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加拿大是木材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加拿大的铁杉－冷杉、花旗松、西部
红柏、云杉、黄柏、ＳＰＦ等锯材在国内的工厂加工和建筑中已经被广泛应用，
为了让国内加工厂、木材经销商、建造商等更多地了解加拿大针叶木锯材，促
进针叶木锯材的销售和应用，加拿大木业协会（Ｃａｎａｄａ Ｗｏｏｄ）经过几个月的筹
划、编写、翻译、校审、定稿，继《加拿大针叶木锯材分级培训手册》出版后
我们又出版了此本《加拿大针叶木锯材分级规则详解》，希望对中国的业内人
士有所帮助。

加拿大锯材分级中，使用很多中国木材分级中没有的名词和术语。在翻译
校对过程中，与 ＂锯材检验国家标准（ＧＢ／Ｔ ４８２２－１９９９）＂ 和 ＂锯材缺陷国家标
准（ＧＢ／Ｔ ４８２３－１９９９）＂ 进行了对比。对于含义与国标中已有名词相同者，尽量
采用国标中已有名词；对于国标中已有名词不适用、或与加拿大定义不同、或
国标中没有对应名词者，采用新译名词。新译名词力求简单明确。衷心希望业
内人士在使用本手册过程中，提出改进意见。

储斌豪
中国区项目总监
加拿大木业协会

Introduction to Canada Wood
加拿大木业协会介绍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ｏｏｄ ｉｓ ａ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加拿大木业协会是一家在加拿大注册、在海外代表加拿大林业的非营利
机构。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ｏｏｄ ｉ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Ｗ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加拿大木业协会是由一些著名的加拿大木材产品和木材技术机构所组
成，为支持木制品和木建筑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而共同努力。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ｏｏ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ｕｅｂｅｃ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加拿大木业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卑诗省省政府、魁北克
省省政府和加拿大林木工业界。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ｏｏｄ ｈａｓ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ｉｒ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加拿大木业协会在上海和北京设有办事处，正与几家中国政府机构 —
包括建设部、公安部消防局及上海建筑管理委员会 — 紧密合作。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ｏｏｄ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ｅｄ Ｍ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加拿大木业协会也和如中国林业科学院和同济大学等学术机构签定了备
忘录。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 ｎｏｔ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 ｕｓ ｉｆ ｙｏｕ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ｉｎｆｏ＠ｃａｎａｄａｗｏｏｄ． ｃｎ ｏｒ ｖｉｓｉｔ ｏｕ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ｔ ｗｗｗ．ｃａｎａｄａｗｏｏｄ．ｃｎ．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资料，请用电子邮件 ｉｎｆｏ＠ｃａｎａｄａｗｏｏｄ．ｃｎ 与我们
联系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 ｗｗｗ．ｃａｎａｄａｗｏｏｄ．ｃｎ。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PRODUCTION
加拿大针叶树锯材产量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年各地区针叶树锯材产量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ａｒｄ Ｆｅｅｔ （百万板尺）
Ｔｏｔａｌ ｆｏｒ Ｃａｎａｄａ 全加拿大： ３３，５７５ ＭＭＦＢＭ （百万板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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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COMMERCIAL
WOOD SPECIES OF BRITISH COLUMBIA
卑诗省商用木材树种介绍

Lumber Identification
锯材鉴别

Wood Properties and End Uses
木材性状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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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 SPECIES
沿岸树种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花旗松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ｐｉｔｃｈ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显著特征：心材和边材颜色对比鲜明，有树脂（树脂囊和树脂管），
晚材明显。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ｉｓ ａ ｈｅａｖｙ， ｄ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ａｒｄ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ｃａｎ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ｖｅｒｙ 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 ｔｏ 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花旗松是一种沉重、致密、而且相当坚硬的针叶材。生长率（端头
每英寸年轮数）可以从非常细密到非常粗宽（速生）不等。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ｒｅｄｄｉｓｈ ／ ｂｒｏｗｎ ｃｏｌｏｒ． Ｉｆ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ｍａｙ ｂｅ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ｄｅｅｐ ｐｕｒｐｌ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ａ ｌｉｇｈｔ
ｃｒｅａｍｙ ｃｏｌｏｒ．
心材通常为特征性的红色或棕色。如果有心材变色出现，心材可
能呈深棕至深紫色（与普通心材很容易区分）。边材为淡奶色。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在表面和端头，晚材和早材的颜色对比非常明显。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ｉｓ ａ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ｂｅ ｓｅ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ｐｉｅｃｅ （ｒｅｓ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ｓ ｌｉｇｈｔ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４＂ ｔｏ １＂ ｌｏｎｇ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ｒｕ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花旗松属有脂类树种，在平纹木材表面通常可见树脂管（树脂管
呈浅棕色），大约为１／４英寸至 １英寸长或更长，在木纤维的纹路
内延展。
Ｉｆ ｐｉｔｃｈ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ｌｉｓｔｅｒｓ） ｅｘｉｓ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ａ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ｉｃｋ ｄａｒｋ ａｍｂｅ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ｐ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ｄ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ｒａｒｅｌｙ ｈａｓ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如果存在树脂囊（与包状突起物不同），它们通常长而窄，充满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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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深琥珀色液状树脂。树脂最终会干燥、结晶为白色。花旗松很
少有树皮囊（仅偶尔可能在节疤周围出现）。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ｈａ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ｓｍｅｌｌ．
花旗松具有相当浓的树脂气味。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ｅｅ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偶尔，在一些木材上会出现小的绿色矿物线。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ｉ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ｔ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ｆｉｂｅｒｓ．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ｂｅ
ｅｎｃ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ｒ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ｔｃｈ．
如果有白斑朽，会沿着纤维条纹以小的、很白的坑痕出现。节疤如
果不是连生节，会被干燥白色树脂环绕。
Ｓｈａｋｅ， ｉ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ｉｔｃｈ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
如果有轮裂，通常充满树脂（晶体或液体）。

