高品质产品。
- Accoya固雅木的端面可以吸收大量的水分—应有效封 

闭制品的所有端面。
-  和其他木材相比，得益于Accoya固雅木绝佳的尺寸稳定 

性，大多数种类的涂层在Accoya固雅木上都可以完整
保持的更加持久。用于户外的涂料，配方中含有杀菌
剂，依照涂料制造商的建议，定期对木板表面进行适当
的维护，可以使涂层的装饰效果保持的更久。

-  涂层的成膜厚度请始终按照涂料制造商的要求，确保
涂层的保护功能。 

-  如果要在Accoya固雅木新锯切的表面上施涂，应先清除
切面表面的灰尘和残留木屑，使用硬毛刷就可以了。

-  有关机械加工指南，请参阅第04章。

渗透性木油
          桐油、亚麻籽油和胡桃油等油类涂
料，无论是单一品种或者是油/漆的混合
物，使用在Accoya固雅木上的效果都很
好。 

         但请注意，油可以成为真菌的食物来源，因而如果需
要着重考虑外观因素的话，建议使用含有防霉剂的木油制
品。Accoya固雅木可以吸收大量的木油。如果您想减少木
油的吸收量，建议在底层木油彻底干燥后再进行后续涂层
施工。

非成膜与
半成膜的涂料
       Accoya固雅木可使用半成膜和非成膜
涂料，例如着色剂和木油。建议按照涂料制
造商的规定进行多层涂料施工，并且按规定
定期进行维护。请注意Accoya固雅木可以
迅速吸收某些木油制品的底涂油料。

         由于木材表面疏水性具有天然差异，在接触水的第一
分钟内的表现各有不同，因此Accoya固雅木的润湿进程也
有差异。长期来说，Accoya固雅木吸水（液体）。基于这
个特性，水性污渍不会深入渗透进入木材，或在木材表面
积聚成一定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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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与半透明
的涂料 (成膜型)
          在使用成膜涂料前，建议先用合适的
产品修复所有机械损伤。应根据最终产品
的要求和/或涂料供应商的说明，将不透明
和半透明涂料涂布在产品的所有表面。端
面应在上涂料前，使用合适的产品做封闭
处理，使制成品所有表面的防水（液体）
性能大致相当。 

         在Accoya固雅木上，涂料的干燥和/或固化速度可能
会有所不同，但一般应按照涂料供应商的说明进行涂装。
由于Accoya固雅木优异的尺寸稳定性，细木工制品和户
外墙板上的涂层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成膜涂料的维护间
隔常常可以延长。

细木工制品的
最佳实践建议
         多年以来，Accsys科技集团已经在涂
装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虽然，按照
细木工制品最佳实践方案和涂料供应商的
建议，世界各地的涂料施工方法各有不
同，在Accoya固雅木上做涂装施工前，仍
然有必要仔细阅读下列指南。

       这些指南是对涂料生产商施工指南的增补内容，因此
请自始至终向涂料供应商咨询以获得最佳解决方案：

-  强烈建议在工厂完成全部的涂料施工，如果需要在安装现 
场做涂刷，应至少在工厂完成底涂和中间涂层的施工，
在安装现场必须在木制品受潮之前完成最后一道面涂施
工。

-  涂装前，Accoya固雅木应保持干燥，干净无尘。这一点 
在安装现场进行面涂时尤为重要。请阅读本手册的第03
章节，获得水分测定技术相关信息。

-  使用不透明底涂时，应优选含有有效抗污阻隔剂的底涂
   产品精细涂布。

-  透明涂料系统应含有有效的杀菌成分，防止木材发霉和
真菌附着，木材表观保持完好不受损。和其他天然木材
一样，作为一种天然材料，Accoya固雅木的孔隙率具有
差异性，因此在使用半透明的染色剂之前，建议在样品
的某个区域对染色剂进行试验。

-  木制品的所有端面必须涂上封闭材料，封闭材料应和所 
使用的涂料系统相兼容，并得到涂料制造商的审核批准。 

-  在荷兰和德国，所有细木工制品底涂普遍使用浸涂和浇
涂方式，这种施工方法可以在木件表面形成一层优质高
效全面的保护底层。

-  涂料施工应严格按照涂料生产商提供的施工方案和指南 
实施，同时应特别注意，避免在低温环境中施涂（涂料
施工典型环境温度应在15°C以上），正确的膜厚度，以
及适当的干燥技术/条件。

-  涂层必须在符合涂料供应商要求的，湿度和温度均可控 
的环境中完全固化。一般来说每个涂层都需要一个晚上
的干燥时间，在寒冷季节温度和湿度的控制管理尤其重
要。

