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欧洲
法规5的结构
设计指南



2

Andrew Lawrence     
       奥雅纳（Arup）科技研
究公司的联席董事，特许持
证结构和土木工程师。他是
Arup的首席木材专家，BSI
英国木结构设计规范委员会
委员，英国木材奖的评审。
他的设计项目包括，2005年
和Alvaro Siza共同设计的蛇
纹石展馆，法国的Metz 
Pompidou，塞维利亚的
Metropol Parasol，最新完
成的一个项目是伦敦的
Timber Wave。 

Julian Marcroft
          特许持证结构工程师，
他在木材与发展协会
（TRADA）工作7年，在
Gang-Nail系统有限公司担任
产品开发经理3年。1997
年，Julian参与创立了
TimberSolve有限公司，这是
一家小型咨询公司，是木工
产品领域的跨国公司，专注
于木结构工程，专业从事建
筑行业的相关产品开发和高
端的技术支持。Julian多年来
一直积极参与木工产品相关
规范和标准工作，目前担任
BSI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
责监督木材设计规范在英国
的实施，尤其是欧洲规范5的
实施。

David Crawford
         装配式建筑和创新结构
中心（COCIS）的研发工程
师，其专业领域主要是结构
木的设计。David于2009年
在爱丁堡纳皮尔大学获得土
木工程学士学位，2010年获
得木材工程硕士学位，他目
前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完
全认证的特许持证工程
师。David的兴趣/专长领域
是大型木结构建筑，以及改
性木材的结构性能。自加入
COCIS团队以来，David与
多家苏格兰中小企业，英国
政府部门和欧洲大型公司合
作，参与了一系列研究项目/
可行性研究。他目前的研究
方向包括：评估乙酰化木材
的结构性能，乙酰化木材用
于制造胶合集成材。

Robert Hairstans博士
         装配式建筑和创新结构
中心（COCSI）的领导
人，Robert在住宅市场和精
益生产系统方面拥有丰富的
经验。他是苏格兰建筑标准
局小型建筑指南的主要编写
者，也是IstructE的英国木材
建筑设计欧洲规范5的主要成
员。Robert著有“装配式木结
构建筑及现代建造方法-一种
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是
EPSRC基金的“现代装配式
木结构建筑建造的结构最优
化”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也
是可持续建筑协会（ISC），
低碳建筑技术（LCBT）网关
项目的专家。

Accoya固雅木结构设计指
南的作者

03 简介

04 Accoya固雅木的产品优势  

13 环保认证

15 Accoya固雅木结构设计 

18 结构应用案例

目录



3

         古往今来，将木材用于潮湿的户外结构应用中都是一个真实的挑
战，这个挑战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真菌腐朽。按照配方来看，最有效的防
腐剂都是有毒的，因此使用和处置防腐剂都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有些木
材天然具有良好的抗真菌腐朽的性能，但这些木材往往难以胶合，并且
使用寿命相对有限。此外，这些木材通常都产自热带雨林，可持续发展
资源的供应量日渐减少，所以，实际应用中经常会使用其他材料来替
代。有了Accoya固雅木，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Accoya固雅木

       Accoya固雅木是由Accsys科技
集团研发的特别专利化学工艺改性而
成的木材。这种改性技术包括乙酰化
作用，即用乙酰基替代细胞壁内的游
离-OH（羟基）基团。乙酰基只含有
碳，氢和氧分子，但由于乙酰基具有
疏水性，因此可以阻止游离水结合到
细胞壁上，从而防止木材吸水引起的
膨胀，或者为造成腐烂的真菌提供食
物来源。乙酰基普遍存在于所有品种
的木材中，也可以在醋，葡萄酒，阿
司匹林等许多日常产品中发现。

          这种木材改性技术自80多年前
诞生以来，各种测试结果表明，符合
Accoya固雅木质量标准的改性木材
的材性非常稳定，并且具有杰出的耐
腐性。延长处理时间（与常规防腐处
理相比），并选择合适的易被渗透的
木材，即使是厚度高达75mm的木
件，也可以在厚度方向上得到完全改
性。因此，不同于常规的防腐处理不
能达到横截面的中心，或者只能做到
部分的防腐保护，Accoya固雅木的
改性处理可以贯穿材料的横截面，可
以放心地对其进行切割和机械加工，
而不会有未经改性处理的木料曝露在
外的风险。

          此外，乙酰化木材完全无毒无
害，只是增加了乙酰基，一种已经天
然存在于木材中的化合物，的数量。
因此，Accoya固雅木的加工使用完全
可以和未经改性处理的木材相同，更
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材料不会降解，
它可以在其他项目中重复使用。

简  介

图1： 

木材 乙酸酐 乙酰化木材 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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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虫蛀

- Accoya固雅木不能被各类虫蚁和微生物食用消
    化，因此更加耐腐
 - Accoya固雅木从本质上防腐朽

取材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 原材料取自可持续发展资源，包括FSC，PEFC和
    其他区域性认证木材 
- 天然可再生材料