沿岸树种 COASTAL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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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ｉｔ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ｉｓ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花旗松令人满意的物理性状及众多的供货等级使得它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再加工行业中。所有花
旗松锯材均按照相应的国内或国外分级规则的要求进行加工、分级和分类。花旗松通常可以按如
下加拿大等级供货：（见右图表）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ａ ｗｉｄｅ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ｉｍｂｅｒ， ｗｅｌｌ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ｂ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ｔｉｍｂ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ｐｉｌｉｎｇｓ，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ｉｅｓ， ｓａｗｍ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Ａ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ｏｎ 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ｉｆ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ｗｏｏｄ．
花旗松具有多种用途。它被广泛用作结构材，尤其是用作结构部件和重型木建筑中时，更是受到
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人员的高度肯定。它还被广泛用于打桩、铁路枕木、工厂和仓库建筑、以及
多种其它对结构性能要求极高的场合。无论作为轻型或重型建筑的框架材料，花旗松都是一种牢
固、坚硬、稳定的木材。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ｓ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ｇｌｕ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ｕｅｄ－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ｅａｍｓ ｆｏｒ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ｒｅｎａｓ， ｐｏｏｌｓ，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
由于花旗松的高强度和良好的胶合能力，它被广泛用于层积胶合梁的制造。这类胶合梁被用于诸如
体育馆、游泳池、教堂和超市等建筑结构中。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ｙ－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ｄｏｏｒ ｆｒａｍｅｓ，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ｓ， ｃａｂｉ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ａｄｄ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花旗松的外观和易于加工的特性也使得它很适合用于制作窗框、门框、装饰条、橱柜及其它木制
品。它的硬度和强度使得它具有尺寸稳定性。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ａｎｋｓ， ｖａ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ｉｍ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由于花旗松具有较好的抗腐蚀能力和结构性能，工业容器槽、储存罐等容器物也是它的重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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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Ｍ－ＦＩＲ （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Ｆｉｒ Ｏｎｌｙ）
铁杉－冷杉 （Ｎ） （仅限西部铁杉和太平洋银冷杉）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ｇｈｔ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ｂｌａｃｋ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ｎｏ ｒｅｓ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 ｏｄｏｒ ｗ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显著特征：均匀的浅色，紫色／黑色矿物线，矿物囊和树皮囊，无树
脂，湿材时有酸性气味。
Ｈｅｍ－Ｆｉｒ ｃａｎ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ｖｅｒｙ ｈｅａｖ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ｔ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ｔｏ ｑｕｉｔ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Ｆｉｒ．
铁杉－冷杉树种组合的比重变化较大，如西部铁杉的湿材（尤其是
含边材的锯材）非常沉重，而太平洋银冷杉心材的锯材则较轻。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ｉｓ ａ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ｍｉｌｋｙ ｂｒｏｗ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颜色均匀，为奶黄色，有时铁杉呈浅紫色而太平洋银冷杉颜色较
浅。两树种的边材和心材在颜色上几乎没有差别。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在端头或表面，早材和晚材的颜色几乎没有差别。
Ｈｅｍ－Ｆｉｒ ｈａｓ ａ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ｓｏｕｒ ｓｍｅｌｌ ｗｈｅｎ ｗｅ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ｏｄｏｒｌ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ｅｄ．
铁杉－冷杉潮湿时有轻微酸性气味，干燥后几乎无气味。
Ｈｅｍ－Ｆｉｒ ｉｓ ｎｏｎ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ｎｏ ｒｅｓ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ｂｕｔ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ｒａｒｅ ｃａｓｅ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ｉｔｃｈ ｐｏｃｋｅｔ ｍａｙ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ｐｉｅ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ａ ｌｉｇｈｔｌ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ｔｏ
ａ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ａｒ－ｄｒｏｐ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Ｆｉｒ．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ａｎ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铁杉－冷杉为无树脂树种（无树脂管），在非常罕见的情形下可能有
小树脂囊出现。树皮囊较常见，许多锯材中包含为数众多的非常
小的貌似树皮囊的囊状物。它们在铁杉中只有隐约可见的开口，
而在太平洋银冷杉中以泪滴状形式出现。这些被称为矿物囊，对
它们的限制与对树皮囊的限制不同。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Ｈｅｍ－Ｆｉｒ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ｐｕｒｐｌｅ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ｏｒ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ｕｒｐｌ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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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ｍ－Ｆｉ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ａｓ ａ ｄａｒｋ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铁杉－冷杉锯材通常有紫色窄条痕或单条紫色木纹（这些痕迹可能是
铁杉－冷杉树种组合最显著的特征）。这些就是所谓的矿物线，或在
后一种情形下又被称为深色木纹，在这一树种组合中，这些特征不
是异常现象。
Ｋｎｏｔｓ ｉ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ａｒｋ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ａｉｎｔ ｐｕｒｐｌｅ
ｈｕｅ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ｔｏ ａ ｐａ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ｂｒｏｗｎ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Ｋｎｏｔｓ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ｂ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ｂａｒｋ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ｂｌａｃｋ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ｂｌａｃｋ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ｄ ｏｕｔ ｂｕｔ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ａ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ｂａｒｋ）．
如果是连生节，通常颜色较深，有时带有浅紫色（铁杉）、有时稍带
浅棕色（银冷杉）色调。如果不是连生节，通常被树皮环绕，颜色可
能为深棕色至黑色。（这些黑色的节疤可能呈腐朽的颗粒状，容易
被刮出，通常这些颗粒为一层树皮）。
Ｔｈｅ ｐｉｔｓ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ｉｎ Ｈｅｍ－Ｆｉｒ （Ｎ）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
ｌｉｇｈｔ ｂｒｏｗ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铁杉－冷杉的白斑朽和蜂窝朽的斑孔通常呈浅棕色，其它树种通常
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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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Ｈｅｍ－Ｆｉｒ＇ｓ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ｉｔ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Ｈｅｍ－
Ｆｉ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Ｈｅｍ－Ｆｉｒ ｉｓ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铁杉－冷杉令人满意的物理性状及众多的供货等级使得它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再加工行业中。所
有铁杉－冷杉锯材均按照相应的国内或国外分级规则的要求进行加工、分级和分类。铁杉－冷杉通
常可以按如下加拿大等级供货：（见右图表）
Ｈｅｍ－Ｆｉｒ ｈ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ｓ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ｇｏｏ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ｙ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ａｎｄ ｉｓ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由于拥有良好的强度、外观和加工性能，铁杉－冷杉具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在建筑项目中，它可以
与花旗松替换使用，它在轻型或重型建筑中的表现都令人满意。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ｍａｋｅ ｉｔ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ｉｔｅｍｓ． Ｉｔ ｉ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ａ ｍａｊｏ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ｕ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ｔｏｎｅ， 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铁杉－冷杉的物理和外观特性使得它很适合于再加工，如用于制造多种木制品。由于它独特的色
调、光泽和硬度，用它制作的装饰板非常具有吸引力。
Ｈｅｍ－Ｆｉｒ＇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ｋｅ ｉｔ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ｓ ｅａｓｙ
ｔｒ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ｏｏ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ｗｅｌｌ
ｔｏ ｆｉｒ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ｅｍ－Ｆｉｒ ｉ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ｓ．
铁杉－冷杉的外观和易于表面加工的特性也使得它很适合用于商用设施。它易于被化学处理，因
而被广泛用作防腐处理的木材。它对阻燃处理剂吸收良好，因而常被指定用于如剧场、大型购物
中心等公共场所的内墙板。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ｋｅ ｉ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ｏｏｒｓ． 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ｔｅｐ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ｓ， ｌｏｕｖｅｒｅｄ ｃｕｐｂｏａｒｄｓ， ｋｉｔｃｈｅｎ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 ｄｏｏｒｓ．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ｍ－Ｆｉ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ｃｌｅａｎ ｅ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ｔａｋｅｓ ｈｅａｖｙ ｗｅａ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 ｉ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ｕ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 ｍａｋｅ ｉｔ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ｇｅｒ－ｊｏ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ｇｅ－ｇｌｕｅ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该树种易于加工和表面处理的特性、以及它在使用中表现出的强度和稳定性，使得它很适合于制
造窗户、梯子和门。它既可用做家用阶梯形式梯子，也可用作工业伸缩式梯子，同时也可用作装
饰条、百叶橱柜、厨房门及装饰性外门。用铁杉－冷杉制成的木制品通常具有通直、边角整齐、
轮廓精确的特点。这些特性，加之该木材耐磨而不损坏的特点，使得它很适合被用于处于持续使
用状态的场合，如家具、楼梯等场合。对于用于生产装饰部件的指接材，铁杉－冷杉的均匀性、
纹理和色彩使得它成为的常用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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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锡特加云杉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ｌｏｒ， ｂｅａｒｄ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ｓｈｅｅｎ， ｐｉｎｋ ｃｏｌｏｒ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 ｆｉｂｅｒｓ，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显著特征：浅色，胡须状节疤，有光泽，粉红色条痕，木纤维非常
长，有树脂。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ｙ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ｗｈｉｔ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ｏｆ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ｆａｉｎｔ ｐｉｎｋ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ｈａｓ ａ ｓｈｉｎ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ｓｈｅｅｎ．
锡特加云杉是一种强度高但相对重量轻的树种。呈白色通常带有
浅粉红色条痕，特别是在节疤周围。锡特加云杉呈有光泽的外
观。在适当的光线条件下，光泽明显。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ｓｅ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ｗｈｉｔｅ 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ｓ．
Ｗ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ｈａｓ ａ ｌｉｇｈｔ ｓｐｉｃｙ ｓｍｅｌｌ ｂｕｔ ｉ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ｏｄｏｒｌ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ｄｒｙ．
锡特加云杉分泌树脂。树脂管仅在理想条件下可见，呈小的白色条
痕。潮湿时，锡特加云杉有轻微辛辣气味，干燥时几乎无气味。
Ｐｉｔｃｈ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ａｎｄ Ｐ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ｅｒｙ ｔｈｉｃｋ ｔｏ ａｌｍｏｓｔ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ｒｅａｍｙ
ｗｈｉｔ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如果有树脂囊出现，会比比花旗松和松树的树脂囊短而宽，树脂非
常浓，几乎成固态，颜色呈奶白色。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ｌｉｇｈｔ ｔａｎ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ｃａｓ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ｗｉｌｌ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 ａ ｒ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ｔｃｈ． Ａ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ｓｏｍｅ ｋｎｏ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ａ ｂｅａｒｄ ｏｒ ｅｙｅ）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ｌｉｋｅ ｗｈｉｓｋｅｒｓ ｔｒａｉｌ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锡特加云杉的节疤常为浅褐色，直径可以很大。包裹节通常有一
圈白树脂环绕。锡特加云杉有一独特特征，即在有些节疤周围，
出现木纹变形和变色（通常被称为胡须或眼睛），象连鬓胡须一样
在节疤两边逐渐消失。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ｄｒｙ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ｒｅ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ｓｈａｔｔｅｒ／ｃｒａｃｋ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与其它树种相比，干燥锡特加云杉锯材的节疤更易破碎／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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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ｃｏａ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ｆ
ａ ｓｔｒａｎｄ ｏｆ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ｌｉｆ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ｒｕｎ ｆｏｒ ａ ｆｏｏｔ ｏｒ ｍｏｒ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ｆｕｚｚｙ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在所有沿海树种中，锡特加云杉的木纤维最长。如果剔起一束木
纤维，通常能抽出一英尺或更长。偶尔，刨光的锯材表面呈绒毛
状，特别是在边缘，这是由于该树种的长纤维所致。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早材和晚材几乎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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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ｉｔ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锡特加云杉令人满意的物理性状及众多的供货等级使得它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再加工行业中。所
有锡特加云杉锯材均按照相应的国内或国外分级规则的要求进行加工、分级和分类。锡特加云杉
通常可以按如下加拿大等级供货：（见右图表）
Ｓｐｒｕｃｅ ｇａｉｎ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ｆａｍｅ ａｓ 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ｂｏａ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ｗ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ｇｌｉ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ｓ，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ｓｏｕｇｈｔ－ａｆｔｅｒ ｂｏａ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ａｓｔｓ， ｓｐ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 ｆｒｏｍ ｓｈｅｌｌｓ ｔｏ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ｙａｃｈ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ｄｄｉｎｇ ｕｎｄｕ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ｔ ｉｓ ｉｄｅａｌｌｙ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ｄｄ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ｎｇ ｏａｒｓ．
云杉有很高的强度／重量比和抗冲击能力，因此它曾被大量用做飞机和帆船的制作材料，并由此而
赢得声誉。除了用于滑翔机以外，锡特加云杉已不再被用于飞机制造，但它依然是制造帆船桅杆、
帆杆及结构框架的上佳材料。由于它强度高、不增加不必要的重量，仍被广泛使用在从轻型赛艇到
多人赛艇的各种赛艇制造中。它的材质对于橹和桨最为理想，所以被认为是赛艇桨的首选材料。
Ｉ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ｍａｋｅ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ｏｐ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ｗ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ｌａｄｄ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ｎｃ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ｄ，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ｒａｉｌｓ ｒｅｔ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ｃｅｌｓ ａｓ ａ ｗｏｏｄ ｆｏｒ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锡特加云杉的高强度、低重量和超常的弹性使得它成为全世界制造梯子的最佳材料。一经制成，
锡特加云杉梯子会始终保持其形态。在对材料强度、重量和弹性有高要求的场合，如在脚手架等
工业用途中，它也大大优于其它木材。
Ｉｔｓ ｇｏｏ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ｍａｋｅ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ｗｏｒｋ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ｇｌｕｅ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ｏｎ ａ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ｗｏｏ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ｖａｌｕ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ｌｏｎｇ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ｓ，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ｇｌｕ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由于具有易于加工的特点，锡特加云杉被认为特别适合于制作内装饰材料和推拉屏等特殊木制
品。它的表面加工性能和着胶性能良好，因而可以对它进行多种多样的加工。鉴于锡特加云杉具
有很长的木材纤维、优异的共鸣性能、良好的尺寸稳定性和胶合能力，它也是制造高级乐器音板
的宝贵材料。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ｈａｓ ａ ｆｉｎ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ｏｄ ｉ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在应用于民用木建筑的结构框架上，锡特加云杉也有良好的声誉，它同时也被用于很多装饰用
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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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ｌｙ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ｌｉｖｅｒ ｏｒ ｓｐｌｉｎｔｅｒ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ｔａｄｉｕｍ ｓｅａｔｓ．
由于能经受风雨，且风化均匀，不会出现起片和碎裂情况，锡特加云杉也经常被用于户外体育馆的
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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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西部红柏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ｒｋ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ａｒｏｍａ，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ｃｋ，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显著特征：深色，色彩多变，有气味，会出现袋状朽，重量非常轻。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ｙ ｓｏｆｔ， ｆｉｎ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ｙ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ｄｄ ｐｉｅ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ｖｅｒｙ ｈｅａｖｙ ｗ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西部红柏通常是一种非常轻、软、质地细腻的树种，但是偶尔也
会碰到一块纹理很粗的锯材或潮湿时非常重的锯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ｒ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ｆｒｏｍ ａ ｌｉｇｈ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ｈａ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ｄ－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ａ ｄａｒｋ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ｂｒｏｗｎ．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ｔｏ ｆｉｎｄ ｂｏｔｈ ｃｏｌｏｒ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ｋ 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ｂａｎｄ， ｃｒｅａｍｙ
ｗｈｉｔ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西部红柏的心材在颜色上从暗浅草色到暗红棕色、再到巧克力褐
色不等。在同一件锯材上不难找到有两种极端颜色的条纹。西部
红柏的边材呈窄带状，奶白色，边材和心材的分界线非常明显。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ｃｉｎｎａｍｏｎ－ｌｉｋｅ ａｒｏｍａ ｔ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ｉｔｓ ｍｏｓ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西部红柏有浓烈、怡人、类似肉桂的气味，这可能是其最显著的
特征。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ｂ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ｂａｒｋ．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ｎｏｔ
ａ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ｏ ｐｉｔｃｈ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ｆｏｕｎｄ．
西部红柏存在树皮囊，非连生的节疤则通常被树皮包裹。西部红
柏为不含树脂的树种，因此其锯材中看不到树脂。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Ｓｏｆｔ ｋｎｏｔｓ ｗｉｌｌ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Ｃｅｄａｒ．
节疤的颜色通常为深棕色，会出现软节（腐朽节）。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ｓ ｖｅｒ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ｔｓ． Ｗｈｅ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ｔｈｅｓｅ ｐｉｔｓ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ｂｅ ｗｅｌ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ｂｕｔ ｅａｃｈ ｐ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１＂ ｔｏ ３＂ ｌｏｎｇ．
白斑朽常以非常白的斑孔出现。当发展至蜂窝朽阶段时，斑孔即
完全分离，单个斑孔的长度可达１英寸至 ３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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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ｄｅｃａ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ｄａｒ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Ｐｅｃｋ，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ｓ
ｗｅ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ｏｆ ａ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ｒｏｔ． Ｔｈ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ｔａｋｅ ｏｎ ａ ｃｕｂｅ－
ｌｉｋ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ｃｒｕｍｂｌ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袋状朽，一种只在柏木中出现的腐朽，以轮廓分明的深棕色腐朽
囊的形式出现。木纤维会变成小方块状，在指力作用下会很容易
溃散。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ｒｅ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ｓｈｏｗ ｂａ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ｄｄｉｓｈ
ｔｏ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ａｉ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ｌ．
西部红柏与铁起反应，在工厂接触钢质传送带时，表面常会出现
红色条纹至深棕色表面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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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ｉｚ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ｋ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西部红柏的密度、强度和坚度不如其它沿岸针叶材，因此除了以大尺寸用做外露的梁、柱（这些
部位通常对尺寸稳定性和外观有重要要求）之外，它很少被用于结构方面。原木中有节的部位也
通常不会加工为结构等级，而是加工成外墙板和露台板的特殊产品。西部红柏通常可以按如下加
拿大等级供货：（见右图表）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ｉ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ｗｉｄｅ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ｗ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ｅｄａｒ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ｆｏｒ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ｃｋｓ， ｐｌａｎｔｅｒｓ， ｆｅｎｃｅｓ，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ｇａｒｄｅｎ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ｈｅ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ｉｄｉｎｇ， ｒｏｏｆ ｔｉ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ａｎｄ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ｉｔｅｍｓ．
美观和耐久是西部红柏最明显的两个特点，并使得西部红柏成为在全球的家居设计中被使用得最
为广泛的木材之一。西部红柏适宜用于对木材的尺寸稳定性、自然耐久性和外观有要求的场合。
讲究材料视觉连贯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经常将西部红柏用在户外景观的下列元素中：露台、植
物槽（桶）、栅栏、隔屏、庭园家具和庭园小木房，以及如外墙板、屋瓦、内墙板、天花板、门、
窗，以及其它多种木制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ｆｅｎｃ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ｔ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ｎ ａｄｄ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ｕｓｅ ｉｔｓ ｕ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
西部红柏很适宜用于露台和栅栏。轻而稳定的特点使得它很易于加工，而且具有自然抗风雨侵蚀的
能力。卓越的绝缘能力是它的另一优点，用它做外墙挂板时，既实用有美观。
Ｉｔ＇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ｎ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ｉｄ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ｔｒｉｍ ａｎｄ ｆａｓｃｉ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ｉｓ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西部红柏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优点是，它具有良好的吸收油漆和着色剂的能力，可以做成多种装饰效
果，因而是很受欢迎的外墙板、房屋装饰和屋面板的材料。该木材对民居、商业和机关用建筑都同
样适用。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ｕ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ｄ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ｏ ａｎｙ ａｒｅａ．
用作内墙板时，西部红柏富于韵律和质感的特点可以为任何场所增加自然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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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ａｒｅ ｍａｊｏｒ ｅｎｄ 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门和窗是西部红柏的主要用途之一，主要利用的是该木材的抗侵蚀能力、稳定性、使用寿命和卓
越的加工性能。