-  完成涂饰的木制品在工地现场存放时应严格按照涂料制
   造商的要求执行。

-  强烈建议在Accoya固雅木上使用耐腐蚀的金属件。如使
用易腐蚀的金属件，在连接处的木材上涂上3层涂料可以
在木材和金属件之间形成隔离屏障，另一个比较好的实
践经验是在安装金属件处喷涂内部，使用端面密封剂。
有关和金属接触的更多内容，请参阅第06章。

       Accoya固雅木含有少量乙酸，这可能会扰乱涂料循
环使用（如浇涂）的工厂涂装工艺流程。可以在涂料中
加入中和剂，以防止发生潜在问题。请向您的涂料供应
商咨询获得更多信息。

         本章节的内容参照细木工制品涂装基本指南，可
以在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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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地板涂装
          为了让Accoya固雅木地板保持天然
雅致的木质外观，同时尽量避免发生潜
在的变色问题，可以选择使用半透明的
非成膜油漆，油性染色剂或是其它类型
的疏水剂产品。如需使用涂料，尤其是
在完全户外和水平的应用环境中，应特
别注意要择用最佳的解决方案。

     请注意，成膜涂层受到机械载荷的作用时，有可能会
造成滑倒伤害和水分积聚，因此不建议在户外地板上使
用成膜涂料系统。

         完全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水平表面所承受的湿
气，UV辐射和温度的水平都更高。考虑到户外水平表
面，如户外地板和户外家具，在日常使用中受到长期的
磨耗，而且需要经常性的清洁，涂料涂装应特别注意选
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  强烈建议在工厂完成所有的涂装工序。木地板的所有
外露面都应涂上涂料，涂层干膜的最小厚度应符合最
终产品的要求和/或涂料供应商的相关指令要求。

-  霉菌可以长在涂层上，也可以穿透涂层，为了降低霉菌 
在涂层上面和涂层下面生长的风险，至少染色剂的底涂
应含有有效的除菌成分，保护木材外观不受破坏。

- 请注意，Accoya固雅木和其他木材一样，使用透明的或 
是半透明的涂料系统时，木材表面都会发生灰化。尤其
当透明涂料中含有的抗UV阻断剂不足时， 这个灰化过程
会很快发生。

-  在透明染料系统中加入色浆，可以对霉菌/酵母菌造成的
外形损毁起到修饰作用。但是，和其他天然木材一样，
作为一种天然材料，Accoya固雅木的孔隙率具有差异
性，因此建议在使用之前，在样品的某个区域中对色浆
染色剂进行试验。

-  使用加厚的涂层可以降低水气吸收，从而可以降低霉菌/ 
酵母菌在涂层上和涂层下的生殖。从磨损和撕裂的角度
来看，更厚的涂层具有更佳的弹性，涂层预期使用寿命
也会更长。

使用寿命
         户外地板涂层的使用寿命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涂料品质和涂层厚度，涂料颜
色，不同地区UV辐射强度和平均湿度的差
别，以及地板的使用强度。

         然而，只有涂料生产商能够给出明确的户外地板用涂
料系统的预期使用寿命，一般来说，参照其他典型的户外
地板用木材，涂层维护间隔几乎没有多于1年的，包括重新
涂饰在内的季节性维护工作是非常普遍的。

-  Accoya固雅木的机械加工质量（包括刨光和/或砂光） 
有可能会影响到涂装后涂料的性能。 

-  为了达到特定的涂料系统的最长使用寿命，请遵从该
涂料生产商的建议进行维护。

-  一般来说，定期对使用强度高的区域进行局部修补工 
作，可以延长整个涂层翻新的间隔时间。 

-  定期的清洁工作（最好使用软刷和清水）有助于降低
霉菌穿过涂层生长繁殖的风险。

-  当非成膜涂层被风化后，户外地板的表面将更易清洁。

- 有涂层的表面应避免使用高压水枪，因为高压水柱会破
坏涂层，缩短涂层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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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阻燃性能
欧盟产品标准
       Accoya固雅木的阻燃性能可以按照
EN14915“实木镶板和户外墙板——性能，
合格评价和产品标记”进行测定。 

          这个欧盟标准对用于镶板和户外墙板的实木板及其
相关特性进行了统一的定义，同时定义了室内和户外使
用的木板各种特性的测试方法，合格评价方法和产品的
标记要求。

         户外墙板应用的阻燃性能是这个标准涉及的产品性
能之一。这个标准中阻燃性能是针对整个户外墙板系统
的：包括紧固件，构造，龙骨支架和用于腔体支撑的基
体，也就是说它并不适用于确定Accoya固雅木自身的
阻燃等级。

