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木材

耐久，稳定，可持续发展



门窗，外墙板等各类用途的理想之选

Accoya®固雅木所采用的乙酰化木材改性技术，是创造高性能木材的
尖端专利技术，是几十年木材改性科学研究发展的成果。长期而广泛
的研究测试证明，乙酰化木材是挑战各类户外应用的最佳材料。

Accoya®固雅木的原材料取自可持续发展的林场资源，通过改性处理，其优异特性可以比拟
甚至超过那些最好的热带硬木。

Accoya®固雅木是各种户外严苛应用的最佳材料，它
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从木床到木门，从户外地板到
外墙板，从桥梁到船只，甚至可以用于那些目前只
能采使用非可持续发展的木材和人造材料的场合。

Accoya®固雅木是木材的未来。

创新木材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目之所及总能看到木材的
身影：家具，装饰，乐器，建筑结构——木材
给人以愉悦舒心的优美观感，有着无尽的应用
空间，是我们唯一的天然可再生的建筑材料。
然而在严酷的户外环境下，作为一种也极易被
侵蚀的有机材料，木材始终要面对来自大自然
的挑战。

在过去，克服这些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化学药品将木材做防
腐处理，或者选用供应量正在快速缩减的热带硬木——但是当
把这样的木材用于建筑时，面对大自然的挑战，这些木材都不
能给出完全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一种替代材料，它的原材料来自可持续发展的种植林
场，无毒无害，其耐久性和尺寸稳定性可比拟甚至超过最好的
热带硬木，同时具备木材所有的最好的特性，现在这种理想材
料已经被发现了。

Accoya®固雅木就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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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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赤脚行走 

- 热增益低
- 适合赤脚行走
- 各种用途户外地板的理想之选
- 耐极端气温 

防虫蛀  

- 木质不能被白蚁等各类虫子食用消化
- 受蛀虫侵蚀的机率显著降低 

取材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 提供FSC以及其他区域性认证木材
- 天然可再生材料 

天然绝缘  

- 保温隔热性能优于一般常用的软木和硬木
- 是特别注重节约能源应用的理想之选 

完全改性，品质稳定  

- 始终如一的、标准化的改性质量，由表及
里，完全处理

- 切割或刨削后，加工面无需使用化学防腐药
剂再做处理 

保留木材天然强度和硬度 

- 乙酰化处理不破坏木材的强度
- 木材的硬度提高
- 强重比高，适用于严苛环境 

优异的机械加工性能  

- 易加工，易处理
- 无需特殊工具 

优雅迷人的全天然木材

- 乙酰化处理保持原木材天然自成的优美纹理和质感

无毒无害，可回收再利用 

- 绿色环保，绝无任何有害物质析出
- 安全可靠，可回收，可循环使用,可焚烧 

高科技开启自然之旅

Accoya®固雅木是对木材从内到外的完全改性，完全不同于仅仅停留于表
面的传统处理方式。这种木材改性技术具有两大关键性优势：

有别于其他改性技术产成品质量的不可预知性，Accoya®固雅木的制造商，采用一系列精确而有效
的采集分析方式，以保证每一批次产品的质量始终如一，每批产品的耐久性和尺寸稳定性均达到
最高可能等级。

Accoya®固雅木在切割和刨削后，制品的任何一个曝露在外的部分都已被乙酰化改性，不同于未经
改性处理的木材或是仅在表面做处理的木材，在现场不需再对切削后的外露面做额外的化学防腐
处理。

主要特性
尺寸稳定

- 干缩率和湿胀率降低75%以上
- 使用Accoya®固雅木制成的门和窗可以始终开关自如
-维护成本低廉 

杰出的耐久性 

- 使用寿命长，户外地面上可达50年，地下/淡水
中可达25年
- 欧洲最高1级耐久，超越柚木
- 防腐朽
- TRADA认证使用寿命至少70年

极易涂装 

- 优异的尺寸稳定性使涂层的使用寿命
延长2倍

- 更易涂装，涂装的准备工作和打磨工
序更加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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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木材

Accoya®固雅木

乙酸酐 

乙酸酐存储罐

乙酸酐原料

回收使用

自然科学
所有的天然木材中都含有乙酰基团，也就是说乙酰化
作用并没有添加任何木材中原本并不存在的物质。因
此，最终产品Accoya®固雅木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
毒害。