100%可回收再利用

- 可完全重复使用，回收再利用
-  建议重复使用，Accoya固雅木也可安全焚化用于
    生物能源 

持续稳定的供货

-  原材料采用供应量充足的辐射松等速生木材

材料性能保证

- 耐真菌腐朽，保证地上50年，地下中25年
    的使用寿命 
- 保证达到世界一流的尺寸稳定性

1级耐久

- 可能是最耐久的木材
- 比柚木等最耐久的天然木材更加耐久 
- 户外用材的绝佳之选

极易涂装
- 更易涂装，涂装的准备工作和砂光工序更加简化 
- 优异的尺寸稳定性和抗UV性能使涂层的
    使用寿命更长
- 透明的，半透明的，不透明的涂料全都可以完美契合

天然绝缘

- Accoya固雅木具有优良的保温隔热性能 
- Accoya固雅木是特别注重节约能源应用
    的理想之选

抗UV
- Accoya固雅木表面涂装半透明涂层时，具有超强的
    抗UV性能，原生的木质纹理可以更持久 
- Accoya固雅木可延长涂层的使用寿命，是基材的
    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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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要求结构重量降到最低的
    严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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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异的机械加工性能

- Accoya固雅木易于机器加工和手工制作，无论是产品
    制造商，或最终使用者均可轻易驾驭

无毒无害，可回收再利用

- Accoya固雅木无毒无害，绿色环保，绝无任
    何有害物质析出 
- Accoya固雅木可以安全回收再利用，重复使用

尺寸稳定

- 干缩率和湿胀率降低75%以上 
- 油漆和涂料的使用寿命延长3至4倍，显著降低维
   护成本

木材天然优美的纹理和质感 

-  乙酰化处理保持原木材天然自成的优美纹理
    和质感

优异的材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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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BENEFITS

Accoya固雅木的结构应用潜
能

         迄今为止，Accoya固雅木的应用领域
主要集中于户外细木工制品等非结构性应
用，但可以说，这种木材最大的潜能在于
建造户外露天使用的大型层压构件。在没
有重要条件限制的情况下 ，这在过去是不
可能的。传统用于桥梁的最耐久的天然木
材（所有的热带硬木），例如红铁木等，
一般不能胶合-这些木材都含有相同的可抑
制腐朽的物质，导致木材难以胶合，这些
木材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供应也变得越来
越困难。与之相对的，Accoya固雅木的原
材料取自可持续发展的种植针叶材，易于
胶合，而且，Accoya固雅木的尺寸稳定性
有效降低了胶缝开裂的几率（因此降低了
水积聚的风险），即使有水汽侵入，也不
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因为Accoya固雅木
非常耐久。

         基于上述所有的原因，Accoya固雅木
为木材替代以往常用的钢筋和混凝土等材
料，在结构中的应用提供了无限的潜能。
本指南后面的工程案例中，这种木材已经
用于完全曝露在外的桥梁结构和地梁中，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Accoya固雅木的
应用潜能是无止境的。

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任何特定种类的木材都需要经过测试来
确定其强度和刚度，才能在结构中得到应
用。乙酰化作用在微观细胞层面上改变了木
材的结构，因此木材的强度也随之发生变
化。

       Accoya固雅木的专利生产工艺是经过专
业研究的，以确保Accoya固雅木具有良好的
整体结构应用特性，从而在性能和可预见性
方面满足结构应用各类标准的严格要求。

         本指南提供的结构设计参数是基于爱丁
堡内皮尔大学，荷兰SHR木材研究所，德国
哥廷根大学和英国布莱顿大学已经完成的广
泛的测试结果。根据本指南，Accoya固雅
木实木和层压材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欧洲规
范5的要求。本指南还就材料的环保认证进
行了论述，并就设计寿命，维护，连接细节
和设计规范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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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产品特性

耐久性

         为了确定木材的耐真菌腐朽特性和抗白蚁特性，传统的测试方法是采用长期
的“埋桩试验”，即将50x50mm木桩的一部分埋在土地里，定期用锤子从侧面击打
木桩以测试查看。 

         近年来，实验室加速腐朽试验方法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测试比较改性木材，防腐处理木材和以前未
曾测定的材种，已知木材材种和防腐剂的性能。这
种测试方法的准确性通常被认为不如埋地试验，但
是确实能够加快评估的进程。 

         将近80年以前，乙酰化木材就在实验室中研发
成功，从那时起就进行了大量的埋地试验，试验结
果证明这种改性木材可以抵御真菌侵蚀。下述
Accoya固雅木正在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也证实了这
个结论，最新的测试结果也非常令人振奋，证明按
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标准进行试
验，Accoya固雅木的抗白蚁性能也能达到预期目
标。

       Accoya固雅木的商业化生产制造始于2007
年，但是相关的耐久性和户外曝晒试验则更早，在
此情况下，试验使用的是试验工场生产的样品。一
般来说下，试验工场生产的样品的品质性能会略低
于2007年以后商业化生产的Accoya固雅木。有关
Accoya固雅木耐久性测试的全部信息可以查阅
Accoya固雅木性能手册（www.accoya.com/
downloads），并且相关信息纳入了国家KOMO耐
久性产品认证（见封底的参考章节）。本指南对相
关耐久性测试做了摘要。