         为了避免对所有可能的户外墙板系统进行测
试，EN13051-1（单一燃烧项目或SBI测试）对相关户
外墙板系统的阻燃等级归等给出了指导方针，依据这个
标准，无需进一步的试验（见下表），Accoya固雅木可
以归类为D等，和其它针叶木材的阻燃等级相同。

          如果一些地方法规或是建筑规范对防火等级有要
求，Accoya固雅木经过阻燃处理可以达到较高的阻燃等
级需求。阻燃处理可以采用阻燃化学药剂浸渍处理，或者
在木材表层涂一层阻燃剂（膨胀型）底涂，阻燃剂底涂应
能和之后使用的其它常规涂料兼容。

         由于改性处理后，Accoya固雅木的化学构造发生变
化，阻燃剂的性能有可能和其在普通木材上的表现有所不
同，因此有必要让独立的检测认证机构对阻燃剂的性能进
行证实。请和您所在区域的钻石木销售经理联系获取在本
地区可对Accoya固雅木做阻燃处理的方案。

         由于浸渍处理阻燃剂具有吸湿特性，而含水量会影响
木材的强度，因此这类阻燃剂处理后会显著降低木材的强
度。多项测试证明，乙酰化木材经过相似的浸渍阻燃处理
后，其强度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木材应用尺寸也无需以任
何方式改变。

         和其它木材一样，阻燃剂的化学成分可能会对涂料，
胶黏剂和其他产品的使用存有兼容性问题，和/或影响这些
产品的使用效果。为了保证这些产品可以满足最终制品的
性能要求，使用前应对这些产品进行测试。未经Accsys科
技集团书面许可，请不要在Accoya固雅木上使用任何的阻
燃剂。

产品 产品描述 平均密度 
 ≥

厚度≥  
最大 / 最小

最终使用 
环境C

等级

镶板 / 
户外墙板a

有或没有榫舌
和沟槽的，表
面加工或未加
工成异形的木
板 

390 kg/m³ 9 / 6 mm 没有空气间隙或有
闭合空气间隙  

D-s2, d2

390 kg/m³ 12 / 8 mm 没有空气间隙或有
闭合空气间隙  

D-s2, d0

镶板 / 
户外墙板b

390 kg/m³ 9 / 6 mm 背面开放空气间隙
≤ 20 mm  

D-s2, d0

390 kg/m³ 18 / 12 mm 没有空气间隙或有
闭合空气间隙  

D-s2, d0

条状 
木制件

用于安装在支
撑架上的木制
件 

390 kg/m³ 18 mm 四周环绕开放空气 D-s2, d0

a  机械方式安装在木板条支撑框架上， 
有封闭间隙，或者填充有A2- s1, d0
类，最小密度为10 kg/m3的基材或是阻
燃等级至少E类的纤维素绝缘材料，板
背面具有或不具有隔汽层。木制品应
设计成无开放连接。

b  机械方式安装在木板条支撑框架上， 
板背面有或没有开放空气间隙。木制品
应设计成无开放连接。

c  开放空气间隙可以包括产品背面空气流 
通的可能性，闭合空气间隙不包含空气
流通。空气间隙后面的基材应为阻燃等
级至少为A2– s1, d0类，最小密度为10 
kg/m3的阻燃材料。最大20mm，带有竖
直木件的闭合空气间隙后面，基材的阻
燃等级应至少为D – s2, d0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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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火焰蔓
延测试
          西南研究所（SwRI）进行了火焰蔓
延试验和烟气发生试验，试验依据的标准
是NFPA 255 (ASTM E84, UL 723 & 
UBC 8-1)建筑材料表面燃烧特性的标准
试验法。

         火焰蔓延试验结果论证了Accoya固雅木可以在标
准木材种类的范围内进行分类，按照美国分级体系达到
C类分级。

*  数据来源-USDA-美国农业部木材手册。数值越低，火焰蔓延速度越低。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建筑法规中，灌丛火灾风险
分区是一个必须的考虑因素，按照
AS3959标准要求，它必须依据从低到高
各个类别的分区体系中各建筑结构的防灌
丛火灾要求而调整。