乙酰化作用是将木材的化学结构完全改变，与只是改变木材中的化学
成分截然不同，这种技术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未经处理的原木材相
比，具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特性。Accoya®固雅木是将木材由表及里，贯
穿整个横截面的完全改性处理，而几乎所有其他的处理工艺都仅仅是
往木材里添加化学物质（如油类物质，阿摩尼亚或金属化合物），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木材的耐久性，但是不能提高木材的尺寸稳定
性。

木材乙酰化作用是一个已被全世界科学家研究超过80年的木材处理工艺。这
种处理方法已被证明可以使木材具备非常优越的性能，因此也一直被用作衡
量其他处理方法的“黄金标准”。Accoya®固雅木的专利生产工艺流程实现了乙
酰化木材商业规模化高品质的产出，是经过多年专利技术研究和资本投入的
成果。 

任何材料的物理特性都是由它内在的化学结构决定的。木材中含有大量的“自由羟基”化学基团，随着木
材所处的气候环境的变化，这种自由羟基基团会吸收和释放水分。这是造成木材膨胀和干缩的主要原
因。自由羟基的存在也产生了能够消化木材的酶，这是木材易腐的主要原因。

乙酰化作用将木材细胞内的自由羟基转化为乙酰基团。这个转变是通过木材与自醋酸（稀释后即为醋）
中提炼的乙酸酐反应来完成的。当木材内的自由羟基转化为乙酰基团后，木材吸收水分的能力大大降
低，提高了木材的尺寸稳定性能，使木材具有极高的耐久性。

涂层更持久

Accoya®固雅木是终极基材，它的低维护要求提高了它的成本效益
和环保方面的声誉。无论是透明的，半透明的涂料或是不透明的涂
料，各种充满想象力的色彩都可以在Accoya®固雅木得到淋漓尽致
的展现。
所有主流涂料系统均可以应用在Accoya®固雅木上，而且由于Accoya®固雅木作为基材具
有卓越的尺寸稳定性和抗UV退化特性，涂料的性能可以得到显著的提升。大量广泛的测
试证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气候环境中，Accoya®固雅木原有的天然优美的纹理也可以得到长
久的保持。

15年后乙酰化处理L型拼接材胜过丙烯晴处理和未经处理L型拼接材*
英国BRE（建筑研究所）是位于沃特福德的一家独立科研机构。野外耐久试验根据欧洲标
准EN330:1993—-等同于AWPA美国木材防腐协会E9标准—在木料上开一个缺口，用涂料
涂覆其上以让水汽侵入，然后将木料用榫头和榫眼简单拼接（L型拼接），涂上涂料后放置
于户外。这个试验是将涂覆后的木料放置在日常一般环境中，测试拼接产品在最恶劣的环
境下的耐久性。

L型拼接材于1998年2月安置在BRE加斯顿野外试验基地（位于英国沃特福德）中的一个高
架试验台上，面向西南方向，持续曝晒并且定期检查。经过7年的曝晒，1级耐久的乙酰化
木料外观保持完好，没有改变，而未经乙酰化处理的木料已经完全风化降解。

BRE的试验报告指出：“在英国，将乙酰化处理等级比Accoya®固雅木略低的拼接松木，L型
拼接边材放置于模拟了最恶劣环境的加速土床上进行试验，让水汽侵入，放置15年后木料
保持完好。”

*测试报告日期为2013年

卓越的涂装特性获得TRADA证明

经过长达42个月的户外曝晒，Accoya®固雅木板面上的半透明着色涂
层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破损，只是在木板端头由于龟裂而有些破损，
但是龟裂处的染色涂层没有任何的剥落迹象。在板面上也看不到有任
何霉菌繁殖。其他一起用做比对测试的板材上的涂层则出现比较严重
的破损。

取之自然 还于自然

WOOD WOOD

乙酸酐              乙酰化木材       醋酸木材

松木—户外涂层测试
42个月后

2006年7月，
苏格兰

Accoya®固雅木乙酰化处理的L型拼接

丙烯晴处理的L型拼接

Accoya®固雅木—户
外涂层测试42个月后

2010年12月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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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迷人的全天然木材

经过乙酰化作用的Accoya®固雅木依然保有木材天然的颜色和纹理，在长时间的户外曝晒
下，木材的优美纹理和质感可以保持的更长久。凭借着这个特性，以及优异的尺寸稳定性
和绝热特性，Accoya®固雅木门窗和外墙板/护墙板具有其他人工合成材料无可比拟的优
势。