16年河道衬砌试验 

      1995年，Accoya固雅木
和未经改性的木材对照样本同
时用于荷兰的淡水河道中。由
于水，富含微生物的土壤和空
气在水线处相互交融作用，运
河岸道的环境是非常恶劣
的。16年后，乙酰化木材没
有任何的腐烂迹象，而未改性
的木材则完全腐烂了。

 非Accoya固雅木               非Accoya固雅木

 Accoya固雅木        Accoya固雅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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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真菌箱堆栈试验腐朽等级

Accoya固雅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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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野外木桩的腐朽等级

Accoya固雅木

CCA H3.2 杉木

柚木

大果柏CCA H4

时间（年）

B E
FC

A D

腐
朽

指
数

腐朽/虫蛀损坏评级系统（根据ASTM D 1758）

10 = 没有腐朽或虫蛀损坏
9 = 微腐朽，横截面占比0-3%
8 = 轻度腐朽，横截面占比3-10%
7 = 腐朽，横截面占比10-30%
6 = 深度腐朽，横截面占比30-50%
4 = 严重腐朽，横截面占比大于50% 
0 = 完全损毁

7年木桩试验

       SCION（原新西兰森林
研究所）采用加速腐朽试验箱
和户外木桩埋地试验，持续7
年对Accoya固雅木，天然耐
久木材和防腐木进行耐腐朽测
试。如图所示，Accoya固雅
木几乎没有腐烂，耐腐性能显
著优于用铬化砷酸铜
（CCA，由于废弃物处理困
难，目前已被严格限制使用）
浸渍处理的防腐木，甚至比柚
木等最耐腐的天然热带硬木更
加优秀。



8

抗白蚁试验，
日本防腐木协会

         日本防腐木协会在日本鹿儿
岛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白蚁进行
了2年的野外实地试验，台湾白
蚁（台湾乳白蚁）在干燥环境
中的活动状态和栖北散白蚁在
潮湿环境中的活动状态。这两
个试验区同时也生存有包括白
腐菌和褐腐菌在内的各种腐
菌。

         未经改性处理的木桩（日本柳杉和辐
射松）严重腐朽，而Accoya固雅木则保
持完好，毫发无损（见下图）。

Accoya固雅木  
潮湿试验基地

Accoya固雅木
干燥试验基地

非Accoya固雅木  
潮湿试验基地

非Accoya固雅木  
干燥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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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白蚁试验，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台湾白蚁是世界上最具侵略性
的白蚁种类之一。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立大学对台湾白蚁进行了99
天的“可选性”抗白蚁试验（试验依
据AWPA E1标准），试验采用规
格为50x100mm的Accoya固雅木
木桩，用同样规格的未经改性处
理的辐射松和南方黄松作为对照
样件。

         未经改性处理的木材的四周均被严重侵
蚀，而Accoya固雅木则只是被轻微的啃噬，
标准化试验的结果表明，按质量损失计
算，Accoya固雅木的耐白蚁特性比未经处理
木材提高了20倍。

Accoya固雅木
（新西兰辐射松淋
洗前） 

非Accoya固雅木
（新西兰辐射松淋
洗前） 

图4： 

智利辐射松 
（淋洗后）

智利辐射松 
（淋洗前）

新西兰辐射松 

（淋洗后）

新西兰辐射松 

（淋洗前）

Accoya固雅木

未经处理木材

南方松
（淋洗后）

南方松
（淋洗前）

质量损失%

注：根据测试标准，测试结果同时基于淋洗前和淋洗后的试
件，淋洗后试件指试件经过清水浸渍和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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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白蚁试验，
澳大利亚森林研究公司 

         曲颚乳白蚁，是澳大利亚最具攻击
性的生活在地下的一类白蚁，Accoya
固雅木被放置于北部领地的户外实验基
地的地面之上曝晒5个月，以确定
Accoya固雅木的抗白蚁性能。 

         这个野外实地试验是依据澳大利亚木材防腐委
员会的木材防腐剂评估方法（2007）进行的，这个
标准适用于评估防腐木和天然耐久木材的防腐性
能。试验使用的对照材种是辐射松（易受白蚁侵
蚀）和两种天然耐久的木材心材（AS5604-2005）- 
西部红雪松和斑桉。先将所有的试样放进水中浸
泡，然后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干燥，再放进7个不同的
曲鄂乳白蚁聚居地域中。

         经过标准要求的5个月的户外曝晒，Accoya固
雅木的抗白蚁性能和斑桉相当，显著优于西部红雪
松，相比之下，辐射松的质量损失超过80%，已被
严重腐蚀。

抗曲鄂乳白蚁野外实地试验
的名义质量损失

木材 质量损失（%）

Accoya固雅木 0.5

斑桉 1.0

西部红雪松 28.6

辐射松（未经改性处理） 82.6

耐久性 – 
概述
         根据所有已经完成的试验结
果，BRE认为依据BS EN 350标准的定
义，Accoya固雅木的耐真菌腐朽性能达
到最高的1级耐久，初步的试验表明
Accoya固雅木具有良好的抗白蚁性能，
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