这个标准的附录E中列出了一些木材材种：

-  抗灌丛火灾木材
- E1：密度750 kg/m3或以上
- E2：密度650 kg/m3或以上

        Accoya固雅木（辐射松）的平均密度为512 kg/m3，
和其他针叶材一样，在这些木材清单以外。

新西兰
         新西兰使用与欧洲相同的阻燃测试原
则（所谓的房间角落试验），但对分类有
不同的标准值：闪燃时间[s]替代热量释放
和火焰生长。

         根据指示性锥体测试结果，Accoya固雅木和其他针
叶材相当，近似归类为4类材料。

火焰蔓延 
类别

火焰蔓延
等级或指数

I (或 A)类 0 - 25 

II (或 B)类 26 - 75 

III (或 C)类 76 – 200

木材 / 树种 火焰蔓延 
指数*

美国黑松 93

Accoya固雅木 95

橡木 100

西加云杉 100

枫木 104

桦木 105

三角叶杨 115

木材 / 树种 烟气发生
指数*

黄杉 90

橡木 100

东部白松 122

Accoya固雅木 155

美国黑松 210

西部红雪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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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持续发展

生产制造阶段
-  依从EUTR的要求：原材料为合法砍伐的木材，源自

管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林场资源，包括FSC，PEFC
和其他区域性绿色认证木材。

-  只有那些资源丰富，像辐射松这种快速生长的木材才能
被用作生产Accoya固雅木，以保障原材料持续稳定的供
应，防止热带雨林遭到非法采伐。

-  Accoya固雅木的生产工艺中不触及任何有毒物质，也
不添加任何木材中天然不存在的物质。

- Accoya固雅木的生产设备均达到职业安全健康和环境
保护的最高要求，获得了以ISO14000为基础的相关认
证。

使用阶段
-  耐久性增强，延长了材料的使用寿命，提高固碳潜力，
同时和其他此材料相比，降低使用过程中的材料消耗。

-  真实可靠的产品质量：Accoya固雅木已经获得了多种
质量认证（例如，KOMO，RAL，BBA，WDMA等），
耐真菌腐朽，保证地上50年，地下和淡水中25年的使用
寿命。

-  杰出的尺寸稳定性和提高的硬度降低了制品的维护频次
（降低成本），从而减少了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涂料的
使用和浪费。

-  出色的隔热保温性能，用于木工制品时，具有节约能源
的优势。

制品废弃阶段
- Accoya固雅木完全可以重复使用和回收再利用。一般推
荐重复使用， Accoya固雅木也可以焚烧用于生物能源的
生产或者作为碳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用于堆肥。

- Accoya固雅木无毒无害，并且可以100%被生物降解，
完全符合从摇篮到摇篮认证的环保理念，获得了久负盛
名的金质认证。

-  木材加工过程产生的副产品可以被重复使用，回收再利
用或者卖给食品生产企业等公司使用（Accsys科技集
团的乙酰化工厂已经获得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洁食
认证）。

-  从建筑工程项目回收来的材料是生产Tricoya纤维板的
高品质原材料，因此也增加了木材的碳汇效应。

       Accoya固雅木显著提升了供应量大并获得绿色认证的速生木
材的耐久性和尺寸稳定性。相比那些生长缓慢的硬木，用有毒的
化学药品处理过的防腐木，以及塑料，钢铁和混凝土等不可再生
的碳密集材料，Accoya固雅木具有无可比拟的绿色环保优势。当
把Accoya固雅木和其他材料做比较时，必须涵盖材料从“摇篮到坟
墓”的整个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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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证明的绿
色环保性能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根据
ISO14040/44）和环境无害产品声明
（EPD，根据EN15804）等行业领先的独
立的权威国际方法论，Accoya固雅木的环
保绩效经过完全彻底的研究检定，并且结果
已公布。 

         您可以在accoya.com的download栏目里下载相关的
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强调Accoya固雅木具有良好的环保性
能，例如，官方的碳排放量研究结果表明Accoya固雅木是
环境兼容产品，甚至可以说是负碳排放的，可以替代塑
料，金属和混凝土等碳排放量高的材料，也可以替代各种
不同的木材。

         此外，Accoya固雅木已经获得了全球各地最受推崇
的绿色环保标识和认证证书，是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典范
产品，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2章。

从摇篮到坟墓 
碳排放量 
比较
（窗框）

         在碳排放量的评价中，一种产品/材料整
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度量的，
计算结果用kg CO2当量（CO2e）计量。 

         这个评价按照PAS2050:2011指南，时间框架达到
100年，涵盖了生命周期的制品废弃阶段场景（回收循
环利用，丢弃或者焚化用于能源生产）和木材的碳存储
效应。

         碳排放量的评估中不考虑再生材料的年产量因素，这个
因素对于生长缓慢，供应量有限的认证热带硬木，是已经
确认的可以额外增加的环保信用，对于Accoya固雅木生产
所使用的速生认证木材，更是如此。