尺寸稳定

Accoya®固雅木在径向和弦向上均具有绝好的尺寸稳定性（抗湿胀和抗干
缩）。测试结果表明，依据材种来源和环境的不同，乙酰化可以有效降低
木材的湿胀，最高可达80%。从绝干到饱水状态，乙酰化木材的湿胀率个
干缩率数值最小，均优于热带硬木。和绝大多数木材相同，乙酰化木材因
热量变化（环境温度或辐射温度变化）造成的尺寸变化是非常微小的。

杰出的耐久性

Accoya®固雅木的耐久性达到欧洲最高的1级耐久，媲美甚至超越了最耐久耐腐的天然木材。
新西兰木材研究机构Scion，刊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Accoya®固雅木的耐久性超过了4种最耐
久耐腐的木材。依据严谨的标准，经过6年的实验室加速腐朽试验和户外埋地试验，Accoya®
固雅木的耐久和耐腐特性明显优于同期测试的柏木，红雪松，菠萝格和柚木。用CCA木材防
腐剂浸渍，处理等级达到H3.2和H4的辐射松防腐木，在新西兰被广泛用于和地面接触的环境
中，其耐久和耐腐特性也无法和Accoya®固雅木相比。

 
未经改性的木材

Accoya®固雅木

经过13年的户外曝晒后的涂层对比 耐久性测试

Accoya®固雅木 柚木¹ 深红柳桉 ¹ 樟子松 ² 南方松 ² 辐射松 

EN350-2 等级测试：
EN113, EN252, ENV807

表示潜在的耐久性 
 

上述技术数据所涉及的各材种和Accoya®固雅木的来源不
同。Accoya®固雅木以辐射松为原材料。

¹ 根据EN350标准分等，依照英国标准BS8417中推荐，1级
耐久木材用于门窗，露台和外墙板时，使用寿命为60年。
² Janka硬度和抗弯强度为环境温度20ºC，相对湿度65%下的数值。
该等数值因材料的生长环境不同会有较大的变化

¹数值取决于木材的品种

²数值取决于心材和边材的比例

耐久性比较

1

2

3

4

5

Accoya®固雅木 柚木 辐射松 深红柳桉 樟子松 南方松 

97,7 93,5 90,5 88,6 88,0 85,4

尺寸稳定性

弦向干缩率

径向干缩率

体积干缩率

1,5 4,2 6,0 7,3 7,7 8,0

0,8 2,2 3,3 3,8 4,0 6,1

2,3 6,5 9,5 11,4 12,0 14,6

注意：上述柱状图和表中尺寸稳定性数据为木材从饱水至绝干状态（最极端的实验室测试条件）。
当木材的尺寸稳定性不受水汽影响时，其值为100%。上表中的数据并未显示温度变化对尺寸稳定性
的影响（木材是非常稳定的）。右侧表中所列数据为一般气候条件（试验环境湿度为60%至90%之
间）下的干缩率。

尺寸稳定性
[%]

100

96

92

88

84

80

试验与检测

来自全球各地的行业领先的研究机构（包括新西兰，
美国，英国，瑞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
斯，荷兰，德国和日本等国）对Accoya®固雅木进行
了大量的实验室和野外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乙酰化木
材的优异特性是完全可信的。

Accoya®固雅木的性能特点，如尺寸稳定性，耐久性，涂层持久性，
埋地特性等，都经过了完全彻底的试验测试证明其具有绝佳的特性。
事实上，多年来，乙酰化木材就一直是科学家们用来衡量其他处理方
式处理的木材和改性木材的标准，它的优越特性毋庸置疑。

材种 耐久等级¹ 

[1=最高级别] 

JANKA硬度² 

[N/mm²]

抗弯强度² 

[N/mm²]

径向干缩率 

[相对湿度60-90%]

弦向干缩率

[相对湿度60-90%]

Accoya®固雅木 1 3950 80 0.4 0.7

辐射松 5 3850 80 1.2 2.2

樟子松 3/4 2900 80 1.0 2.4

榉木（未汽蒸） 5 7100 115 1.2 2.5

西部红雪松 2 1450 55 0.5 1.2

深红柳桉 2/3 4300 90 0.9 1.8

沙比利桃花心木 3 6700 105 0.9 1.2

美国黄松 3/4 3000 80 1.1 2.1

未经改性的木材 Accoya®固雅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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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门和百叶窗
热传导系数低，杰出的耐久性和尺寸稳定性，Accoya®固
雅木的各项特性都超越了最好的热带硬木，是窗框，门和
百叶窗的首选材料。Accoya®固雅木可以刷不透明的涂
料，对于那些偏爱天然木纹的用户也可以用透明的涂
料。Accoya®固雅木的低维护特性提升了产品的成本效益
和环保方面的信誉。