         依据BS8417标准中的说明，耐久
等级达到1级的材料在接触地面和淡水
中的使用寿命可达到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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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稳定性

         尺寸稳定性是指木材因含水率变化而膨胀或收缩的程度，长
期处于户外环境中的木材因季节性湿度变化也会导致收缩和膨
胀，从而有可能导致钢制连接件周边木材开裂，或者由于木材表
面干燥收缩在木材表面产生裂隙直达木材中心位置，因此，稳定
性是大型木结构构件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数。这种裂缝和裂隙都会
造成水分积聚，提高木材的含水率，从而加大了木材受真菌侵袭
的风险。

         荷兰SHR木材研究所对Accoya固雅木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以测定Accoya固雅
木的收缩率和尺寸稳定性。第一个试验测定木材从饱水到绝干的弦向干缩率，第二个
试验测定木材湿胀率随相对湿度增大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些测试结果表面Accoya固
雅木的稳定性比其它任何木材提升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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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弦向干缩率*（%）

* 从饱水到绝干的弦向干
缩率典型值 – 最极端的
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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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保养维护成本

       Accoya固雅木对真菌腐蚀的
抵御性能是不依赖于任何预防性
维护的。Accoya固雅木未做涂
饰，曝露在外的木质和其他木材
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木材表
面会逐渐风化变灰。从Accoya
固雅木表面出现霉变和霉菌到受
风化作用变灰，存在一个过渡
期，和其他木材一样，可以用各
种预防或维护措施，去除表面的
霉变和霉菌。

          当木材表面指定使用涂料时，则表面涂
层需要定期维护，涂层的使用寿命部分的取
决于木材表面季节性干缩和湿胀程
度，Accoya固雅木具有杰出的尺寸稳定
性，可显著延长了成膜涂料的使用寿命，降
低涂料维护需求。

         荷兰木材研究所（SHR）对各个种类的
涂料进行了超过9.5年的户外曝晒试验(报告编
号 3.330-366)，并且在其他实验室进行了一
系列不同时间段的曝晒测试，试验结果
Accoya固雅木呈现的性能远超其他木材。即
使是在9.5年以后，测试的白色漆板的表面也
不需要任何的维护（见上图）。TRADA对
Accoya固雅木的4个户外曝晒实地试验结果进
行了总结（报告编号TS//F12032），包括在
瑞典进行的13年曝晒试验，TRADA的研究结
论是，与未改性处理的软木相比，Accoya固
雅木上的涂层第一次维护的时间间隔至少可
延长50%，并且提出这个时间会随着试验的
继续而延长。

Accoya固雅木 Accoya固雅木未经改性处理木材 未经改性处理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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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认证

         当把Accoya固雅木和其他材料做比较时，必须充分考虑
Accoya固雅木使用的原木材的可持续发展性，化学改性生产工
艺相关的各种环境问题，以及废弃物的处理这些方面。

采购和生产
制造阶段

- Accoya固雅木所使用的原材
   料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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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任何有毒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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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品废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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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用于生产
    制造乙酰化中密度板Tricoya或
    者供给食品生产企业等公司采
    购使用。从建筑工程项目回收
    来的材料是生产Tricoya的高品
    质原材料，因此也增加了木材
    的碳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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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

       Accoya固雅木的碳排放量研
究是根据Camco（现为Verco）
基于从摇篮到大门的场景进行
的，和ISO14040/44标准保持一
致。

         本研究所使用的标准排放因子遵从世界
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
温室气体报告协议的建议，并着眼于用二氧
化碳当量量度“京都协议”涵盖的6种温室气
体。

         如图所示，Accoya固雅木的每年度碳排
放量明显低于钢材，来自不可持续发展资源
的木材和混凝土，略高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
红铁木。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0

红铁木
（可持续发展 

资源）

红铁木
（不可持续发 

展资源）

混凝土 钢材Accoya
固雅木综合 

制品

图7： 
单座桥梁年度碳排放量(kg CO2 / 年)*

人行桥梁承重结构Accoya固雅木与替代材料的碳排放量比较

*Accoya固雅木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评估，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同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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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认证的
材料。C2C的评估着重于材料
和产品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
和回收再利用方面。从产品的
5大方面进行评估 – 材料环保
性，材料再利用性，可再生能
源使用，水资源管理和社会责
任。Accoya辐射松固雅木符合
所有金奖认证要求的标准，包
括没有有毒化学品的残留，制
造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使用超过
50%，以及材料重复使用率得
分达到89%以上，因此获得了
金奖证书。根据认证机构MBD
的C证明，Accoya辐射松固雅
木是一种木制品，其本质是生
物营养物质，可以安全返回大
自然。

FSC和PEFC

         在各种可持续发展的森林
评价体系中，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TM）和森林认证体系认
可计划（PEFCTM）被公认为
是最权威最广泛的认证体系。
这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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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ya固雅木已经获得
了FSC和PEF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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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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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OKEUR

          作为荷兰最权威的绿色
标签之一，只有在特定的应
用中最环保的产品才能获得
Dubokeur证书。 

获得的环保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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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ya固雅木的
结构设计应用 