摘自：Vogtländer, J.G.  Accoya固雅木及其应用从摇篮到坟墓碳排放量评
估 第1部分：窗框. 戴尔福特理工大学. 2013. 可从accoya.com的
download栏目中下载。

材料 排放量

-25

-23

-7,5

116

132,5

Accoya欧洲赤松固雅木

深红柳桉-可持续发展的 

Accoya辐射松固雅木

塑钢/钢铁

铝

深红柳桉-不可持续发展的 314,4

木材种类 立方米

28

15

11

6

Accoya辐射松固雅木 

西部红雪松 

竹

柚木

橡木 5

温室气体 
排放量 
（从摇篮到坟墓）

各种可替代材料每个窗
框kg CO2eq值 

木材产量 
每年每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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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建筑
        未来建筑是一个绿色建筑材料门户，帮

助建筑师，工程师和承包商们毫无顾虑地挑
选采购那些拥有第三方认证的可持续发展的
环保产品。只有那些已经通过由阿布扎比碳
平衡的马斯达城设立的严格标准和条件进行
评估的产品才能被挑选进入备选清单
中。Accoya固雅木被评定为优秀或“A”级产
品。

北欧生态标签
        北欧生态标签，也称为北欧天鹅标签，

是一个自愿申请的生态标签计划，用于评估
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产生的影
响。Accoya固雅木被授予的范围是挪威，芬
兰，丹麦和瑞典。这个标志的保证考虑了气
候对材料的影响，限制CO2（和其他有害气
体）的排放，这是和环保评估最为相关的因
素。

木材贸易联盟
        Accsys科技集团是木材工业行业协会木材
贸易联盟（TTF）的成员，联盟的所有成员都
必须遵守协会的行为准则所规定的有关商业和
环境的高标准。木材工业为Accoya固雅木强大
的环保信用而自豪，并表彰其所肩负的为后代
保护森林的社会责任。

从摇篮到摇篮金奖
       Accoya辐射松固雅木是建筑材料中少数
几个可以获得“从摇篮到摇篮”特有的金奖认证
的材料。从摇篮到摇篮（C2C）提供了一种
实实在在的，可靠的衡量方法，用于评估有
关环境智能设计，包括使用环保和保证安全
健康的材料，以及具有社会责任的设计策
略。 

符合EUTR
       Accoya固雅木作为一种环保产品，负责
任的木材采购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所有
Accoya固雅木的原材料均来自管理良好的可
持续发展的林场资源，包括FSC，PEFC认证
木材，获得EUTR欧盟木材法规等其他地区认
证的木材，和符合美国雷斯法案的 木材。

FSC认证
  在各种可持续发展的森林评价体系中，森

林管理委员会（FSCTM）被公认为是最权威最
广泛的认证体系。这个认证体系不仅关注良好
的环境效益，同时也维护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
社会利益。

可持续发展认证

12 认证和许可

 30860007

新加坡绿标
在东南亚市场，Accoya固雅木获得了新

加坡环境委员会（SEC）的绿标认证，绿标
认证的建立推广旨在提高这个地区的环保意
识。绿标产品的性能必须符合SEC制定的严
格生态标准，通过严格的测试保证有害物含
量低于标准要求。

荷兰绿色标识
       Accoya固雅木因其卓越的耐久性，低维
护需求和优异的循环再利用特性，获得了最
高的“A”级评定。

DUBOKEUR®
       Accoya固雅木制成的窗外框通过了荷兰生
物和生态研究所的评定，获得DUBOkeur品质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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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BA 
(法国)
        Accsys科技集团在2014年通过了FCBA
控制协定认证，每两年对认证相关的产品及
生产流程的控制管理进行审核，审核的内容
包括截取产品样品，测试检验，和对现有产
品性能测试报告的评估，如：

-  耐久性，包括抗真菌腐朽和抗白蚁侵蚀
-   物理特性（吸水性能，尺寸稳定性，干

缩性）
- 力学性能 
-  隔热系数

RAL  
(德国)
         依据VFF Merkblatt HO.06-4标准，经
过一段暂时接受期后，于2010年4月，
Accoya固雅木通过了RAL细木工制品适用
性的评估程序，并最终获得认可，被添加到
VFF（细木工和建筑围护协会 Joinery and 
Facades Association）“核准”的木种清单
中。

JWPA 
(日本)
         日本木材保护协会（JWPA）只评估木
材防腐剂和防腐处理木材的性能，因此，对
Accoya固雅木产品特性的认证内容，不包
含对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的审核，JWPA测试
和评估的产品性能包括： 