沿岸树种 COASTAL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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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ＣＹＰＲＥＳＳ）
黄柏（柏木）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ｒｉｇｈ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ｏｌｏ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ｕｎｇｅｎｔ
ｏｄｏｒ， 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ｐｅｃｋ， ｎｏ ｒｅｓｉｎ．
显著特征：浅黄至明黄色，有浓烈的辛辣气味，纹理细致，可能包
含袋状朽，无树脂。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ｄｅｎｓｅ， 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ｅａｖ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ｇｈ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ｔｏ ｂｒｉｇｈ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Ｎ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黄柏是一种木纹非常细腻、致密、坚硬和相对较重的树种。颜色
从浅黄至明黄不等。边材和心材无区别。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ｕｎｇｅｎｔ ｏｄ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ｂｕ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ｆａｉｎｔ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ａｓｏｎｅｄ ｐｉｅｃｅｓ．
黄柏的湿材具有浓烈的辛辣气味，但在干燥锯材中只是隐约可闻。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ａ ｎｏｎ－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ｏ ｎｏ ｐｉｔ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ｕｎｄ．
黄柏是一种不分泌树脂的树种，因此没有树脂。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由于木纹非常细腻、边材和心材无区别，黄柏的年轮通常不易
分辨。
Ｋｎｏ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ａ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节疤的颜色呈浅黄色，与西部红柏一样常有软节（腐朽节）。
Ｓｏｍ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ｇｒｅｙ 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ｂｌａｃｋ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ｏｆ ｓｔａｉｎ．
一些锯材有黑色、灰色或紫黑的变色条纹。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ｒｅ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ｓｈｏｗ ｂａ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ｄｄｉｓｈ ｔｏ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ｍａｒｋ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ｌ．
黄柏与铁起反应，在工厂接触钢质传送带时，表面常出现红色条
纹至深棕色表面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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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ｕ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ｍｉｌｌ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ｏａ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黄柏令人满意的物理性状及众多的供货等级使得它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应用在再加工、木制品、
建筑装饰木制品、造艇行业中。所有黄柏锯材均按照相应的国内或国外分级规则的要求进行加
工、分级和分类。黄柏通常可以按如下加拿大等级供货：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ｍａｋｅ ｉ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ｐｅ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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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ｄｏｗｓ，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ｉｎ ｂｏｔｈ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ｃｒａｆｔｓｍｅｎ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ｓｈｒ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ｖ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ａｄｄｓ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黄柏性状独特、易于加工，适合用于所有对质量、外观、天然耐久性、稳定性有高要求的各类木
制品。这种木材的强度、稳定性、均匀的颜色、优良的表面加工性能使它适合于民用和商用建筑
的门、窗、装饰板、和其它细木工制品。高等级的黄柏常被木工们用作庙宇、圣殿和雕刻。黄柏
的稀缺性更增加了它的珍贵。
Ｉｎ ｂｏａ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ｈａｓ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ｓｅ ｄ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 ｃｒａｆｔ ｆｒｏｍ ｒａｃｉｎｇ ｓｈｅｌｌｓ ｔｏ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ｃｒｕｉｓ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ｔｗｉｓ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ｍａｋｅ ｉｔ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ｄｄｌｅｓ．
黄柏在船艇制造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西海岸印第安原住民漫长的历史中。今天，黄柏的耐
久性、优良的结构性能和抗侵蚀能力，使得它成为制造从轻型赛艇到休闲游轮（海水或淡水）的珍贵
材料。该木材高强度、不扭曲、易加工的特点也很适于制造划桨。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ａｒｅ ｉｄｅａｌ ｆｏｒ 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ｐａｔｉｏ ｄｅｃｋｉｎｇ， ｓｉｌｌ ｐｌａｔｅｓ， ｓｔ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ｒ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ｏｏｄ ｉｓ ｕｎ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Ｉ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ｗｅ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ｔｏ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ｌｏａ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ｓ ｏｒ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ｓｍｏｏｔｈ－ｗ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ｌｉｆｅ ｉ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在材料强度和天然耐久性很重要的场合，使用结构等级的黄柏锯材非常理想。它通常用于户外用
途，如桥梁、院子、露台、天井、窗台板、门槛等。它常被用于环境敏感的、不适合使用化学处
理木材的场合，如水库、跨越河川的铁路枕木等。它的强度、硬度、稳定性、耐久性和优越的抗
摩擦能力使它能够承受交通和负荷的影响而不会劈裂或被磨蚀成垄状。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 ｉ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ａｎｋｓ， ｆｌｕ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由于黄柏的抗腐朽和抗腐蚀能力，在工业中，它也被用于制造储液罐、液体槽和化学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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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西部白松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ｒｋ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ａｒｏｍａ，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ｃｋ，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显著特征：深色，色彩多变，有气味，会出现袋状朽，重量非
常轻。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ｉｔｓ ｎ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ｗｏｏｄ，
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ｅｄ ｔｅｘｔｕｒｅ．
显著特征：其名称来自于它浅色的木材，纹理细致，质地均匀。
Ｃｒｅａｍｙ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ｌｉｇｈｔ ｓｔｒａｗ ｂｒｏｗｎ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ｄａｒｋｅｎｓ ｕｐ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奶白至浅草棕色心材。心材暴露于阳光后颜色变深。
Ａｌｍｏｓｔ ｗｈｉｔ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 ｗｉｄｔｈ．
边材几乎呈白色。边材宽度窄至中等。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ｄ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ｄｄｉｓｈ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ｉｎ
ｃｏｌｏｒ．
节疤为数众多，通常颜色较深。在颜色上，节疤呈红色，但是节疤
的内核部分倾向于颜色较浅。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ｖｅｎ．
纹理通常平直、均匀。
Ａ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ｗｉｔｈ ａ ｓｗｅｅｔ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ｃｉｎｎａｍｏｎ－ｌｉｋｅ
ｓｍｅｌｌ．
含树脂树种，发出有甜味、类似肉桂气味的芳香。
Ｗｏｏｄ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ｖｅｒ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ｗａｘｙ ｔｏ ｓｔｉｃｋ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具有非常明显、可见的树脂管，导致表面摸上去有一种蜡状、粘稠
的感觉。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ｃｏａｒｓ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ｔｅｎｄ ｔｏ ｓｐｌｉｔ ｏｒ ｓｐｌｉｎｔｅｒ．
质地通常为中等到粗糙，不易劈裂或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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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ｓ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ｎｅｓｓ， ｍａｋｅ ｉ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ｕｓｅ ｉｎ ｓｈｅｌｖｉｎｇ，
ｗｏｏｄ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ｐｉｎｅ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ｏｄａ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ｈａ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ｓｗｅｅｔ ａｒｏｍａ
（ｃｉｎｎａｍｏｎ－ｌｉｋｅ） ａｎｄ ａ ｓｍｏｏｔｈ ｗａｘｙ ｆｉｎｉｓｈ，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ｎｄ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西部白松令人愉快的外观和柔软的材性使它特别适合用于搁架板、木质内墙板和家具的制造。今
天，西部白松是加拿大用于制造内墙板和高档松木家具最普遍的松木树种。西部白松的天然、肉
桂般的香甜气味和光滑的腊质外表，使它特别适合这类用途。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ｎ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ｕｎ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ｉｎ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Ｐ－Ｆ （Ｓｐｒｕｃｅ， Ｐｉｎｅ， Ｆｉ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ａ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Ｓ－Ｐ－Ｆ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ｍａｙ ｂ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ｔｅｍｓ．
由于相对柔软和密度较低，它通常不适合用于结构方面。这一类型的松木不容许出现在Ｓ－Ｐ－Ｆ树种
组合中。然而，作为Ｓ－Ｐ－Ｆ树种组合砍伐时的附产品，西部白松可能也会被采伐、并被混入到规格
材产品中去。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ｔｒｅｅｓ ｃａｎ ｇｒｏｗ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ｉｌｌ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ｄ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ｂｏ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ｈｅｌｖｉｎｇ ｅｔｃ．
西部白松可生长至相当大的直径，因此可以产出相当宽的锯材和板材，进而用于搁架板等的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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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ｉｓ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西部白松通常可以按如下加拿大等级供货：

沿岸树种 COASTAL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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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Ａ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沿岸树种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锯材鉴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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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树种
COASTAL
SPECIES
沿岸树种
COASTAL
SPECIES

INTERIOR SPECIES
内陆树种
ＳＰＲＵＣＥ－ＰＩＮＥ－ＦＩＲ （Ｓ－Ｐ－Ｆ）
云杉－松木－冷杉 （Ｓ－Ｐ－Ｆ）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Ｌｏｄｇｅｐｏｌｅ 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ｐｉｎｅ Ｆｉ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Ｆ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白云杉、扭叶松和高山冷杉，这三个针叶树种是构成Ｓ－Ｐ－Ｆ树种组合的主要针叶树种，它们具有
许多共同的性状和相同的产地。
Ａｌｌ ｙｉｅｌｄ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ｓ．
它们都产出节疤相对较小、健全紧固节的高等级锯材。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ｗｈｉｔｅ ｗ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ａ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ｌｅ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ｐａ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Ｓ－Ｐ－Ｆ锯材是一种典型的浅色木材，早材和晚材的颜色差别很小。木材通常具有光亮整洁的外
观，颜色从白色到淡黄色，呈致密的通直纹理和光滑的质地。
Ｋｉｌｎ ｄｒｉｅｄ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窑干的Ｓ－Ｐ－Ｆ锯材用于各种类型的民用、商用、工业用、农业用建筑的结构框架。
Ｋｉｌｎ ｄｒｉｅｄ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ｔｒｕ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Ｆ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ｎｔｏ ｖｅ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ｏｌｉｄ ｗｏｏｄ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窑干的Ｓ－Ｐ－Ｆ锯材还广泛用于制造预制房屋、屋桁架和其它结构件。除了用于生产高质量的结构
材外，经过少许加工，Ｓ－Ｐ－Ｆ木材也可以用来制造非常有吸引力、且经济的实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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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白云杉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ｐａ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ｂｒｏｗｎ．
通常白云杉的颜色较浅，从近乎白色到淡黄棕色。
Ｏｆｔｅ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ｈｉｎ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白云杉通常带有发亮的外观。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ｉｎ ｗｅｉｇｈ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与其它树种相比，重量较轻。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ｗｈｉｔｅ ｗ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典型的浅色木材，早材和晚材的颜色差别很小。
Ｄｒｙ，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ｂｒｏｗｎ ｋｎｏｔｓ．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ｂｅａｒｄ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干燥、开裂、棕色节疤，注意节疤周围呈胡须状。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ｏｒ ｅｎｃａｓｅｄ ｐｉｎ ｋｎｏｔｓ．
可能含有为数众多的、小的、连生或包裹的针节。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ｉｔｃｈ ｐｏｃｋｅｔｓ．
有树脂，注意树脂囊。
Ｂｒｏｗｎ ｈｅａｒｔｓｔａｉｎ； ｂｒｏｗｎ ｓｐｅｃｋｓ．
棕色心材变色，棕色腐朽斑。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ｇｒａｉｎｅｄ， ｎｏｎ－ｐｏｒｏｕ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ｎｅ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ｘｔｕｒｅ．
白云杉通常为通直纹理、无孔、致密到中等质地。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
年轮花纹较淡。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ｏｄｏｕｒ ｏｒ ｔａｓｔｅ．
白云杉没有明显的气味或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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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ＤＧＥＰＯＬＥ ＰＩＮＥ
扭叶松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Ｌｏｄｇｅｐｏｌｅ Ｐｉｎｅ ｉｓ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ｔｉｓｈ ｔｏ ｐａ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ｃｏｌｏｕｒ． Ｌｉｇｈｔ
ｈｏｎｅｙ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ｐｉｎｋｉｓｈ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通常扭叶松的颜色较浅，从近乎白色到淡黄色，心材和边材的颜色
差别明显。浅蜜黄色边材，带粉色的心材。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ｍ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ｓｅｅ ｏｎ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该树种的一个特征性的性状是，在平纹面上有涟漪现象。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ｐｅｎｃｉｌ ｍａｒｋ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ｔｈ．
典型地，可以髓心周围观察到笔痕。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ｌ ａ ｗａｘｙ ｏｒ ｓｏａｐ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ｏ ｋｎｏｔｓ，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ｄａｒｋ ｉｎ ｃｏｌｏｒ．
节疤有蜡质或皂状感觉，节疤为深色。
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ｄｉｓｈ－ｂｒｏｗｎ ｈｅａｒｔｓｔａｉｎ．
心材变色为红色到红棕色。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ｓｐｅｃｋｓ．
腐朽斑呈白色到黄白色。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ｏｄｏｒ．
有明显的树脂气味。
Ｌｏｄｇｅｐｏｌｅ Ｐｉｎ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ｇｒａｉｎｅｄ， ｎｏｎ－ｐｏｒｏｕ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ｔｅｘｔｕｒｅ．
扭叶松通常为通直纹理、无孔、致密均匀的质地。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ｈａｓ ａ 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ｏｄｏｕｒ，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该木材具有树脂气味，尤其是潮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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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ＰＩＮＥ ＦＩＲ
高山冷杉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锯材鉴别
ＩＡｌｐｉｎｅ Ｆｉｒ ｈａｓ ａ ｄｕｌｌ ｆｉｎｉｓｈ，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高山冷杉的外表暗淡，颜色从白色到黄白色。
Ｌｉｖ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ａ ｙｅｌｌｏｗ ｔｏ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ｄｅａ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ｇｒｅｙ．
活节为黄色或带绿色，死节为灰色。
Ｎｏｎ－ｒｅｓｉｎｏｕｓ．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ｋｉｌｎ ｄｒｙｉｎｇ）．
无树脂。注意干裂形成的空腔（源于窑干）。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ａｎｄ ｐｏｃｋｅｔｓ．
注意矿物线可树脂／树皮囊。
Ｂｒｏｗｎ ｈｅａｒｔｓｔａｉｎ； ｂｒｏｗｎ ｓｐｅｃｋｓ．
心材变色为棕色，斑朽为棕色。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ｏｄｏｒ ｗ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潮湿时，一种特别的气味。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ａ ｓｍｏｏｔｈ ｔｅｘｔｕｒｅ．
纹理通直细腻，质地平滑。
Ｏｆｔｅｎ ｍａｎｙ ｓｍａｌｌ ｈｅａｒｔ ｓｈａｋ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ｔｈ．
在髓心周围，通常有很多小的心材轮裂。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Ｆｉｒ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ｏ ｋｉｌｎ ｄｒｙ．
高山冷杉中的水囊使得该木材很难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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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ＵＣＥ－ＰＩＮＥ－ＦＩＲ （Ｓ－Ｐ－Ｆ）
云杉－松木－冷杉 （Ｓ－Ｐ－Ｆ）
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 Ｕｓｅｓ
木材性状和用途
Ｓ－Ｐ－Ｆ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ｂｏｔｈ ｉｔ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北美的建筑上，Ｓ－Ｐ－Ｆ是占支配地位的锯材树种。它们在结构上的广泛应用，既是源于它们丰富
的资源、也是源于它们适宜的性状。
Ｓ－Ｐ－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ｗ ｓｌｏｗｌ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Ｓｕｃｈ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Ｓ－Ｐ－Ｆ缓慢生长于北方温带森林中，从而形成了密纹、高强度的锯材，其节疤通常为小的健全节。
这类锯材非常适合建筑用途，所以被广泛使用于民用、商用、和农业建筑的结构框架中。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ｄｒｉｅｓ）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ｏｏｔｈ ｆｉｎｉｓ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ｆａｓｔｅｎｅｄ
ｂｙ ｎａｉｌｓ ｏｒ ｓｃｒｅｗ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ｌｕｅ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ｇｅｒ－ｊｏｉｎｅｄ ｏｒ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Ｐ－Ｆ锯材干燥性能良好，干燥后的锯材通直而且表面光洁，易于用钉或螺丝固定。它们也易于用
多种胶粘剂胶合，适宜用于制作指接材和层积材。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ａｓ ｄｅｃｋｉｎｇ， ｆａｓｃ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ｉｍ，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ｖｅ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ｗｏｏｄ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Ｓ－Ｐ－Ｆ锯材也被用于露台、屋面板、装饰件等，也可用于生产经济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实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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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Ｆ ｉｓ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Ｆ通常可以按如下加拿大等级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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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ＵＣＥ－ＰＩＮＥ－ＦＩＲ （Ｓ－Ｐ－Ｆ）
云杉－松木－冷杉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锯材鉴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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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Ｆ锯材在北美平台式建筑结构上的应用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ｓｅ ｆｏｒ Ｓ－Ｐ－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Ｐ－Ｆ锯材在市场上的最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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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GROWTH AND WOOD STRUCTURE
树木生长和木材结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ｏｏ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ａ ｔｒｅｅ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 ｔｏ ｔｏｐ．
为了理解木材的形成和锯材在原木上的出产区域，有必要了
解树木是如何生长的。为此目的及叙述简洁，一棵树木可以
从上到下被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树木的不同部分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 ｓｅｒｖｅ ｔｏ ａｎｃｈ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ｂ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ａ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ｅｄ Ｓａｐ， ｐａｓｓｅｓ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根系 — 用于固定树木，同时吸收大量土壤水分和少量矿物盐
类。其形成的溶液，称为树液，顺着树干向上输送至树冠的叶
（针叶）中。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ｓ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ｌｉｑｕｉ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ｏｏ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ｒ ｓａｐ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ｏｏｄ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ｌｌｏｗ ｃｅｌｌｓ ｓｏ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ａ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树干 — 树木地上的主要部分 － 树木中出产锯材的主要部分。它为树冠提供机械支撑，在树根和
树冠之间传导液体物质并储藏养分。水分或树液能够在树木中上升和保存的原因是，木质部分是
由数以百万计的、中空的、仅能在显微镜可见的细胞所组成。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 ｏｒ ｕｐｐｅｒ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ｒｅｅ ｆｏｏ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ｒｅｅ ｆ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ｂａｒｋ （ｂ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ｍｂｉｕｍ）
ｌａｙ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ｎｅｗ ｗｏｏ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树冠 — 或称为树木的顶部，它将从根系而来的树液转化为树木的食物。大部分的食物通过树木
的内皮（韧皮）被输送到形成层（新生组织），用于形成新生的木材物质。
Ｗｏｏ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ｎｋ， ｂｕ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ｒｉｎｄ ｏｆ ｂａｒｋ．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ｌｏｇ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ｙ ｐａｒ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ｒｋ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ｉｕｍ．
本质上而言，树根、枝条、树干的木材结构都是一样的。但锯材仅来自于树干，因此它也是我们
最感兴趣的部位。锯材的质量与它在树干上的出材部位有很大关系。树干是由一个木质的圆柱体
及其外面包裹的一层树皮外壳所组成。从原木横切面上来观察不同的构成，其木质部分可依次划
分为髓心、心材、和边材。在木质和树皮之间是树木的活跃的生长层，称为形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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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树干各部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树干可被认为有五个部分组成：
ａ） Ｔｈｅ Ｐｉｔｈ — ｏｒ ｈｅａｒｔ ｉｓ ａ ｓｏｆｔ ｐｕｌｐｙ ｃｏｒｅ，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ｏｒ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ａ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ｍａｌｌ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髓心 — 或树心，为柔软絮状内核，通常位
于树木横切面的中心或接近中心的部位，代
表树木初始生长的位置。与全部横切面相
比，它总是相对较小。
Ｐｉｔｈ ｏｒ ｈｅａｒｔ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ＨＣ （Ｆ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在建筑用材类型的等级中，可以允许髓心或树心的存在，除非在订单中特别指明ＦＯＨＣ（不含树
心）时，髓心才不允许出现。
ｂ）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 ｉ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ｅ．
心材 — 为树干木材的中心部分，位于髓心和边材之间。心材为树干早期生长的部分，其主要功
能是为树木提供机械支撑。
ｃ）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 ｉ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ｉｕｍ． Ｉ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ｓｔ ｗ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ａ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边材 — 是树干木材中环绕心材、直接位于形成层内侧的部分。它的颜色通常比心材浅，代表了
树木较晚生长的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为树木从树根到树冠传导树液。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ｏｎｄｅｒｏｓａ Ｐ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ａ ｗｉｄ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ｈａ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ｔｒｅ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ｃｈ ｗｉｄｅｒ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 ｔｈａｎ
ｗｉｌｄ ａｎｄ ｏｌ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ｅ．
边材的宽度随树种和树木的年龄而变化。例如，内陆出产的西部黄松（Ｐｏｎｄｅｒｏｓａ Ｐｉｎｅ）通常具有较
宽的边材带，而西部红柏的边材则较窄。生长旺盛的二代花旗松的边材则远大于野生、成熟的
老龄花旗松。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ｏ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ａｓ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ｇｉｒｔｈ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ｃｅａ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ａｐ．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ｓｔ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ｏ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ｃｅａｓｅ ｔ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Ｓａｐｗ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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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ｌｏｓｅ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ｕｍｓ， ｒｅｓｉｎｓ， 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ｎｉｎ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ｏｘｉｃ ｔｏ ｗｏｏ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必须了解的是，所有心材都曾经是边材。心材可以被看成是“退休”的边材。当树木的直径
不断生长时，靠近髓心的细胞停止传导树液。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也就是，当树木的直径
不断生长时，靠近髓心一侧最老的边材细胞，功能停止并转化成心材。在从边材转化成心材
的过程中，细胞丧失大部分的水分，同时填充了树胶、树脂、油类和单宁。这些物质中的大
部分对侵害木材的生物有毒性。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ｕｎｓｅａｓｏｎ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 ｉ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ｓ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因此，边材和心材的区别在于功能（传导作用和支撑作用）和颜色（受填充物的影响）。此外，边
材具有较高的水分含量，所以在潮湿或未干燥时较重。心材中的填充物和结晶体也会赋予心
材独特的性状，例如西部红柏所具有的抗腐朽和抗侵蚀能力。
ｄ） Ｃａｍｂｉｕｍ — Ａ ｊｕ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ｌｉｍｙ ｌａｙ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ｃｅ ｂｙ ｃｅｌ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形成层 — 位于树皮和边材之间的、多汁、粘稠状的层次。在这里，通过细胞分裂，树木形成新
生组织。
ｅ） Ｂａｒｋ — ｉ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ｒ ｒ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ｆｕｎｇ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ｆｉｒｅ， ｅｔｃ．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ｒｋ， ｃａｌｌｅｄ Ｂａｓｔ， ｓｅｒｖ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ｏ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树皮 — 树木的外层或外壳，用于保护树木免受真菌、昆虫、林火的侵害。树皮的内层，又称韧
皮，起着将合成的养分从叶（针叶）运往形成层、再运往树木其它部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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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Ｇｒｏｗｔｈ
树木和枝条生长