乙酰化作用对
材料强度和刚度的影响

         任何化学改性方法，如果作用于木
材细胞壁聚合物的化学成分和/或细胞间
的相互作用，木材的物理和机械特性都
会受到影响。乙酰化作用对木材产生的
主要影响有：

- Accoya固雅木的平衡含水率低于原木材。

- 乙酰化作用增加了乙酰基团的含量，因此Accoya
   固雅木的密度高于原木材；但是由于木材在乙酰化
    处理过程中发生湿胀，与未改性木材相比，单位面
    积横截面实际含有的纤维更少。

- Accoya固雅木的抗拉强度和抗弯强度略低于原
    木材。

强度等级

         为了精确计算乙酰化作用对木材的结构应用特性
产生的影响，Accsys科技集团采用了严格的强度分级
程序，以保证生产出的Accoya固雅木的强度等级为
C24。Accsys与SHR木材研究所以辐射松为研究对
象，一起建立了一系列的工艺程序，作为研究实践的
一部分，在荷兰建造了两座跨度为32米的Accoya固
雅木公路桥，本手册后面对这个工程进行了介绍。

         在乙酰化处理前，辐射松除了按外观等级标准分
等以外，还会用动态弹性模量测定设备将木材按强度
分级标准分级。原木材是南方松的情况下，则按照
NLGA和NGRDL标准，采购等级为“特选结构等级”的
南方松。随后爱丁堡纳皮尔大学根据EN408标准（结
构用木材和胶合层积材 部分物理和机械性能的测
定），对这两种木材进行了大量的强度测试，试验结
果表明，Accoya固雅木（两种原材）的强度等级符合
EN338中的C24强度等级。

         此外，关于在3类应用中的使用，指示性试验表
明Accoya固雅木的强度和刚度比未改性木材在含水
量提高的情况下更低一等级。这个因子将在未来的试
验中进行充分的评估，本结构设计指南也会进行更
新。

Accoya固雅木实木构件设计

Accoya固雅木实木构件的设计可以依
照EN 1995-1-1规范：

- 强度和刚度特征值可以按照EN338中给出的C24的
    值取值；

- 应根据EN1995-1-1中实木参数进行修正，得到相应
    的设计值；

- 由于Accoya固雅木主要应用于户外环境中，kmod 和
     kdef的值通常可以按实木在3类应用中的值；

- 请注意，在3类应用中，瞬时或短期持续荷载效
    应，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的特征值应乘以0.9。

       Accoya固雅木结构用材的供货通常为截面实际
标准尺寸为38 x 150和38 x 200mm的实木，更大的
木构件需要胶合层压而成。

Accoya固雅木层积材构件设计

         乙酰化作用造成的木材物理和化学性能的改变，
会影响木材胶合处的固化过程。由于Accoya固雅木的
含水率非常低，尤其会影响需要水分起硬化作用的胶
黏剂的胶合性能。迄今为止，有两家跨国木材胶黏剂
制造商，根据EN301和EN302-1（PRF胶黏剂） 或
EN15425（PU胶黏剂），对Accoya固雅木进行了试
验，以确认这些胶黏剂在Accoya固雅木上的胶合性
能。这些胶黏剂已经列入下面的说明中，也可以使用
其他胶黏剂，但在使用前应由相关制造商确认胶合性
能。

Accoya固雅木层积材构件的设计可以依
照EN 1995-1-1规范：

- 强度和刚度特征值可以按照EN1194（不久后将被
    EN14080取代）中给出的GL24h的值取值；

- 应根据EN1995-1-1中层积材参数进行修正，得到
    相应的设计值；

- 由于Accoya固雅木主要应用于户外环境中，kmod 
   和kdef的值通常可以按实木在3类应用中的值

- 请注意，在3类应用中，瞬时或短期持续荷载效应，
    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的特征值应乘以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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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设计  

       Accoya固雅木木件的连接
设计可以按照EN1995-1-1的要
求。由于乙酰基团的含量增
加，Accoya固雅木的密度也提
高了。 

          对于定位销型的紧固件（钉子，螺
钉，榫钉和螺栓），密度增大一般会提
高木材的握钉强度，安装后，退出和头
部拉伸强度也会增大。密度特征值（ρk）
可以按照下列数值设定：

380 kg/m3- Accoya固雅木实木
- Accoya固雅木层积材 410 kg/m3

        Accoya固雅木杰出的尺寸稳定性更
有利于大型螺栓组的使用。其他许多木材
在螺栓连接处，由于受到钢板或横纹木材
的张力作用，会有开裂的风险。

材料特性概述 

         为了便于参考，结合了
EN1995，Accoya固雅木实木
和层积材的材料特性都在下表
中列出。

         请注意，在欧洲法规5中，深度因子
kh值已经根据实木和层积材的不同深度
进行了标准化；实木和层积材的材料特
性也具有不同的分项系数；总体来看，
层积材的抗弯强度高于实木，虽然两者
在表中实际列出的抗弯强度特征值都
是24 N/mm2。

结构用Accoya固
雅木实木

结构用Accoya固雅木
层积材

材料性能 代号                       特征值 
(N/mm2 或 kg/m3)

特征值
(N/mm2 或 kg/m3)