- 腐蚀性测试
- 毒性测试
-  野外实地试验（抗白蚁和抗真菌腐蚀）
-  力学性能
- 耐久性测试

ICC 
(美国)
         国际规范委员会（ICC）致力于建立设
计，建造和合规流程中使用的标准。以保障
建筑安全，可持续发展，公众可以负担的，
和有弹性的建筑结构。Accsys科技集团获得
了ICC ESR-2825的批准，Accoya固雅木符
合美国关于户外甲板和门廊用板的建筑规
范，包括埋地环境和白蚁聚集区域。

KOMO  
(荷兰)
         荷兰认证机构SKH按照KOMO改性木
材的指导准则和评估指导BRL 0605，每年
都会对Accsys科技集团的改性工艺以及最
终产品，Accoya固雅木，进行多次检
查。Accsys科技集团的生产工艺获得的评
价是： 生产工艺流程一致并且可复制，是
高品质的生产体系。

         依照SKH出版的 97-04，对Accoya固
雅木进行的各项性能测试，包括耐久性，尺
寸稳定性，力学性能，加工性能，胶合性能
和涂装性能，证明其完全符合KOMO细木
工制品和建筑围护外墙板的使用要求。

         符合KOMO要求的户外建筑围护还必须
满足防盗相关的要求，根据SKH的评
估，Accoya固雅木至少和松木相当，对于
螺钉的握钉力则要高于松木。

WMDA HALLMARK 
(北美)
       2009年10月，在达到WDMA I.S.4“木
制品防腐处理行业规范”的要求后，Accsys 
科技集团获得门窗加工协会（WDMA）的
认证，获准成为Hallmark认证产品的材料供
应商。

       Hallmark认证是对户外木制品质量的认
证，并向政府和私营机构提供了对按照
WDMA最高标准生产的门窗进行检验的方
法

       在建筑师、承包商和其他相关专业人
士眼中，WDMA Hallmark是产品品质卓越
的象征。获得Hallmark认证资格的产品要经
过非常严格的鉴定检测程序，以确保产品
符合认证要求。

 CCMQ 39/14

Q
UALITÉ  CONTROLÉE

材料性能和应用性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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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标识认证
          一种建筑材料要在欧盟各个成员国销
售，就要贴上一个可以被简单辨识的通用标
识，表示这个材料符合欧盟的统一标准，可
以在各个国家“适用于目标环境”。这个标识
旨在消除贸易中的任何技术壁垒，并促进产
品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通。

         这个CE标识（来自法语，Conformité Européen）表
明材料达到了健康和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材料质量声
明；它仅仅只是“一个适合用于目标环境”的标识，表明这
些产品符合国家建筑法规中某些应用的相关要求，是强制
执行认证标识。

       Accoya固雅木按EN 14915:2013“实木镶板和户外墙
板——性能，合格评价和产品标记”认证，这个欧盟标准
对用于镶板和户外墙板的实木板及其相关特性进行了统一
的定义，同时定义了室内和户外使用的木板各个特性的测
试方法，合格评价方法和产品的标记要求。

         任何CE标识的基础是“性能声明”（DoP），该声明是
由最终产品的制造公司负责编写发布，如果是户外墙板，
则需对墙板安装在建筑物上以后的性能负责。由于
Accsys科技集团提供的材料是毛面锯材，而不是最终完
成的户外墙板制成品，毛面锯材上不予许使用CE标识
（也没有DoP），但是Accsys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协助客
户编写DoP。

          右侧表格是某个最终产品制造商编写的“性能声
明”（DoP），其中的一些性能声明可以直接引用Accoya
固雅木的现有数据。这个表格仅供参考。如需要我们协助
编制DoP或获取相关官方报告，请和我们联系。

性能声明（DoP） 
NR. ……………..

1. 唯一标识 由户外墙板制造商或供应商填写

2.型号，批号或序号 由户外墙板制造商或供应商填写

3. 用途或估计用途 户外墙板或装饰面板

4.  制造商名称和联系地址 最终产品营销公司（利益转移）

5.  授权代表名称和联系地址 由户外墙板制造商或供应商填写

6.  评估系统和性能稳定性验证 AVCP 系统 4

7. 建筑产品评估标准 EN 14915:2013

8. 欧盟技术评估  N/A

9. 已声明的性能

基本特性  性能值 统一技术规范 

防火性能 D - s2,d0 EN 14915:2013, 5.1

密度，厚度 ≥ 390, 18/12

甲醛释放量 E1

五氯苯酚含量 NPD

其他危害物质释放量 NPD

EN 14915:2013, 5.2.1 

EN 14915:2013, 5.2.2 

EN 14915:2013, 5.3

透湿性 NPD

吸音性 NPD

导热系数 0,12 W/(m∙K)