外墙板，壁板和建筑围护
Accoya®固雅木适用于外墙板，壁板和建筑围护，尤其是
那些要求外观漂亮，维护频次低，尺寸稳定，耐久的场
合。Accoya®固雅木无可置疑的优异特性是各种涂料史无
前例的上佳之选。

门廊和户外地板

要在潮湿区域和超强热辐射环境中使用实木地板并且保持
地板变形，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Accoya®固雅木让想
象变成现实。

甲板和游船码头
漂亮的外观，强度好和耐全天候，这些都是甲板，防波堤
和趸船用材的必要特性。这些场合使用的材料必须具备不
变形，不翘曲，不劈裂，不湿胀，不被真菌侵蚀，吸水而
耐腐等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是无毒无害的材料以保证人
和动物的安全。Accoya®固雅木可以满足所有这些苛刻的
要求，甚至还能用于常常被盐水飞溅的场合。

户外家具和设备

Accoya®固雅木无毒无害，可以抵挡各种严寒酷暑，是户
外桌椅，游乐设施，园艺景观用材的不二之选。

桥梁和市政工程建筑

Accoya®固雅木是高强重比的木材，具备木材所有的优异
特性，可以用于承重公路桥等各种环境工程中。有些应用
场合的环境非常严苛，对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例如用于
运河岸堤的木材，其作用是加固泥土，终日处于河水，富
含微生物的土壤和水线里，Accoya®固雅木无与伦比的优
越特性完全可以取代热带硬木应用在这样极其严酷的环境
中。

想象无极限
在许多领域中，你都可以看到Accoya®固雅
木令人激动的全新应用。Accoya®固雅木为
所有极富想象力的创造打开了一扇通向现
实的门，建筑师和设计师正在尝试通过各
种途径用Accoya®固雅木替代人造材料，并
确保所有的创作都是绿色环保，可永续存
在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想到木
材，Accoya®固雅木就可以实现你的想象。

...这就是Accoya® 固雅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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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生长缓慢的硬木（一般来自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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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coya®固雅木的专利改性工艺流程只是增加木
材中天然物质的含量，不向木材中添加任何本不
存在的物质

-  1级耐久 – 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提升产品的固
碳潜力，降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物料消耗

-  卓越的尺寸稳定性，降低了产品的维护频次，减
少产品生命周期中涂料维护次数

-  优异的绝缘保温特性，用于做木门和木窗时，可
有效节能 

-所有Accoya®固雅木的原材料都取自管理良好的
可持续发展的林场资源，获得FSC和其他地方性
绿色认证的木材

-   低碳排放量：Accoya®固雅木是可以替代碳密集
材料的环保材料

-  绿色环保：可自然再生材料，100%可回收再利
用

-  快速再生材料：原材料采用可大量供应的速生木
材 

这就是木材的未来

在各种气候环境下，地面上，埋于地下，甚至是在水里，经过长时间的测试，结果
证明Accoya®固雅木可以抵抗户外最严苛的气候环境，不仅是耐腐，还可木材外观保
持完好，因此Accoya®固雅木维护频次也远低于其他木材。无论在何种场合，制造
商，建筑师，材料指定方，施工方和物业业主，都可以放心选用Accoya®固雅木。全
球领先的独立科研机构的各类测试也见证了Accoya®固雅木卓越的材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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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ccoya.com

C2C
Accoya®固雅木是建筑材料中少数几个可以获
得“ 从摇篮到摇篮”SM 认证中C2C金奖的材料。“ 从
摇篮到摇篮 ” （C2C）为那些绿色环保的智能设计
提供一种清晰可靠的衡量和评价方法，包括使用
安全健康的绿色材料和具有社会责任的设计策略。

FSC
在各种可持续发展的森林评价体系中，森林管理
委员会（FSCTM）是最权威最广泛的认证体
系。FSC森林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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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ya®固雅木
获得的绿色认证

 30860007

 CCMQ 39/14

Q
UALITÉ  CONTROL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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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和钻石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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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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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Wood Sales

T:   +84 908 024 320
+86 13 701 746 582

E:    info@diamondwoodchina.com 
W:   www.diamondwood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