第
五

百
分

位
值

抗弯强度 fm,k 24 24

ft,0,k 14 19.2

抗拉强度： 

     顺纹

     横纹 ft,90,k 0.4 0.5

fc,0,k 21 24

抗压强度：

     顺纹

     横纹 fc,90,k 2.5 2.5
抗剪强度 fv,k 4.0 3.5
顺纹弹性模量 E0,k 7400 8000
密度 ρk 380 410

平
均

值

E0,m 11000 11500

弹性模量：

     顺纹

     横纹 E90,m 370 300
剪切模量 G0,m 690 650
密度 ρm 460 460

注：上述特征值为结构设计中使用，已计入结果中的差异，数值接近于数据集底部水平，不同于Accoya固雅木在一般刊物中列出的平均值，那些值通
常适用于非结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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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用Accoya固雅木
实木  

       “结构用Accoya固雅木”是由Accsys科技
公司生产制造的乙酰化辐射松或是乙酰化南
方黄松，出厂前根据SHR木材研究所和
Accsys科技公司共同制定的分级规则进行结
构分级。试验证明（根据EN408进行测
试）“结构用Accoya固雅木”的强度达到BS 
EN 338中的C24级。分级后的“结构用
Accoya固雅木” 材料上标有“Accoya® 
Strength Class C24”字样。

分级说明：Accoya固雅木的表观分等主要根据木材四个面
的表面状况来判定，根据“Accoya固雅木木材分级手册”分
为A1和A2级别，“分级手册”可在www.accoya.com/
downloads下载。

分级说明：结构用途的Accoya固雅木实木被标记有“结
构用Accoya固雅木”，区别于一般非结构用途Accoya固
雅木的表观等级。

结构用Accoya固雅木
层积材 

       Accoya固雅木层积材按照EN14080的要
求，由“结构用Accoya固雅木”胶合层压制造
而成。胶黏剂为太尔Aerodux 185（PRF
胶）或普邦HB S309（聚氨酯胶），胶黏剂
在生产中的使用应符合EN14080的要求，并
按照制造商的建议使用。

*注意事项：胶黏剂是有区别的，PRF胶是棕色的，而PU
胶是无色的。使用太尔和普邦的胶黏剂，无需对木材进
行涂饰以保护胶线，但是其他胶黏剂产品有可能会需要
涂层保护的。胶合施工请始终按照胶黏剂生产商的施工
要求。

         为了使层积材的强度达到GL24h强度等
级，层压应至少达到4层木材。 

表面处理–请根据建筑师的要求。 

不锈钢
紧固件 

    夹层板应采用不锈钢材质，不锈钢的最低
等级应为BS EN 10088标准中的1.4404级或
等同级别。紧固件采用的不锈钢等级最低应
为BS EN ISO 3506标准中的A2级别。更多
信息请参阅www.accoya.com/downloads上
的Accoya固雅木产品手册。

注意事项：Accoya固雅木含有少量乙酰化改性过程残留的
醋酸，虽然其酸性低于橡木等一些热带硬木树种，但为了
确保金属紧固件具有足够的使用寿命，建议使用不锈钢材
质紧固件。如果要防止金属件变色，则应选用A4级不锈钢
紧固件。

火焰表面蔓延
处理 

根据建筑师的设计要求.

等级说明：美国西南研究所依据NFPA 255 (ANSI, UL 
723 & UBC 8-1)标准进行的火焰蔓延试验，结果证明
Accoya固雅木表面火焰蔓延特性和大多数木材相当，达
到C级。（有关试验的完整信息请参阅Accoya固雅木性能
手册）。如果要提高木材表面火焰蔓延的阻燃特性，则需
对木材进行阻燃处理。详细信息请访问www.accoya.com/
downloads并下载最新的Accoya固雅木性能手册。

结构设计规范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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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座位于荷兰Sneek的木结构桥
梁分别建于2008年和2010年，桥梁跨
度达到32米，是世界木结构桥梁建筑
的里程碑。木桥梁可以说是木材最具
结构性要求的应用之一，不仅要具备
重要的承重特性（在这里卡车的载重
60吨），而且在日晒雨淋的完全户外
环境中，必须保持长期的安全性。 

         传统的木桥依靠桥上的顶盖来保持木材干燥，
防止木材腐烂，顶盖的保护非常有效，至今美国仍
有几百座这样的廊桥。当然，桥梁的顶盖也是有成
本的，随着木材防腐剂的研发，木材保护就有了更
加低成本的方式，最著名的工程案例是20世纪90年
代建于挪威的公路桥梁。这些木结构采用CCA防腐
剂处理的层积材，胶合层积材用铜帽连接，整个木