Ａ ｔｒｅｅ ｂｅｇｉｎｓ 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ｙ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ｕｐ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ｈｏｏｔ， 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ｄｓ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ｏ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ａ ｄｏｒｍ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ｓ ｅａｃｈ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ｈｏｏｔ，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ｉｌｌ ｇｒ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ｂｕｄ． Ｔｗｉｇ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ｕｄ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ｏｏｔ．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Ｂｕ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ｗｉ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ｕ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ｓ．
树木通过向上抽出一个枝条而开始长高。而且，随着生长季节的进行，在枝条的顶部会形成小的
芽。生长会在秋季停止。在冬季，树木处于休眠状态。在每个春季，随着生长季节的开始，另一
个称为顶枝的枝条将从顶芽上长出。小枝也会从枝条上的其它芽中长出。一年又一年，树木的高
度不断从顶芽长出，而枝条（小枝）的长度也从其顶端的芽上不断生长延长。
Ｉ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ａ ｔｒｅｅ ｇｒｏｗｓ ｉ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ｕｐ＂．
所以，可以说树木的长高是“从顶端向上”进行的。
Ａ ｔｒｅｅ ａｌｓｏ ｇｒｏｗｓ ｉｎ ｇｉｒｔｈ ｏｒ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ｅ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 Ｔｈｉｓ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ｏｒ
ｂ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ｎｄ ｉｓ ｓｏｆｔ ｉｎ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ｎｄ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ｏｄ） ａｓ ｉｔ ｇｒ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ｒ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ｎｄ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ｏｒ
ｌａｔｅ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ｓ ｐｕｔ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ｏｒ ｓｌｏｗｅ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ｗｏｏ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ｄｅｎｓｅｒ）， ｓｏ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ｈａ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ａｎｄ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 ｔｒｅｅ ｔｒｕｎｋ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ｉｖｅ） ｇｒｏｗ ｂｙ ｏｎ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树木同样也会进行直径或胸围的生长。这一过程通过每年增加一圈木材组织实现。这样一圈木材组
织被称为年轮。年轮由两部分或两个生长带所组成。第一个生长带质地较软、颜色较浅、重量较
轻。这一生长带被称为春材（或早材），它生长于春季或快速生长季内。第二个生长带被称为夏材（或
晚材），它生长于夏季或生长速度较慢的季节内。单位体积内，晚材比早材含有较多的木质物质（密
度较大），因此更重、强度更大、质地更硬、颜色更深。两个生长带一起构成一个年轮。树干和枝
条（活着时）每年长出一个新年轮。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ｔｒｅ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ｉｄｅａｌ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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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ｗｉｄｅ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ｃｏａｒｓｅｒ ｇｒａｉｎ） ｔｈａｎ ａ ｓｌｏｗ－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ｍａｙ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ｒ ｆｏｕ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ｈ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ｉｎｇ ｅｑｕ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ｏｕｒ ｒｉｎｇ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８ ｏｒ １０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Ｉｔ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ｈ．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年轮的宽度随着生长率的不同而变化。一棵处于理想生长条件下的树木，具有比生长缓慢的树木
更宽的年轮（粗纹）。每英寸内年轮的数量对木材的强度有明显影响。其它性状相同时，从每英寸
只有三到四个年轮的树上锯得的锯材的强度，低于从每英寸有八到十个年轮的树上锯得的锯材。
由于这一原因，在强度要求高的等级中，对其每英寸中的最低年轮数有所限制。在锯材分级中，
这被称为“生长率”。
Ｓｏｍｅ ｃｌｅａ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ｒ
ｗｏｒｋ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一些清材等级也对生长率有所规定。然而，这更多是从纹理质地、加工性能和外观的角度而不是从
强度的角度考虑的。
Ｋｎｏ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节疤的形成和质量
Ａ ｋｎｏｔ， ａｓ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ｃ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ｙ ａ
ｓａｗ．
出现在一块锯材中的节疤，是枝条的一部分，它
被包埋在木材中，又在加工中被锯开。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ｔａｒｔ 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ｈｉｌｅ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ｇｒｏｗ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ｆ ｙｏｕ ｗｅｒｅ ｔｏ ｓａｗ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ｓ ｅａｃｈ ｃｕｔ ｉｓ ｍａ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ｉｔｈ．
枝条发源于髓心，象树木本身一样，其长度和
直径每年都会增长。当枝条活着时，树干的纤
维在枝条周围与枝条的纤维交织生长，因而会
在锯材中形成连生节。如果从原木的外围开始
锯切，越靠近髓心时，节疤越小。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ｌｉｖｅ， ａ ｔｒｅｅ ｎｅｅｄｓ ａ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ａｐ ｉｎｔｏ ｔｒｅｅ ｆｏｏｄ）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ｙ ｃｅａｓ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ｄｉｅ ｏｆｆ． Ｗ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ｏｃｃｕｒｓ，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要存活，树木必须获得足够的阳光（以将树液加工成养料） － 这同样也适用于枝条。如果下部的枝
条被遮荫，它们在树木中的作用就会停止并逐渐死亡。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树干的纤维就会逐渐
与枝条的纤维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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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ｔｉｍｅ ｇｏｅ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ｈａｓ ｃｅａｓ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ｆａｉｌ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ｔｓｅｌ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Ｉ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ｓ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ｎｏｔ
ｆｉｒｍｌｙ ｆｉｘｅｄ （ｌｏｏｓ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ｓ ｅａｃｈ ｃｕｔ ｉｓ ｍａｄｅ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ｗａｓ ａｌｉｖｅ ｉ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干的直径会持续增加。然而，死亡的枝条已停止生长。结果，树干的纤维就
无法与枝条的纤维交织生长。相反，纤维会在枝条的周围逐渐或突然终止。如果一块锯材是从树
木的这一部分锯出，就会形成松动节。如果从原木的外围开始锯切，节疤最小；向内锯切，节疤
尺寸会逐步变大，直至到达活节位置为止。
Ａｆｔｅｒ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ｉｅｓ， ｉｔ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ｃａｓｔｓ ｏｒ ｂｒｅａｋｓ ｏｆｆ，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ｂ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ｗ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ａｄｄｅｄ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ｏｉｄ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ｗｈｅｎ ｓａｗｎ ｉｎｔｏ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ｌｌ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ｌｅａｒ Ｇｒａｄｅｓ．
枝条死亡后会逐渐断开、脱落，留下的突出的残桩也会被新生的木材所覆盖。从这一点往外，每
年新生的木材就不会再含有枝条，结果锯切出的锯材就是高质量的清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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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 ｉｎ ｔｒｅｅｓ
树木中清材木质纤维的发育