抵抗生物侵蚀的耐久性 Class 1

EN 14915:2013, 5.4 

EN 14915:2013, 5.5 

EN 12667

EN 350-1

10. 第1和2项涉及的产品特性符合第9项中所列的性能。本性能声明由第4项中的制
造商编制发布并负有全部的责任。 

NPD：没有已声明的性能值
防火性能：产品应按照EN14915:2013中表1的脚注描述的条件进行安装和
固定。 
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0章——欧盟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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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准和规范

欧盟标准
EN 46
木材防腐剂 – 对家天牛(Linnaeus)
新孵化的幼虫预防作用的测定

EN 113
木材防腐剂 – 对破坏木材的担子
菌的防治效力试验方法 – 测定毒
性值

EN 117
木材防腐剂 – 对欧洲犀白蚁毒性
的测定

EN 118
木材防腐剂 – 抗犀白蚁属侵蚀作
用测定

EN 275
木材防腐剂 – 测定对海洋蛀虫的防
护效能的试验方法

EN 320
纤维板 – 螺钉抗轴向拔出的测定

EN 335
木材和木质制品的耐久性 – 使用环
境类别定义

EN 350
木材和木质制品的耐久性 – 实木的
天然耐久性

EN 408
木结构 – 结构用木材和集成材 – 部
分物理和力学性能的测定

EN 460
木材和木质制品的 耐久性 – 实木的
天然耐久性 – 用于恶劣环境中的木
材耐久性要求指南

EN 717-1
木质板材 – 甲醛释放量的测定 – 第1
部分：用气候箱测定甲醛释放量

ENV 807
木材防腐剂 – 软腐菌和其他土栖生
物的防护效力测定

EN 927
色漆和清漆 – 户外木材用涂装材料和
涂装系统
第3部分：天然耐风化性能
第5部分：对液态水渗透性评估
第6部分：木材涂层曝露在紫外线荧光
灯和水的人造环境中的老化性能

EN 1534
木材和拼花地板 – 耐压痕性能
（布氏硬度）测定

EN 12667
建筑材料和制品的热工性能 – 通过
防护热板和热流量计法测定耐热性 – 
高耐热和中等耐热制品

EN 10088
不锈钢 – 第2部分：一般用途的耐腐
蚀钢板和钢带的技术交货条件

EN 14915
实木镶板和户外墙板 – 性能，合
格评价和产品标识 

          以下内容是Accoya固雅木已经完成的性能检测所依据的标准
和规范。Accoya固雅木的测试结果均已达到或优于标准要求。获
取这些测试结果的详细资料，请参考accoya.com中download栏目
下的内容，或者直接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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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标准
ISO 16000-6
室内空气 – 第6部分：采用Tenax 
TA 吸附剂主动采样，热脱附和MS/
FID气象色谱法测定室内和试验箱内
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ISO 16000-9
室内空气 – 第9部分：测定建筑制
品和室内陈设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释放量 – 试验箱法测试释放量

ISO 16000-11
室内空气 – 第11部分：测定建筑
制品和室内陈设中的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释放量 – 取样，样本保存和
试样的制备

德国
DIN 52184
木材测试：湿胀性和干缩性的测
定

DIN 52185
木材测试：顺纹抗压性试验

DIN 52186
木材测试：弯曲性能试验

DIN 52189
木材测试：冲击挠曲性能试验

DIN 52192
木材测试：横纹抗压性试验

DIN 52617
建筑材料吸水系数的测定

AGBB
建筑制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
（VOC和SVOC）健康相关评估程
序

IFT RICHTLINIE 
DI-01/1
密封胶应用   第1部分 – 与双层玻璃
使用的密封胶接触的制品测试

IFT RICHTLINIE 
FE-08/1
木窗窗角接合处：要求，测试和评估

IFT RICHTLINIE 
HO-10/1
用于木窗的实木，指接材和层积
材：要求和测试

IFT RICHTLINIE 7/86 
密封型材与木漆的相容性

RAL-GZ 695
窗，门，建筑围护和庭院 – 质量保证

VFF MERKBLATT 
HO.06-4 
细木工制品适用木材种类 – 第4部
分：改性木材

荷兰
BRL 0605
KOMO改性木材产品认证的国家评
估指令

BRL 1704-1
承重结构用指接材

BRL 1704-2
非承重结构用指接材

BRL 2338
承重木结构建筑用胶粘剂

BRL 2339
非承重结构用胶粘剂

BRL 2902
非承重结构用优化木材

SKH PUBLICATION 97-04 
KOMO认证细木工制品用木材的评
估基础：要求和测试方法

WVS_SHR_049 
实木干缩性和湿胀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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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FD P20-651
木制品和木工工程的耐久性