结构上涂上油性杂酚油保护剂以帮助保持木材干燥。
防腐剂必须含有有毒物质，在使用和废弃处理中存在
健康和环境问题，目前CCA和杂酚油等最有效的防腐
剂的使用已经受到严格限制。作为回应，中欧国家重
新采纳了顶盖的概念，只是这次是用桥面来提供保
护，从而节约了单独建筑桥梁顶盖的成本。这个想法
非常有创意，但是受到桥梁结构的限制，因为桥梁结
构必须置于桥面下面，桥面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位于Sneek的这两座桥首次采用了针叶木层积材
构件，不再使用有毒的防腐剂和保护性顶盖结构。桥
梁的方案来自一个建筑设计比赛的结果，设计灵感来
源于传统有顶盖桥梁的桁架型式和Sneek当地著名的
水闸；桥梁的独特设计犹如通过一个网关，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桥梁两侧的桁架相互倾斜弯曲，在限制了
桥梁整体高度的同时，为两个车道提供了通行空间。 

结构应用工程案例

两座承重公路桥
两座位于荷兰Sneek的木结构承重公路桥，桥梁载重达到6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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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实的初衷是要使用天然材料，而木材非常
容易加工，特别适合用于这种弯曲型式的构件。

         桥梁的桁架是由双重弯曲扭曲的胶合层积材构件
组合而成，层积材木构件由单一弯薄木梁绕弱轴弯曲
后胶合而成，这个项目中使用的是太尔胶水aero dux 
185（PRF胶），这是目前最耐水的木材胶黏剂，它
的特征是胶线呈深棕色。构件采用长2米直径48毫米
的钢拉杆胶合连接，连接的效果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
强度和刚性，隐藏在底部木弦杆内的钢拉杆和巨大的
末端斜撑底座在椽梁和桁架的连接端之间实现了关键
节点的连接。

         没有Accoya固雅木，这两座桥就不可能按现
在的模样建成：

- 水分有可能逐渐积聚在木构件之间的连接处，然后慢
    慢侵入木材中并引发腐朽；相比之下，Accoya固雅
    木则明显不受水汽侵入的影响。

- 大型层压木构件在雨水的洗刷后易于湿胀；在阳光下
    干燥后，木构件的表面相对构件中心会干缩并产生裂
    隙，产生潜在的聚水器；与之相对，由于Accoya固
    雅木非常的稳定，干缩湿胀量很小，由此产生裂隙的
    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 湿胀的风险也意味着户外胶合木结构中一般不可能使 
    用钢粘结连接件，因为木材的干缩湿胀运动会破坏连
    接件的固定作用。

         荷兰公路管理部门批准使用Accoya固雅木，表
明他们充分相信这个材料可以满足桥梁所需的80年
的设计使用年限。 

         桥梁的组装是在距离安装现场1公里外的制热保暖
帐篷中完成的，以确保用于钢拉杆胶合的环氧树脂胶
黏剂可以充分固化。然后将整个桥梁（每个桥重30
吨）运送到安装现场。这两座桥梁是Accoya固雅木应
用于木结构的首个案例，在这之前，Accoya固雅木更
多的用途是细木工制品。

“寻找一个使用寿命可以长达80
年的木制桥梁似乎是一件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直到我们遇见
了Accoya固雅木

”S. Hoitinga & P. de Jong 
弗里斯兰省权威人士

承包商
Schaffitzel Holz-
industrie GmbH, 
Schwäbisch Hall

工程施工
H.E. Lüning 
Adviesbureau 
voor technische 
houtconstructies;
Oranjewoud 
Mobiliteit &  
Infrastructuur;
GLC Hout-
constructies

项目所在地
荷兰Akkerwinde 
和Molenkrite市区
附近横跨A7公路 

建筑设计
Achterbosch Ar-
chitectuur – Hans 
Achterbosch;
Onix – Alex van de 
Beld, Haiko Meijer

投资方
弗里斯兰省 

竣工日期
第一座桥梁2008年落成 
第二座桥梁2010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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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YA STRUCTURAL’ GLUE LAMINATED TIMBER BEAM 

Dunsmore住宅房地基
Accoya固雅木用于苏格兰具有创新精神的，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应用

Dunsmore住宅房地基

         现代建筑设计的潮流是将建筑对景观的影响降到
最低，将建筑物隐含的碳排放量降到最低。

       Dunsmore私宅位于苏格兰高地上，是一座用8
个独立浅垫基础支撑平台型底架的两层楼房。从垫圈
伸出的混凝土柱支撑地梁，为了把隐含碳排放量降到
最低，地梁，例如框架，均采用木材建造。良好的保
护措施使地梁免受雨水的冲刷，降低了因长期处于润
湿状态而导致的腐朽风险。然而，建筑师担心木质地
梁季节性的干缩和湿胀可能会让整座房子难以保持水
平程度。

         得益于木材杰出的稳定性，Accoya固雅木为这
所住宅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为了确定Accoya固
雅木的结构特性，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测试程序，
测试获得的大部分数据对本手册中的数据都有帮助。

建筑设计 
Neil Sutherland 
Architects

项目所在地 
苏格兰高地
Stitenham, 
Ardross

竣工日期 
J2012年6月

在其他部位的应用

       Accoya固雅木的优势是，以前由于存在腐朽
和尺寸变化的风险，一些户外应用场合不能使用
木材，Accoya固雅木的出现为木材在这些户外环
境的使用提供了可能性。