Ａ

Ｂ

Ｃ

Ｄ

Ａ － Ｏｐｅｎ Ｇｒｏｗｎ Ｔｒｅｅ － ｌ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全日照条件下生长的树木 － 活枝条直达地面
Ｂ － Ｃａｎｏｐｙ Ｃｌｏｓｅ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ｔａｒｔ ｔｏ ｄｉｅ ｏｆｆ
林冠开始郁闭，下部枝条开始死亡
Ｃ － Ｌｏｗｅｓｔ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ｒｅａｋ ｏｆｆ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ｔｕｂｓ
最下部的枝条开始断落并形成残桩
Ｄ －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ｔｕｂｓ ｇｒｏｗｎ ｏｖ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
枝条残桩被后续生长超过，清材开始形成
Ｉｎ ｄｅｎｓｅ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ｓｏｍｅ ｔｒｅ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ｏ ｓｈａｄ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ａｉｎ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ｅｖ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ｒｏｗｄ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ｒｅｅ．
在一个较密的混交林中，有些树种比其它树种耐荫，因此就会保持较多的下部枝条（即使在比较稠
密的情况下）。例如，西部铁杉就是一个比较耐荫的树种。
Ｔ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ｋｎｏｔｔｙ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ｎｇ ｔｒｕｎｋ ｆｒｅｅ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ｒｅｅ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具有下部枝条的树会产出多节疤的锯材，而具有很长一段树干没有枝条的树则会在其原木的外围部
分产出没有节疤的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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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ｓ 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 ｓｈａｄｅ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ｇｒｏｗ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ｂ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ｔｈｅｙ ｄｉｅ ａｎｄ
ｄｒｏｐ ｏｆｆ．
相反，花旗松就是一个相对不耐荫的树种。也就是它不能忍耐遮荫，因而尽量快速向上增加高
度。当低处的枝条被临近树木遮荫后，它们就会死亡并脱落。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ｔｒｕｎｋｓ ｄｅｖｏｉｄ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ｃｒｏｗｎｓ．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ｏｆ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ｆｅｗｅｒ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结果就是，花旗松及其它不耐荫的树种通常会有较长的树干没有枝条，只有一个较小的树冠。这
种生长特性是清材发育的重要条件。因而，不耐荫树种的心材的外层要比耐荫树种同部位的节疤
数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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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直径生长及年轮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早材与晚材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早材是春季形成的一层木质细胞。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ｍｏｓｔ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ｗａｌｌｓ．
这一时期的生长最为快速，导致木细胞
的空腔较大、细胞壁较薄。
Ｔｈｅｓｅ ｌｅｓｓ ｄｅｎｓｅ ｃｅｌｌ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ｂａｎｄ．
这些密度较低的细胞形成了一个颜色较
淡的生长带。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
晚材是在树木生长季节的晚期形成的
一层木质细胞。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ｓ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ｓ．
较慢的生长速度导致木细胞的空腔较
小、细胞壁较厚。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ｎｓ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ｄａｒｋｅｒ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ｂａｎｄ．
这些密度较高的细胞形成了一个颜色较深的生长带。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ｔｈｉｃｋ－ｗａｌｌｅ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ｇｏｏ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细胞壁较厚的晚材的强度和密度均大于细胞壁较薄的早材，因此它为目视判断木材的强度和密度提
供了良好的指标。晚材的成分越高，木材的密度和强度越高。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 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ｎ ｏｎ ａｎ ｅ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ｓｔａｔ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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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率 — 被描述为锯材一端每英寸年轮的数量。生长率也可以用锯材一端年轮的最大允许宽度来
表示。由于它对强度、质地和外观的影响，生长率通常也被包括在分级规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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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ｉｎ
锯材纹理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ｇｒａｉｎ＂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在木材行业中，我们通常使用“纹理”
一词来木纤维的相对方向、大小、外观
和质量。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平纹
－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ａｗ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 ｆｏｒｍ ａ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４５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锯材中全部或部分年轮与锯材表面呈小于４５度的角度。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ｂａｎｄｓ．
导致早材和晚材之间的对比较大。
－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平纹表面形成圆形节疤。
－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ｙ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优点包括，无论清材或节疤材都有令
人愉快的外观，较高的强度（由于圆节
的占据面积低于条状节的占据面积）。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直纹
－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ａｗ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 ｆｏｒｍ ａ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４５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锯材中全部或部分年轮与锯材表面呈大于４５度的角度。
－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直纹表面形成条状节疤。
－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ｅｓｓ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ｌｅｓｓ ｗａｒｐ， ｌｅｓ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ｌ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优点包括，收缩较小、扭曲较小、纹理突起较少、开裂较少以及耐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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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BER CHARACTERISTICS
锯材缺陷（性状）
Ｉ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ｏｏ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ｎｙ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ｗｏｏ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ｏ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在锯材分级中，木材缺陷（性状）被定义为任何与完美木材结构的偏离。为了理解和准确应用分级
规则，对木材缺陷和术语的透彻了解是必不可少的。
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ｏ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ｂｒｏａｄ ｇｒｏｕｐｓ．
从起源角度看，木材缺陷可被分为三大类型。
Ｎａｔｕｒａｌ
自然缺陷
Ｔｈｏ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 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ｅ．
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缺陷，即那些在活着的树木中所形成的缺陷。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加工缺陷
Ｔｈｏ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那些在加工和操作过程中由设备所引起的缺陷。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干燥缺陷
Ｔｈｏ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ｒｙｉｎｇ．
在干燥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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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自然生长缺陷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ｏ ＂Ｆｏｒｍ＂
以“形态”分类的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ｖａｒｙ ｉｎ ｆｏｒ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ｒ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ａｗｎ．
节疤形状随着锯切方向与枝条长度方向的角度或度数的不同而变化。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圆节
Ａ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ｂ ｉｓ ｃｕｔ ａ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ｔｓ ａｘｉｓ．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当枝条被几乎垂直于其长轴方向锯开时，则形成圆节。
在平纹表面的节疤为圆节。

Ｏｖａｌ Ｋｎｏｔ
椭圆节
Ａｎ Ｏｖａｌ Ｋｎｏｔ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ｂ ｉｓ ｃｕｔ ａｔ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ｔｓ ａｘｉｓ． Ｏｖａｌ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ａｎｇｌ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当枝条被以不垂直于其长轴方向锯开时，则形成椭圆
节。在斜纹表面的节疤为椭圆节。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条状节
Ａ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ｂ ｉｓ ｃｕ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ｏｒ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ｔｓ ａｘｉｓ．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当枝条被沿着其长轴或对角与方向锯开时，则形成条状
节。在直纹表面的节疤为条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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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ｏ ＂Ｓｉｚｅ＂
以“尺寸”分类的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ａ ｔｒｅ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ｅｘｔｅｎ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ｒｋ． Ｔｈｅ ＮＬＧＡ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ｓ：
在树木中，从髓心向树皮方向延伸，节疤的尺寸逐渐增大。ＮＬＧＡ将节疤尺寸分为以下类型：
Ａ Ｐｉｎ Ｋｎｏ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２＂
针孔节疤小于１／２英寸
Ａ Ｓｍａｌｌ Ｋｎｏｔ ｉｓ ｏｖｅｒ １／２＂，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３／４＂
小节疤大于１／２英寸，但小于３／４英寸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Ｋｎｏｔ ｉｓ ｏｖｅｒ ３／４＂，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 １／２＂
中节疤大于３／４英寸，但小于１ １／２英寸
Ａ Ｌａｒｇｅ Ｋｎｏｔ ｉｓ ｏｖｅｒ １ １／２＂
大节疤大于１ １／２英寸
Ｋｎｏ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以“质量”分类的节疤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Ｋｎｏ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ａ Ｒｅｄ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ｗｈｏ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ｏｎ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ｏｏ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Ｋｎｏｔ ｉｓ ｃ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ｋ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ｆｉｂｒｅｓ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１／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ｏｒ ｗｈｏ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ｏｏｄ．
连生节（又称为红节）节疤的年轮和周围树木的年轮在一面上、或多个面上交织生长在一起。连生
节是从树干上节疤仍活着的部位锯切下来的，因此节疤纤维（至少为圆周的１／３）和周围树木纤维交
织生长在一起。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ｋｎｏ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ｕｌｌｙ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Ｆｉｒｍｌｙ Ｆｉｘｅｄ （ＮＦＦ） ｏｒ
Ｈｏｌｅ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ｓｔ ｋｎｏ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ａｒｄｅｒ ｏｒ ｍｏｒｅ ｄｅｎｓ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ｏｏｄ，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ｔ．
连生节对强度的损害与松动节或节孔完全一样。事实上，节疤通常比周围木材更坚硬、更致密，
它们对强度的损伤作用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而是由于它们引起周围的纹理发生偏斜。
Ａ Ｓ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ｎｏ ｄｅｃａｙ．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ｄ ｏｒ ｂｌａｃｋ．
健全节不含有任何腐朽。它可以是红节或黑节。
Ａ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ｏ ｆｉｘｅｄ ｂ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ａｐｅ 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ｒｅｔａｉｎｓ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ｄ ｏｒ ｂｌａｃｋ．
固定节是由于其生长状况、或形状、或位置的原因而被固定在其所在位置。它可以是红节或
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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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 Ｓ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ａｎｄ ａ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ｏｍ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ｅ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虽然健全节和固定节有各自的定义，但可以发现，在一些等级中，这两者被组合在一起，例如：
“健全固定节”。
Ａ Ｌｏｏｓｅ ｏｒ Ｎｏｔ Ｆｉｒｍｌｙ Ｆｉｘｅｄ Ｋｎｏｔ （ＮＦＦ）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ｈｅｌｄ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ｂ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ａｐｅ 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ｋｎｏ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ｉ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ｌｉ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ｏ
ｒｅ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ｔ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ａ ｆｉｌｍ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ｉ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ｄｒｙｉｎｇ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ｃｅ．
松动节或非紧密固定节（ＮＦＦ）由于其生长、形状和位置的原因没有被固定在其所在位置。这类节
疤，虽然在检验分级的时候它仍在所在位置，但不能保证它会一直保持在所在位置。通常，它们
被一层树脂或树皮所包围，但干燥时就会与周围的木材组织分离。
Ａｎ Ｅｎｃａｓｅｄ Ｋｎｏ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ａ ｂｌａｃｋ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ｏｏｄ．
包裹节（又称黑节）被树脂或树皮所包围，与周围木的年轮没有交互生长在一起。
Ａ Ｆｉｘｅｄ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ｄｒｙ ｌｕｍｂｅｒ ｂｕｔ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ｅａｓｉｌｙ ｐｕｓｈｅｄ ｏｕｔ．
固着节在干燥木材中会保持在其所在位置，在压力下可被移开（虽然不易推出）。
Ａｎ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ｄｅｃａｙ．
腐朽节包含腐朽。
Ａ Ｓｔａｒ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星裂节有辐射状干燥裂缝，通常从节疤的髓心延伸至边缘。
Ａ Ｆｉｒｍ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ｌｉ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ｉｔｓ ｆａｃｅ ｂｕ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ｄｅｃａｙ．
结实节表面坚固但是包含早期腐朽。
Ｋｎｏ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ｏ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以“存在状态”分类的节疤
Ａ Ｋｎｏ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ｓ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ｋｎｏｔｓ ｇｒｏｕｐ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ｓ ａ ｕｎ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ｄ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ｕｎｉｔ．
丛生节是两个或多个节疤组合成一个单位，其周围的木纤维围绕整个单位偏转。
Ｗｅｌ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ｋｎｏｔｓ ｎｏｔ 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ｂｕｔ ｅａｃｈ ｋｎｏ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ｂｙ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散生节是节疤不以丛生节的方式存在，每个节疤均与另外的节疤分开，其间距至少等于两节疤中较
小节疤的直径。
Ｗｅｌｌ Ｓｐａｃ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ａｎｙ ６＂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ｋ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ｋｎｏｔ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50

LUMBER CHARACTERISTICS 锯材缺陷（性状）

ｓａｍｅ ６＂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ｉｓ ｔｅｒｍ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ｒａｄｅｓ．
良好分布节是指在一块锯材的任意６英寸长度内的节疤尺寸总和必须小于可允许最大节疤尺寸的
两倍。在同一个６英寸长度内，不可以出现一个以上的尺寸为最大允许尺寸的节疤，节疤的组合
必须不严重。这一名词只用于应力等级中。

Ｈｏｌｅｓ
孔洞
Ｈｏｌｅ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ｅｘｔｅ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ｗｈｏ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ｃａｕｓｅ．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ｄ ｏｎｌ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ｉｔｓ＂ ｏｒ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ｓ＂．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ｂｕｔ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ｚｅ ａｎｄ／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ａｄｅｓ．
孔洞 — 孔洞可能贯穿或未完全贯穿锯材。未完全贯穿锯材的孔洞的另外一个名称为表面凹坑或边
缘脱节。除非特别说明，孔洞的测量方法与节疤相同，其限定的大小和尺寸取决于相关的等级。
Ｈｏｌ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ｏ ＂Ｓｉｚｅ＂
以“尺寸”分类的孔洞
Ａ Ｐｉｎ Ｈｏｌｅ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１６＂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针孔直径不超过１／１６英寸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ｏｌ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４＂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中（小）孔直径不超过１／４英寸
Ａ Ｌａｒｇｅ Ｈｏｌ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大孔直径不超过１英寸
Ａ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Ｈｏｌｅ ｉｓ ｏｖｅｒ １＂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特大孔直径超过１英寸
Ａ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ｉｓ ａ ｈｏ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节孔是锯材上节疤脱落后留下的孔洞。
Ａ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ｉｓ ａ ｃｏｒｎｅｒ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边缘脱节是指从宽面延伸到相邻窄面的边缘节孔，其尺寸是其在宽面上测量值的平均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Ｂｅｅｔｌ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ｌａｃｋ ｈｏ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 １／１６＂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Ｔｈｉｓ ｂｅｅｔｌ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ｎ ｗｏｏ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ｉｓ ｓｅｌｄｏｍ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Ｆｅｌｌｅｄ ｌｏ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ｉｓ ｍｏｓｔ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ｆ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ａｎ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ｇｇ ｌａｙ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ｍａｌｌ ｈｏｌ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ｂｕｔ ｄ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ｇｒａｄｅｓ．
针孔虫眼（安布柔思亚甲虫孔）通常以１／１６英寸大小的小黑孔出现在锯材上。甲虫的活动主要局限
于边材，心材很少会受到侵蚀。林中的倒木最易受到侵扰，尤其是在甲虫的产卵期。这些小孔对
强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在一些等级中对外观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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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ｕｂ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ｌａｒｇｅｒ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ｗｈｅ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ｗｏｏｄ ｂｏｒｉｎｇ ｇｒｕｂｓ ａｒｅ ｏｖａｌ ｏ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ｉ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ｉｎ ｆｅｌｌｅｄ ｔｉｍｂｅｒ ｌｅｆｔ ｔｏｏ ｌｏ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Ａｔ ｔｉｍｅｓ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Ｇｒｕｂ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ｅｓ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ｅ－ｋｉｌｌｅｄ ｔｉｍｂｅｒ． Ｇｒｕｂ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ｗｄｅｒ ｂｏｒｉｎｇ ｅｘｃｒ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ｆｉｎｅ ｓａｗｄｕｓｔ．
虫孔是比针孔虫眼直径大很多的孔洞，对强度的影响也较严重。在锯材的横切面上，这些由钻孔
昆虫所引起的孔洞通常呈椭圆形或圆形。它们一般是由于伐倒木在林分中放置过久所引起。很多
时候，虫孔可以深入到心材之中。这类昆虫也可以侵染活树或火烧木。虫孔很容易判别，因为孔
洞中充满锯屑样的昆虫钻孔排泄物。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ｏ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ｏｒ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ａｃｋ ｌｏｇｓ ｓｔｏｒｅｓ ｉｎ ｓａｌ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ｌａｒｇｅｒ ｉｎ ｓｉｚｅ ｔｏ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ｇｒｕｂ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ｖｅｒｙ ｅａｓｉ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ｅｄｏ ｌｅａｖｅｓ ａ ｃｌｅａｎ ｃｕｔ ｈｏｌ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ｉ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ｒａｒｅｌｙ， ｉｆ ｅｖｅｒ，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ｂｏｒｉｎｇ
ｅｘｃｒｅｍ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ａｌｋｙ ｗｈｉｔ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海虫孔是由海水中钻孔虫侵袭储存在海水中的原木所致。其孔径通常大于虫孔。两者的区别很明
显，海虫孔为光洁的孔，在横切面上通常为均一的圆形，而且很少会含有钻孔排泄物。在孔壁上，
常常会出现白色的、石膏质的钙沉积物。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树脂斑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ａ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ｎ ｈａｓ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 Ａ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ｉｓ ａ
ｗｅ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ｋ ｆｏｒｍ．
树脂斑是木材纤维被积累的树脂所饱和的一块区域。树脂斑通常为斑状、界限清晰的树脂积
累区。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ａｒｋ ｇｒａｉｎ．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ｗｉｔ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不应将树脂斑与深色纹理相混淆。树脂斑划分方法如下，允许按面积进行等效换算。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 ３／８＂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１５＂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非常小树脂斑宽度为３／８英寸，长度为１５英寸
Ｓｍａｌｌ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 １／１２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１／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小树脂斑宽度为锯材宽度的１／１２，长度为锯材长度的１／６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 １／６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中等树脂斑宽度为锯材宽度的１／６，长度为锯材长度的１／３
Ｌａｒｇｅ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４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１／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大树脂斑宽度不超过锯材宽度的１／４，长度为锯材表面长度的１／２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ｉｓ ｏｖｅｒ １／４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１／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非常大树脂斑宽度超过锯材宽度的１／４，长度为锯材表面长度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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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脂／皮囊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ｒ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ｄ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树脂／皮囊是在树木生长时形成的年轮之间轮廓清晰的开口。通常包含液体或颗粒状的树脂或树皮。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ｓ ｔｏ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ｗｉｔ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树脂／皮囊的名称和大小分类如下，允许按面积进行等效换算。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		