NF DTU 51.4
建筑工程 ï 户外楼面甲板 ï 第1-1
部分：技术示范条款的承包标书

NF DTU 21-203-1
建筑工程 ï 木框架和木楼梯 ï 第1部
分：技术规格

北美
ASTM B117
盐雾喷射装置操作的作业标准

ASTM D143
木材无瑕疵小试样的标准测试方法

ASTM E84
建筑材料表面燃烧特性的标准测试
方法

ASTM G154
用于非金属材料紫外线曝露测试的
荧光灯装置操作的作业标准

WDMA T.M. 1
土壤块试验，测定木材防腐性能的测
试方法

WDMA T.M. 2
湿胀仪测试，测定处理系统短期内抗
湿胀性能的测试方法 

WDMA I.S. 4
木制品防腐处理行业工厂规范

AWPA E1
测定抗白蚁性能的实验室评估标准
方法

AWPA E7
与土壤接触(UC4A, UC4B, UC4C)木
桩试验评估木材防腐性能的标准野外
实地测试

AWPA E10
通过实验室土壤块培养测试木材防腐
性能的标准方法

AWPA E12
与处理过的木材接触的金属受腐
蚀程度测定的标准方法

AWPA E18
木材防腐性能评估野外试验标准，适
用于BB类使用环境，不与地面接
触，未涂装，接近地面腐蚀方法

AWPA E20
木材防腐剂接触地面析出性测定的标
准方法

AWPA E22
使用抗压强度测试防腐剂对腐朽菌
的抵抗效力的实验室加速标准方法

AWPA E23
评估土壤中木材防腐剂性能的加速
方法

AWPA E24
评估木制品表面对霉菌生长的抵抗性
能的标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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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ASTM
美国测试和材料协会标准。更多信息
请参阅astm.org 。

AWPA
美国木材保护协会标准，采用英文首
字母缩写代表。更多信息请参阅
awpa.com。

BRL & SKH
SKH是一家荷兰的认证机构，对木
材、木制品，木结构建筑和木材相关
产品进行KOMO认证。BRL代表国家
评估指令。更多有关BRL及SKH出版
物的信息，请浏览skh.org，联系认证
和鉴定机构SKH。

DTU
“文件技术统一”（DTU），或称统一
技术文件，是适用于法国建筑工程合
同的文件，由通用标准委员会建筑分
会/DTU制定，秘书处设于建筑科学和
技术中心（CSTB），可以通过cstb.fr
联系CSTB。

EN & ENV
EN代表“欧盟标准”，是在欧盟分类
系统中所使用的缩写。ENV代表是
指欧盟预标准。

ISO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162个
国家的国家标准机构组成的标准网
络，总部在瑞士日内瓦，负责协调
整个系统。每一个ISO的正式成员
有权参与任何他认为对国家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的标准的制定。ISO标
准属于自愿性质。作为一个非政府
组织，ISO并不规范管理或立法。
不过，许多国家可以决定采用ISO
标准作为条例规章，或以它们作为
立法参考。更多信息请访问
iso.org。 

VFF & IFT
VFF 代表 “Verband der Fenster- 
und Fassadenhersteller” 。
“Gütegemeinschaft Fenster und 
Haustüren”是RAL认证的发证机构
（window.de）。 IFT Rosenheim
是一家德国测试和认证机构 (ift-
rosenhei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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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ya及其相关图案标识是Accsys科技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Titan Wood的注册商标，未经书面
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或转载。

       Accoya固雅木的加工使用和安装应严格按
照Accsys科技集团和钻石木公司（基于需求提供
的）所编写的产品手册和指令中的说明进行。所
有因没有按照产品手册和指令的要求而造成的任
何破损，毁坏或者损失，Accsys科技公司和钻石
木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手册所涉及的内容未被独立查证，不对任
何类似用途提供保证（明示或暗示）或表示，包
括但不限于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或适用
性。Accsys科技集团和钻石木及其关联公司，公
司管理人员，公司雇员或者咨询顾问郑重声明，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对因本手册内容或是依
从本手册内容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
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www.accoya.com

 30860007

获得更多信息： 

手机: 138 1003 0460   
电邮：stephen.jie@diamondwoodchina.com 
官网:  www.diamondwoodchina.com

扫描关注
钻石木Acco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