         一个明显的应用场合是作为外部柱子支撑木
构架顶盖的边缘。传统上，这些地方最佳的材料
选择是采用钢材建造。木柱需要一个足够大而悬
垂的端头以保持木柱底部的干燥，并且从细节上
保证木柱和钢基之间不会有水汽积聚，而这往往
会导致细节的处理存在视觉上的尴尬。Accoya固
雅木为建筑设计提供了更广泛的，具有深远意义
的可能性 –将令人尴尬的建筑细节装在木制框架
中，和木柱相连，并保持柱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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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灯柱
美国Biltmore餐厅前Accoya固雅木展现自然混搭风

应用场景

         亚利桑那州Biltmore的高档消费地区，Hillstone餐
饮集团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全新概念的Hillstone餐厅，
餐厅的设计主旨是融合室内外的消费体验。餐厅设计
刻意体现高尚感和休闲感，采用可移动玻璃墙，坐在
餐厅中就可以将西南方向的自然美景尽收眼底，餐厅
的室内外装修均采用天然材料混搭，包括石材，铜和
木材。

解决方案

         室内和室外的过渡地段设计和使用的材料是经过
精心甄选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了可持续发
展的材料，并获得了LEED认证。餐厅设计将天然户
外建材，例如Accoya固雅木，和可移动墙面和节能窗
系统等独特的室内元素相结合。

“我们欣赏Accoya固雅木的
持久耐用，稳定性和它与众
不同的审美情趣

”Dan Kohnen,  
Structura公司主席

制造商 
Structura

经销商 
Universal Forest 
Products

项目所在地 
美国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Biltmore 

竣工日期 
2010年12月

使用结果 

         在这种经常被忽视的应用中，设计团队自始至
终把握住餐厅的定位，Accoya固雅木的使用为整
个餐厅营造了自然的外观和舒适的氛围。Accoya
固雅木是一种持久耐用，让人感觉愉悦的材料，将
餐厅内的优雅环境和室外西南面自然美景融为一
体。 “我从没见过路灯灯杆也可以如此优雅”，高级
项目建筑师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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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墙板，户外地板和结构樑
Accoya固雅木用于英国霍宁一座设计精致的可持续发展的房屋

应用场景

         位于诺福克郡霍宁的码头项目是绿色建筑发展
趋势的完美例证。全新的房屋和船屋设计得别致优
雅，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为霍宁这个风景如画的河边
村庄添加了完美的一笔。

解决方案

       Accoya固雅木由国际木业有限公司提供，用于
户外墙板，户外甲板和屏栅。建筑师Lambert，Scott
和Innes为体现设计的现代感，用弯曲胶合层积材组
成了一个独特的后视景观；受到诺福克郡海洋特征的
影响，木屋的设计类似于传统的木船建筑。Accoya
固雅木屏栅是在荷兰由Newham & Abel Ltd.公司生
产制造的，表面涂有merbau – WoodGuard Color 
PRO。户外墙板使用了同样的涂料。房屋的入口处
位于地面以上1.3米处，以避免该地区经常发生的洪
水淹没灾害。

建筑设计 
Lambert, Scott 
and Innes

经销商 
International 
Timber

弯曲屏栅  
制造商 
Newham & Abel 
Ltd

项目所在地 
英国诺福克
郡霍宁

竣工日期 
2011年

         这个与众不同的船屋的外立面全部用Accoya
固雅木覆盖，为河畔建筑增添了又一道风景。它在
设计时就明确立于水位之上，并且可以让洪水安全
地通过。在任何天气条件下，这栋房屋都是船只安
全存放的完美场所。

使用结果

         这个码头项目展示了Accoya固雅木的多功能
性，极致的耐久性和结构应用特性，特别是在这
种非常规环境中，Accoya固雅木的美丽质感和应
用多样性使这个独特的设计实用又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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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雕塑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Accoya固雅木展示艺术和雕塑之美

应用场景

       Odeaubois（雕塑）和ACT照明设计（照明和透
视）创建了OVO，一个具有感应照明的透视艺术装
置，将正能量集中，放大和扩散。2011年3月31
日，OVO的首个永久性装置安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的MARMARA FORUM，向公众展示。

解决方案

         设计师想要寻找一种可以满足他们设计的，具有
环保责任的木材，选择Accoya固雅木就是因为
Accoya固雅木获得了PEFC和FSC认证，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森林管理责任要求。

使用结果

       Accoya固雅木的木结构由356片木片用隐蔽螺栓
固定连接而成。游客第一眼看到就是一个蛋形建筑装
置，然后会发现参观入口，走进装置的中心。

“秉承对生态的强烈爱好和对木材这
种材料的真爱，OVO的外壳全部使
用了Accoya固雅木。我们需要一种
简单的，天然和耐久材料来实现我
们的创意，Accoya固雅木完全实现
了我们的设计初衷

”Mostafa Hadi 和 Pol Marchandise,  
Odeaubois的艺术家和雕塑家

客户 
Act lighting De-
sign & Odeaubois

雕塑
Mostafa Hadi 和 
Pol Marchandise

建筑设计 
Tabanlıoglu 
Mimarlık建筑，
由Multi的室内
建筑师主创；T
+T设计 

经销商 
Van Steenberge, 
Belgium

项目所在地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竣工日期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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