１／１６＂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３＂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１／８＂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２＂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非常小树囊			宽度１／１６英寸，长度３英寸或者
				宽度１／８英寸，长度２英寸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			

１／１６＂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６＂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１／８＂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４＂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１／４＂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２＂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小树囊				宽度１／１６英寸，长度６英寸，或者
				宽度１／８英寸，长度为４英寸，或者
				宽度１／４英寸，长度２英寸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ｏｃｋｅｔ			

１／１６＂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１２＂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１／８＂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８＂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３／８＂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４＂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中树囊				宽度１／１６英寸，长度１２英寸，或者
				宽度１／８英寸，长度８英寸，或者
				宽度３／８英寸，长度４英寸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４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ａｒｅａ

大树囊				面积不超过４平方英寸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ｉｓ ｏｖｅｒ ４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ａｒｅａ

非常大树囊			面积超过４平方英寸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Ｓｅａｍｓ
树脂或树皮缝
Ａ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Ｓｅａｍ ｉｓ ａ ｓｈａｋｅ ｏｒ ｃｈｅｃｋ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Ｎｏ 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ｌａｉｄ
ｄｏｗ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ｅａｍ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树脂或树皮缝为包含树脂或树皮的裂缝。对它们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根据其影响，允许它们在
不同的等级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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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ａ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Ｏｆｔ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ｂｕｔ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ｔ ａｎ ａｎｇ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轮裂是在年轮之间或穿过年轮的、沿长度方向的木材组织分离。通常，一条以上的开裂会同时出
现，不是顺着纤维，而是一组小开裂以一定角度穿过纹理。这实际上是纤维的断裂。
Ｌｉｇｈｔ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３２＂ ｗｉｄｅ

轻度轮裂			宽度不超过１／３２英寸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８＂ ｗｉｄｅ

中等轮裂			宽度不超过１／８英寸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ｏｎ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表面轮裂			仅出现在一个表面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ｒ ｔｏ ａｎ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贯通轮裂			从锯材的一个表面延伸到对面或相邻表面
Ｐｉｔｈ Ｓｈａｋｅ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ｗｉｄｔｈ ｉｓ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ａ ｓｅａｓｏｎ ｃｈｅｃｋ ｉｎ ａ ｐｉ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ｆａｒｔｈ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ｔｈ．

髓心轮裂

始于或穿过髓心、并穿过年轮延伸至表面。与干燥裂缝显然不
同的是，髓心轮裂的最宽处接近髓心，而干燥裂缝的最宽处在
含髓心的锯材上离髓心最远。

Ｒｉｎｇ Ｓｈ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ｗｈｏｌｌｙ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 ｔｈｅ ｐｉｔｈ

环型轮裂			出现在年轮之间、部分或全部环绕髓心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边材变色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Ｂｌｕｅ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ｏｏｄ．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ｓｏ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有时称为“蓝变”，是颜色偏离边材自然颜色的一种现象。在允许边材变色的等级中，不会影响锯
材的用途。它也不会降低木材的强度。根据它对外观的影响，可以分外三个等级。
Ｌｉｇｈｔ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ｓｏ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ｉｓ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轻度边材变色的变色很轻微，对表面无色涂层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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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ｉｔｓ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中等边材变色在颜色上显著不同，有时对表面无色涂层有影响，但对油漆表面不会有影响。
Ｈｅａｖｙ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ｈａｓ ｓｕｃｈ ａ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ｍａｙ ｂ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ｖｙ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严重边材变色在颜色上有显著不同，使得木纹变得模糊，但经油漆表面后尚可接受。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Ｈｅａｒｔｗｏｏｄ ｉ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ｔ ｍａｙ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ｒｏｗｎ．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ｓ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Ｉ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心材变色与心材的自然颜色显著不同。颜色从粉红到褐色不等。不应与自然红心混淆。自然颜色
通常在一些年轮中均匀分布，而变色通常分布不规律。在允许心材变色的等级中，它对该锯材使
用性能的影响不应大于该等级所允许的其它缺陷。
Ｄｅｃａｙ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腐朽
Ｄｅｃａｙ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ｓ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ｏ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ｒｏｔ＇．
腐朽是由于蛀蚀木材的真菌所造成的木质瓦解，也称为腐烂。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ｏｒ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ｃ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ｓ ｓｈｏ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ｕｎｇ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ｅｄ ｗｏｏｄ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ｓｐｏｎｇｙ， ｐｉｔｔｅｄ ｏｒ 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ｕ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ｄｏｕｒ ａｒｅ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Ｄｅｃａｙ ｉｎ ａｎｙ ｆｏｒｍ
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ｏｒ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早期或初始腐朽后，木材的腐朽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细胞开始出现破碎，组织的外观也出
现明显的变化。依据真菌种类和其侵蚀方式的不同，腐朽的木材会变成海绵状、凹痕状或环状；
其自然的颜色、质地和气味也会改变；强度也必然受到明显影响。由于其范围很难确定、而且它
对锯材强度的影响通常要比其外观显露出来的要大，所以在强度等级中，腐朽受到严格限制甚至
完全禁止。
Ｆｕｎｇｉ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 Ｄｅｃａｙ ａｒ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ｂｅ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ｏｄ， ａｉ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与植物界的其它生物一样，引起腐朽的真菌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养分、空气、水分和合适的温度。
Ｆｏｏｄ		

－ Ｗｏｏｄ－ｉｎｈａｂｉｔ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 ｆｉ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ｌｉｇｎ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ｔｉｓｓｕｅ．

养分		

－ 栖息于木材中的真菌可以从下列成分中获得所需要的养分：细胞壁中的
纤维素、木质素及其它化学成分，以及储存于木材组织中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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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ｒ		

－ Ｗｏｏ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ｌｉｆｅ．

空气		

－ 侵蚀木材的真菌需要空气以维持生命。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Ｆｕｎｇｉ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水分		

－ 真菌需要适量的水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Ｗｏｏ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 ｆｉｎｄ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ｏｐ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温度		

－ 有利于侵蚀木材的真菌生长的条件是：树木和其它植物活跃生长的季
节、空旷地。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Ｄｅｃａｙ
早期腐朽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Ｄｅｃａｙ ｉｓ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ｃ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ｒｅ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 ｆａｒ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ｓｏｆｔｅｎ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ｙ． Ｉ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Ｈｅａｒｔ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Ｄｅｃａｙ．
早期腐朽是处于早期阶段的腐朽，这时木纤维的瓦解没有发展到足以软化、或明显改变木材硬度的
程度。通常伴随着木材的轻微变色或褪色。心材变色就是一种早期腐朽。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白斑朽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ｈｉｔｅ ｏｒ ｂｒｏｗｎ ｐｉｔｓ ｏｒ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ｗｏｏｄ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ｇｕｓ ＂Ｆｏｍｅｓ Ｐｉｎｉ＂ ａｎｄ
ｉ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ｗｈｏ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ｗｈｉｔｅ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Ｉ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 ｖ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ａｎ ｉｎｃｈ
ｔｏ ｏｎｅ ｉｎｃｈ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ａ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ｏｆ ａｎ ｉｎｃｈ ｗ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白斑朽是由真菌“ｆｏｍｅｓ ｐｉｎｉ”引起的白色或黄色小坑或斑点，其中被部分或全部填充有白色纤维状
物质。它仅形成于正在生长的树木中，而在使用中的木材中它不再继续发展。白斑的长度约为１／４
英寸至１英寸不等，宽度大约为１／１６英寸，其长度方向平行于木材纹理。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蜂窝朽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ｔ ｉｓ ｓ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ａｒｅ ｎｏ ｍ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Ｄｅｃａｙ ｔｈａ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ｔ．
蜂窝朽与白斑朽相似，但是孔洞更大、数量更多，而且连在一起。当规则中允许某等级含蜂窝朽
时，会对它有所限制，以使它对该等级锯材目标用途的影响不大于其它可允许缺陷。包含蜂窝朽的
锯材不会比没有蜂窝朽的锯材更容易发生新的腐朽。
Ｐｅｃｋ
袋状朽
Ｐｅｃｋ ｉ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ｄ ｏｒ ｐｉｔ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ｒ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Ｃｅｄａｒ ａｎｄ Ｃｙｐｒｅｓｓ． Ｗｏｏ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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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ｃｋ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ｇｕ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ｐｅｃｋ ｃｅａ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ｉｓ ｆｅｌｌｅｄ．
袋状朽是在西部红柏和黄柏中可见的条状凹形或囊状腐朽。处于几个袋状朽之间的木材组织的外观
和强度不受影响。在树被砍伐后，引起袋状朽的真菌会停止进一步发展。
Ｗａｎｅ
钝棱
Ｗａｎｅ ｉｓ ｂａｒｋ ｏｒ ｌａｃｋ ｏｆ ｗ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ｃａｕｓｅ － ｅｘｃｅｐｔ ｅａｓｅｄ ｅｄｇｅｓ －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ｒ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钝棱是在锯材的边缘和角落带有树皮或其它因任何原因造成的木材缺损（人为圆角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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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加工缺陷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ｃｃｕｒ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加工缺陷是加工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ｗｉｎｇ
锯切公差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ｏｍｅ ｒｏｕｇｈ ｐｉｅｃｅｓ ｍａｙ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ｕ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ｓｕｃｈ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ＮＬＧＡ Ｒｕｌｅｓ Ｐａｒａ ７４７， ａ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ｗ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在正常的加工过程中，一些毛面的锯材可能会与要求的切割线有偏差。但是，加工中的目标是尽
量将锯材锯切成规定尺寸。根据ＮＬＧＡ规则７４７款，如果没有另外明确说明，在加工过程中，一
块随机的锯材可以允许的最大锯切公差为：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ｉｚｅ

名义尺寸				

Ｕｎｄｅｒ负公差

Ｏｖｅｒ正公差

１／１６英寸

１／８英寸

２＂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５＂ — ２英寸及以上，不含５英寸

１／８英寸

１／４英寸

５＂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８＂ — ５英寸及以上，不含８英寸

３／１６英寸

３／８英寸

１／４英寸

１／２英寸

Ｕｎｄｅｒ ２＂ — 小于２英寸					

８＂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 ８英寸及以上				

Ｆｕｌｌ Ｓａｗｎ
足尺锯切
Ｗｈｅ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 Ｓａｗ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ｍａｙ ｂ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ｉｚｅ ａｔ 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当标明为“足尺锯切”时，在加工中，锯材只能加工成正公差而不能为负公差。
Ｓａｗ－Ｓｉｚｅｄ
定尺锯切
Ｓａｗ－Ｓｉｚ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ｓａ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ｉｚｅ ｂｕ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３２＂ ｕｎｄｅ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８＂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定尺锯切是指锯材被均一地锯切为规定的表面尺寸，但允许总片数的２０％有１／３２英寸的负公差；
此外，允许有１／８英寸的正公差。
Ｓｉｚ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定尺规格
＂Ｓｉｚ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ｎ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ａｃｅｓ．
“定尺规格锯材”是指被均一地加工至净刨光面尺寸的锯材，它们可以是毛面的、刨光面、或某一
面或数面是部分刨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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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ｒｏｕｇｈ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ｏｆ １／３２＂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Ｎｏ ２ ＆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２＂ ｕｎｄｅｒｓｉｚｅ ｉｎ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ｕ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 ３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６＂ ｏｖｅｒ 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ｅｎ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ｒｏｕ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ａｍｐｓ ｏｎ Ｓｉｚ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ｚｅｄ （ＳＺＤ）．
当反面为毛面时，在２级及以上和标准级及以上中，允许有１／３２英寸的正公差，此外允许总片数的
２０％有１／３２英寸的负公差。在墙柱级、实用级和３级中，允许总片数的２０％有１／１６英寸的正负公差。
当反面为毛面时，定尺规格锯材的等级章中必须包括“ＳＺＤ”字样。
Ｓｋｉｐ
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漏刨是指锯材表面的一些区域没有被刨削至平整光洁。
Ｓｋｉｐｓ ｉｎ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ｒ ｋｎｉｖｅ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ｔｏｕ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ｃａｎｔ ｓａｗｉｎｇ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ａ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ｕｔ．
漏刨是在表面加工过程中，刨刀未能接触到的部分表面。这可能是由于锯切不足尺（厚度或宽度不
够），或锯切时偏离了锯路。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ｍｅａｎ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ｋｉｐ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１６＂ ｄｅｅｐ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ｙ ｂｅ ４＇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间隔漏刨为一系列的漏刨，漏刨深度不大于１／１６英寸，漏刨面之间夹有刨光面（长度可为４英尺）。
Ｈｉｔ ｏｒ Ｍｉｓｓ ｍｅａ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ｒ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ｒｏｕｇｈ． Ｓｃａｎｔｎｅｓｓ ｍａｙ ｂｅ １／１６＂．
连刨或连漏为完全刨光，或部分刨光、或全部未刨光（毛面）。缺尺可为１／１６英寸。
Ｔｒｉｍ
截锯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ａ ｇｉｖｅｎ ｌｅｎｇｔｈ．
截锯是将一块锯材横向锯切到一定长度。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ｎｄ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ｉ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ｏｆ－ｓｑｕａｒ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１／１６＂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ｎｏｍｉｎａｌ １＂ ｏｆ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ｒ ｗｉｄｔｈ．
两端截齐为锯材的两端被截齐成方形。每１英寸名义厚度或宽度，不成正方形的容许值为１／１６
英寸。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ｄ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ｉ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ｔｏ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１６＂ ｏｖｅｒ 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端头精确截齐指锯材的两端被修整成正方形，长度相同，长度加工的正负误差小于１／１６英寸，出现
误差的片数低于２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ｎｄ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ｉ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６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ｎｏｍｉｎａｌ ２＂ ｏｆ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ｒ ｗｉｄｔｈ．
端头正方截齐为锯材的两端被修整成正方形。每２英寸名义厚度或宽度，加工的允许误差为
１／６４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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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ｍｍ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ｌ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ｓｎｉｐｅｄ， ｓｐｌｉｎｔｅｒｅｄ ｏｒ ｕｎｅｖｅｎ ｌｏｇ ｅｎｄｓ．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ｆｕ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ｆ ２＂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 ｏｖ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３＂ ａｎｄ ４＂，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 ｏｖ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５＂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 ｏｖ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截齐长度除非在合同中特别注明，依照规则生产出售的锯材均已截齐并去除断裂、开裂或不平
整的原木端头。它们必须被足尺截齐到规定长度，如果厚度小于２英寸，超长部分应小于３英
寸；如果厚度为３英寸和４英寸，超长部分应小于４英寸；如果厚度大于５英寸，超长部分应小于
６英寸。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ｏｃｃｕｒｓ ｗｈｅ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ｔｒｉｍｍ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ｏｒ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ｗｈｅ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ｃｕｔ ａｔ ａｎｙ ａｎｇ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ｓｑｕａｒｅ．
不当截齐指截齐后的锯材长度低于或超过标准长度，或端头被切成斜角且度数超过规定要求。
Ｄｏｇ Ｈｏｌｅｓ
钩孔
Ｄｏｇ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ｌｏｇｓ ｏｒ ｃａｎｔｓ ｂｙ ｄｏｇｓ， ｔｏｎｇｓ， ｔｕｒｎｅｒ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ｃｈ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Ｄｏｇ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钩孔指在原木或方胚在加工时被钉钩、夹钩、翻转钩或其它类似设备所损伤而产生的孔洞。
在锯材分级规则中，钩孔没有被明确规定，它对锯材的破坏影响，应根据等效的其它缺陷来
评价。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刨撕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ｏｒｎ ｏｕｔ ｉｎ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
Ｉｔ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ｐｉｒａｌ ｏｒ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ｒ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ｐ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ｔｏｏ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ｒ ｋｎｉｖｅｓ ｏｒ ｆｒｏｍ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ｔｏｏ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ｎ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ｒ ｈｅａｄｓ．
刨撕是指在锯材刨光中，刨光面下的的木材纤维被撕裂形成的沟痕。这一现象容易出现在节疤周
围、螺旋纹理、对角纹理和生长不规则处。也可以是由于刨花粉碎器离刨刀太远、或材料通过刨
刀的速度太快（相对而言刀片数量太少）而产生的。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ｋｉｌｎ ｄｒｙｉｎｇ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ｃａｎ，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Ｉｔ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ｈｅａｖｙ．
不适当的窑干也会导致刨撕的发生。刨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它可以被分为五个等级：轻
微、轻度、中等、严重、非常严重。
Ｌｏｏｓｅｎｅｄ Ｇｒａｉｎ
松脱纹理
Ｌｏｏｓｅｎ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ａ ｇｒａｉ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松脱纹理是在早晚材之间发生的纹理分离或疏松现象，尚没有发生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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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凹凸纹理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ａｎ ｕｎ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ｉ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ｗｏｏ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ｏｒｎ ｌｏ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ｔ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凹凸纹理是指刨光锯材的表面，早晚材之间的凹凸不平现象。较硬的晚材部分凸出于较软的早材
之上，但尚没有发生松脱。凹凸纹理分为：轻微、轻、中等、严重。
Ｔｏｒｎ， Ｌｏｏｓ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刨毛表面、松脱纹理、凹凸纹理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轻微						

１／６４ 英寸

Ｌｉｇｈｔ，轻度					

１／３２ 英寸

Ｍｅｄｉｕｍ，中等						

１／１６ 英寸

Ｈｅａｖｙ，严重					

１／８

Ｖｅｒｙ Ｈｅａｖｙ，非常严重				

＞１／８ 英寸

英寸

Ｋｎｉｆｅ Ｍａｒｋｓ
刀痕
Ｋｎｉｆｅ Ｍ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ｉｎｔｓ ｏｒ ｍａ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ｋｎ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Ｖｅｒｙ
ｓｌｉｇｈｔ Ｋｎｉｆｅ Ｍ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ａ 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ｅ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ｕｃｈ． Ｓｌｉｇｈｔ
Ｋｎｉｆｅ Ｍ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ｂｕ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ｎｏ ｕｎ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ｕ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ｒ ｋｎｉｖｅｓ．
刀痕是指刨刀在刨光锯材的表面上留下的痕迹。非常轻微的刀痕仅在适当视角才可以观察到，但
触摸时感觉完全光滑。轻度的刀痕容易观察到，但触摸表面时，没有明显的不平整。刀痕是由于
刨刀连接和安装不当所致。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机械灼焦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ｉｓ ａ ｄａｒ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ｄｕｅ ｔｏ 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ｋｎｉｖｅｓ ｏｒ ｒｏｌｌｓ ｗｈｅ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ｅｒ ｈｅａｄｓ ａ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ｒ ｂｙ ｆｅｅｄ ｒｏｌｌｓ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ｏｎ ｏｎｅ ｓｐｏｔ．
机械灼焦是指在加工过程中，锯材被卡住、而刀具或进料辊在某一固定位置上一直旋转，致使木
料局部温度过高而发生的锯材表面灼焦变黑。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ｉｔｅ
机啃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ｉｔｅ ｉｓ 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ｃ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ｋｎｉｖ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ｅｄ ｏｒ ｔａｉｌ ｐｌａｔ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ｌｉｎｅｄ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机啃是刀具在锯材端头过分刨切所形成的凹陷，通常是由于机床或出料台未能安装在同一水平面
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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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ｗｃｕｔｓ
锯缝
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ｓａｗｃｕｔ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Ｓａｗｃｕｔ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
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ｒｉｍｓａｗ （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ｏｏ ｓｌｏｗｌｙ， ｏｒ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ｏ ｓｏｏｎ ｅｔｃ）．
锯缝是指在锯材中间某一位置出现的意外锯缝。锯缝通常垂直于锯材的长度方向，一般是在截锯
时的误操作所造成（缩回太慢或伸出太快等）。
Ｓａｗｃｕｔｓ ｍａ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１） ｔｈｅ ｃｕｔ ｐａｓｓ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２） ｔｈｅ ｓａｗｃ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ａｓ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ｍａｙ ｅｘｔｅ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锯缝可能有两种情况：
（１） 锯缝在锯材的厚度方向上贯通，但在宽度方向上没有贯通；或
（２） 锯缝在厚度方向上没有贯通，在宽度上完全或不完全贯通。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偏斜锯材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ｐｉｅ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ｆｉｔ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ａｔ ａｌ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ｒ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ｌａｎ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ｆｏｒ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ｅｃｔ － ｎｏ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 ｉｓ ｗｈｅｎ ａ ｓｌｉｖｅｒ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ｔｉ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ｅ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ｉｔ．
偏斜锯材中，它们与相邻木料之间，不是所有的点都紧密接触，也就是两个相邻锯材的接触面不
在同一平面上。偏斜的情况可以由多中机械原因造成。一个常见的原因是，非机械性的，当一片
较细的锯材在通过刀具时被卡在加工台面上，就会产生偏斜。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ｏｕｇｅ
机械沟槽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ｏｕｇｅ ｉｓ ａ ｇｒｏｏｖｅ ｃ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ｕ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ｎ ｉｎｃｈ ｏｒ ｓｏ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机械沟槽是指由机器导致的、在加工线以下的凹槽，横跨锯材的整个宽面，长度通常为１ 英寸左
右，有时还伴随机械灼焦现象。
Ｃ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ａ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
边缘锯陷
Ａ Ｃ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ａ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ａｂｂｅｔｅｄ Ｅｄｇｅ） ｉｓ 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ｒ ｒｅｃｅｓｓ ｃｕ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ｒ ｅｄｇ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ｅｄ ｃｈｉｐｐｅｒ ｈｅａｄｓ．
边缘锯陷是指在锯材一侧或两侧、沿长度方向出现的条状凹形槽，是由于刨片机刀头对边不齐所
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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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ｂｌｅ Ａｒｂｏｕｒ Ｓａｗ－Ｓｔｅｐｓ
阶梯状偏移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ｒｂｏｕｒ Ｓａｗ－Ｓｔｅｐ ｏｃｃｕｒｓ ｗｈｅｎ ｔｗｏ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ｓａｗｓ ａｒｅ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ｅｄ ｉ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ｒｂｏｕｒ ｓａｗ ｓｅｔｕｐ．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如果双轴锯的上下锯片未能对齐安装，两锯片从两侧锯切同一锯材时就会产生阶梯状偏移，俗
称“爬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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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干燥缺陷
Ｃｈｅｃｋｓ
干裂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ｎ， ｔｈ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ｓ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 ｕｎ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ｓ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ｖ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ｄｒｙ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ｒｄ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ｋｉｌｎ．
干裂是指沿锯材长度方向的、细小的木质分离，通常垂直或穿过年轮，是由于木材表面水分蒸发
过快所导致。可描述为，当湿材暴露在阳光下时，其表面水分快速蒸发，而内部的含水率仍然处
于饱和状态，在内部未收缩的情况下出现表面收缩，从而产生表面裂缝。无论在堆场还是在干燥
窑中，都可以通过减缓和均匀干燥，来控制干裂的发生。
Ｒｏｌｌｅｒ Ｃｈｅｃｋｓ
卷压裂缝
Ａ Ｒｏｌｌｅｒ Ｃｈｅｃｋ ｉｓ ａ ｃｒ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ｃｕｐｐ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ｆｌａｔｔｅｎｅｄ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卷压裂缝是瓦弯木材被放置在机器卷轴之间压平时、在木材结构中所产生的裂缝。
Ｓｐｌｉｔ
劈裂
Ａ Ｓｐｌｉｔ ｉｓ ａ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ｒ ｂ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ｒ ｏｎ ａ ｃｕｐｐｅｄ ｂｏａｒｄ．
劈裂是由于木细胞撕裂而造成的、长度方向的、木材组织分离，通常是由端头的严重干裂，或刨
光机压迫瓦弯木材所引起的。
Ｗａｒｐ
翘曲
Ｗａｒｐ ｉｓ ａｎｙ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ｕｅ ｏｒ ｐｌ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ｏｗ， ｃｒｏｏｋ， ｃｕｐ ａｎｄ ｔｗｉｓｔ ｏｒ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ｏｆ． Ｗａｒｐ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ａｒｐ ａｓ ｉ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ｎ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ｒ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ｏｒｔ ｋｉｎｋ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ｉｅ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ｒｐ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ｓ ｓｅｔ ｆｏｒ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７５２．
翘曲是任何与真实或平整表面的偏差，包括平弯、侧弯、瓦变和扭曲或它们的组合。对翘曲的限
制是根据正常状态下翘曲的平均形态所制定的；如果出现任何与平均形态不同情况，例如短扭
结，应按照等效原则对其进行评估。包含两个或多个翘曲形态的，应按照它们的综合效果进行评
估，从而确定可允许的量。翘曲被分成非常轻微、轻微、中等和严重等几类，适用于不同等级不
同宽度和长度（ＮＬＧＡ７５２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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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ｐ
瓦弯
Ｃｕｐ ｉｓ ａ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ｅｄｇｅ ｔｏ ｅｄｇ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瓦弯是锯材表面与从一边至另一边所划直线的偏差。
Ｃｒｏｏｋ
侧弯
Ｃｒｏｏｋ ｉｓ ａ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ｅｄｇｅｗ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ｄ ｔｏ ｅｎｄ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侧弯是锯材侧面与从边缘一端至另一端所划直线的偏差。侧弯的测定是以离直线最远的点计算。
Ｂｏｗ
平弯
Ｂｏｗ ｉｓ ａ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ｌａｔｗ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ｄ ｔｏ ｅｎｄ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ｈｏｒｔ ｋｉｎｋｓ．
平弯是锯材平面与从一端至另一端所划水平方向直线的的偏差。平弯的测定是以离直线最远的点计
算。平弯中不包括短扭结。
Ｔｗｉｓｔ
扭曲
Ｔｗｉｓｔ ｉｓ ａ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ｌａｔｗｉｓｅ，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ｔｗ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ｗ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ｃｕｒｌ ｏｒ ｓｐｉ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ａｔ ｏｎｅ ｅｎｄ ｉ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ａ ｆｌａ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ｔｈ
ｅｄｇ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ｎｄ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ｓｎｕｇｌｙ．
扭曲是水平偏差、或水平偏差和边缘偏差的组合，以卷曲或螺旋形态出现。扭曲量是指当一个端顶
的两边均贴地平放时，另一端的边缘离开水平面的距离。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Ｃａｓｅ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ｏｒ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ｉｎｇ
皱缩、表面硬化或蜂窝裂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Ｃａｓｅ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ｉｎｇ ａ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ｋｉｌｎ ｄｒｙｉｎｇ．
皱缩、表面硬化和蜂窝裂都是由于在窑干过程中温度控制不当所引起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皱缩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ｗｏ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ｒｙ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ａｖｅｄ－ｉ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皱缩是在锯材干燥早期出现的严重细胞变形，锯材表面呈现下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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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表面硬化
Ｃａｓｅ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ｔ ｉｎ ｗｏ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ｆｉｂｒｅｓ （ｆａｃｅ）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ｆｉｂｒｅｓ （ｃｏｒｅ）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表面硬化是当木材存在应力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状态。锯材外部纤维（表面）存在压应力，而内部
纤维（核心）存在拉应力。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ｉｎｇ
蜂窝裂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ｉｎｇ ｉｓ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蜂窝裂是锯材中存在内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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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Ｌｏｇｓ
原木上不同锯材的出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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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NDED USE OF GRADES
不同锯材等级的目标用途
Ｎｏ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ｒｅ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ａｌｉｋｅ． Ｗｏｏｄ ｉｓ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ｈｏｓ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ｍａｙ ｖａｒｙ
ｗｉｄｅｌｙ． Ｗｏｏ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ｅｔｃ．
没有任何两块锯材会完全一样。木材是一种非均质的材料，其性状可以变异极大。木材的性状会
随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差异，如树种、气候、地理环境、生长条件和年龄等。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ｗｏｏｄ ｉｎ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ｅ ｓｏｒｔ ｉｔ ｉｎｔｏ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ｄ－ｕｓｅｓ ｉｎ ｍｉｎｄ． Ｂｙ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ｖａｌｕｅｓ．
为了将木材归类为较为均质的产品，我们将它按不同锯材等级进行归类。锯材等级都是为特定的
使用目的而建立的。通过将锯材归类到不同的等级，我们将锯材区分为具有相似外观和强度值的
不同产品类别。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ｌｓｏ ａｌｌｏｗ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ｇｒｏｕｐｓ．
锯材分级也可以使生产商尽可能地从木材中获得最大价值。从锯材分级的目的出发，可以将锯材
的等级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
Ｃｌｅａｒｓ —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ｋｎｏｔ－ｆｒｅ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ＮＬＧＡ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ｌｉｓ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ｒｏｕｇｈ ｇｒｅｅｎ Ｃｌｅａｒｓ ａ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ｒａ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Ｆｌｏｏｒｉｎｇ，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ｅｒｓ．
清材级 — 锯材中的外观等级，几乎无节疤，目的是用于需要将木材美观特性作为主要目标的场
合。例如，ＮＬＧＡ等级规则中毛面、潮湿清材的目标用途就是外观。根据这些规则分级的产品主
要用于内墙板、天花板、地板、家具，和旋切／刨切单板。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Ｌｕｍｂｅｒ —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ｈ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ｉｔ ｂｙ ｒｉｐｐ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ＬＧＡ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ｉｔ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ｒａ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ｗｉｎｄｏｗ ｓｔｏｃｋ．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ｏｐ ａｎｄ Ｆｌｉｔｃｈ ｇｒａｄｅｓ．
工厂级锯材 — 这个类型中的锯材是用于再加工的。在生产和评定工厂等级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是，购买者在再加工中，通过进一步的纵锯、横锯，可以从中获得清材锯块的百分率。ＮＬＧＡ将
工厂等级的分级目的称为锯切质量（清材出材率）。有些根据这些规则分级的产品的最终用途非常
具体，如门料和窗料。其它一些工厂等级，如车间级和大料级，则用途相对广泛。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ｉ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ｂｅ ｕｓｅｄ ｏｎ ｅｄｇｅ， ｏｎ ｆｌａｔ， ｏｒ ｉｎ 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ｋｎ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ｌｌ ＮＬＧ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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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ＮＬＧＡ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建筑类型锯材 — 目的是使用在建筑结构中。根据产品被使用的结构类型的不同，使用不同规则
对锯材进行分级。建筑类型锯材中，影响强度性状的一个因素就是锯材的设计使用方向。也就是
说，锯材将被以边立、平面或直立使用。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要求建筑材料必须有明确的强
度性状。为此，所有ＮＬＧＡ规格材（结构材）等级都有公开颁布的强度值。ＮＬＧＡ将建筑类型锯材
的分级目的归结为强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２＂ ｔｏ ４＂ ｔｈｉｃｋ． Ｌｉｋ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ｆａ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ｚ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规格材 — 为２英寸至４英寸厚的建筑类型锯材。与其它以强度分级的材料一样，最差面决定等
级。规格材含有多少节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疤的尺寸、质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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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RULE EXPLAN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等级规则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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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R-LIST GRADING AND DRESSING RULES
出口R-目录分级和表面加工规则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适用于除西部红柏之外的所有树种）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Ｒ Ｌｉｓｔ． Ｔｈｉｓ Ｒｕｌｅ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ｕｓ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Ｍｏｓ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ｐ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ｕｇｈ ｓｔａｔｅ．
通常称为Ｒ－目录。这一规则是为满足出口市场的要求而制定的，目前在卑诗省的沿岸地区仍在
广泛使用。在这类规则下，大部分锯材以毛面状态出售。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２级清材及以上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３级清材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４级清材
Ｆａｃｅｓ Ｇｒａｄｅｄ
评级面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ｓｉｚｅｓ．
所有尺寸的锯材中，评级均以最好面和两个相邻的半边。
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尺寸类型
Ｔｈ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允许缺陷的尺寸随锯材的厚度而不同。通常，厚度越大，单个缺陷的允许尺寸越大。尺寸类
型为：
Ａ．

Ｕｎｄｅｒ ３＂
小于３英寸

Ｂ．

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５＂
３英寸及以上，小于５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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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５＂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５英寸及以上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所有树种与西部红柏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ａ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ｈｉｔｅ 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 Ｌｉｓｔ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ｆｏ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沿岸树种（花旗松、西特加云杉、西部铁杉、西部白松）的分级和西部红柏的分级有各自不同的条
款。西部红柏与其它树种非常不同，所以被单独处理。在Ｒ－目录中没有列出的所有其它树种均
按照花旗松的条款进行分级。西部红柏的等级规则单独列出。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允许缺陷的数量随锯材的宽度和长度而不同。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８＂ ｘ １２＇
基本尺寸：８英寸 ｘ １２英尺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８＂ ｗｉｄｅ ｂｙ １２＇ 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ｏ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
ｆｅｗ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ｐｉｅｃｅ ４＂ ｘ １２＇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ｍｉｔ ｏｎｌｙ ｏｎ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对各等级允许缺陷的表述均基于８英寸宽、１２英尺长的锯材。它被称为该等级的基本尺寸。较大
尺寸的锯材允许较多的缺陷，较小尺寸的锯材允许较少的缺陷。一块４英寸ｘ１２英尺的锯材的尺寸
为基本尺寸的一半，所允许的缺陷也为规定缺陷的一半。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ｉ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ｘ ｗｉｄｔｈ）．
一块锯材的尺寸通常以表面单位（长 ｘ 宽）表示。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ｉｓ ９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ｉｔｓ （ＳＵ） ｉ．ｅ． ８＂ ｘ １２＇ ＝ ９６ ＳＵ
一个基本尺寸为９６表面单位（ＳＵ），即：８英寸 ｘ １２英尺 ＝ ９６表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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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４＂ ｘ １２＇ ｉｓ ４８ ＳＵ
一块４英寸 ｘ １２英尺的锯材为 ４８表面单位。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ｓ：
一些尺寸示例：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正面和反面的允许值均有明确规定。
Ｏｎ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ｚｅｒｏ （０）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ｆｏｕｒ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８ － １／２＂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１０ － 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在一个基本尺寸的锯材上，２级清材及以上允许正面零个（０）节疤、反面４个节疤。３级清材允许正面４
个节疤、反面５个节疤。４级清材及以上允许正面８个１／２英寸节疤、反面１０个 １／２英寸节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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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２．５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ｄｏｗ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Ａ ｔｈｉｒｄ ｋｎｏ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ｏｖｅｒ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如果一块锯材的尺寸决定了它可以允许２．５个缺陷，那３个缺陷也可以认可。但对于节疤数量而
言，不允许如此推算。即使另两个节疤均小于最大规定尺寸，第三个节疤的尺寸最大也不能超过
允许尺寸的１／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
示例：
Ｉｎ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 ３＂ ｔｈｉｃｋ）， ｆｏｕｒ － １＂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３级清材（厚度小于３英寸），一块基本尺寸锯材允许４个１英寸的节疤。
Ｉｎ ａ ２ ｘ ８ － ８＇：
在一块 ２ ｘ ８ － ８英尺

２个最大为１英寸的节疤和１个大约１１／１６英寸或较小的节疤 （总共３个节疤）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ｋｎｏ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即使其它节疤小于最大尺寸，第三个节疤的尺寸也不能超过。
ＮＢ：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ａ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ｔｏ ａ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ｉｎ ８ｔｈｓ， １６ｔｈｓ ｅｔｃ．，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ｃｈ， ｉ．ｅ．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ｈｓ， ．６７ ｘ ８ ＝ ５．４ ｏｒ ５／８ｔｈｓ； ｉｎ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ｓ， ．６７ ｘ １６ ＝
１０．７ ｏｒ １１／１６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ｉｒ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ｓ， ．６７ ｘ ３２ ＝ ２１．４ ｏｒ ２１／３２ｎｄｓ； ｉｎ ｓｉｘｔｙ－ｆｏｕｒｔｈｓ； ．６７ ｘ ６４ ＝
４２．９ ｏｒ ４３／６４ｔｈｓ． Ｉ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１／１６ｔｈ．

提示：

将小数单位的节疤尺寸换算为分母为８、１６等的分数单位时，将小数乘以所需英寸
分数的分母，如分母为８，０．６７ ｘ ８ ＝ ５．４，或５／８；如分母为１６，０．６７ ｘ １６ ＝ １０．７，或
１１／１６；如分母为３２，０．６７ ｘ ３２ ＝ ２１．４，或２１／３２；如分母为６４，０．６７ ｘ ６４ ＝ ４２．９，或
４３／６４。通常，１／１６单位已经足够使用。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ｅｘｃｅｐｔ ｏｎ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ｎ ｅｘｔｒａ
ｐｏｃｋｅｔ （ｓｅｅ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不可以用较小尺寸等效换算的方法来接受超过规定数量的缺陷，树脂／皮囊例外。如果树脂／皮囊
总长度小于基本的允许值时，允许接受一个额外的树脂／皮囊。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４级清材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ｏｓｅ ｒａｒ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ｌｌ ｏ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ｏｒｍ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所有允许在４级清材上出现的缺陷可以以最大程度、与其它缺陷以任何组合形式出现在某一锯材
上。举例来说，一块锯材上可以出现最大允许尺寸的节疤和最大允许尺寸的树脂／皮囊。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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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也明确排除了那些不常见情况，及所有或几乎所有缺陷都以最大值出现在一些板块上，使得
其使用性能受到影响。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节疤测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Ｋｎｏｔｓ ｎｅｅｄ ｏｎｌｙ ｂｅ 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Ｎｏ ２ ａｎｄ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ｉ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ａｎ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在锯材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锯材窄面上的节疤的宽度不可以超过节疤尺寸允许值。但在４级清
材窄面上的节疤可以忽略。２级清材和３级清材上节疤只须为健全节（即可以为松动节），４级清材中
的节疤可以为任何质量。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以平均直径测量节疤

Ｗｈｅｎ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 ｏｃｃｕ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只要节疤之间存在任何数量的木材组织，它们将被视为两个节疤。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ａｓ ｉ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Ｅ ａｎｄ Ｆ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如下示例Ｅ和Ｆ中，仅测量窄面上节疤的宽度。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ｂｏｔｈ ｈａｌ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ｚｅ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ａｓ ｉ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Ｂ ａｎｄ Ｅ．
如示例Ｂ和Ｅ所示，窄面上跨越上下两半的节疤须计入，节疤数量和尺寸计入两个宽面的允许
值中。
Ｋｎｏ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节疤示例

76

EXPORT R-LIST GRADING AND DRESSING RULES 出口R-目录分级和表面加工规则

Ｋｎｏｔ Ａ
节疤 Ａ
－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ｔｏ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 贯通节疤，它使得该锯材最高只能为３级清材。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窄面上，限定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
Ｋｎｏｔ Ｂ
节疤 Ｂ
－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 贯通节疤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ｔ ｃｏｕｎｔｓ ａｓ ｔｗ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ｐｌｕｓ ｏ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窄面上，限定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该节疤在较好面上计为两个缺陷，
另外在反面还须计一个缺陷。
Ｋｎｏｔ Ｃ
节疤 Ｃ
－ ｎｏｔ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ｂｕｔ ｃｏｕｎｔｓ ａｓ ２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 非贯通节疤，在较好面上计为两个节疤。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窄面上，限定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
Ｋｎｏｔ Ｄ
节疤 Ｄ
－ Ｎｏｔ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 非贯通节疤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窄面上，限定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
Ｋｎｏｔ Ｅ
节疤 Ｅ
－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 贯通节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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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ｉｎ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ａ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３级清材窄面上，限定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在４级清材窄面上，节疤
尺寸可以忽略。
Ｋｎｏｔ Ｆ
节疤Ｆ
－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 贯通节疤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在宽面上测量平均直径。在窄面上，限定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
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脂／皮囊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８＂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ｉｎ Ｎｏ ２ ／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 ３＂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２５％ ｗｉｄｅｒ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Ｐｏｃｋｅｔ ｗｉｄｔｈ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ｏｒ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在厚度３英寸以下的２级和３级清材中、及所有厚度的４级清材中，树脂／皮囊的限定宽度为１／８英
寸。在４级清材的背面，树脂／皮囊的宽度可放宽２５％。在厚度３英寸及以上的２级和３级清材中，树
脂／皮囊的宽度没有限制（合理范围内）。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ｉｎ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 ３＂．
在厚度３英寸以下的２级中，只能有一个树脂／皮囊是贯通性的（从一个宽面到另一个宽面）。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Ｒ Ｌｉｓｔ Ｃｌｅａｒｓ
Ｒ－目录清材中树脂／皮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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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脂／皮囊评估
Ｆｏｒ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３ ｒｕｌｅｓ ａｐｐｌｙ：
以基本尺寸锯材为例，使用下列三个原则：
１ｓｔ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ｏ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ｐｏｃｋｅｔ

第一

找出最大的树脂／皮囊，确认哪一个等级可以接纳

２ｎｄ

Ｃｏｕｎｔ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

第二

数算出树脂／皮囊的总数量，确认哪一个等级可以接纳

３ｒ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ｇｒａｄｅ

第三

算出所有树脂／皮囊的总长度，确定等级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Ｎｏ ２ ／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ｓ
２级和３级清材中等效小尺寸树脂／皮囊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３＂ ｔｈｉｃｋ， ｏｎｅ ｅｘｔｒａ ｐｏｃｋｅｔ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在厚度３英寸以下的锯材中，如果总长度等效，允许额外增加一个树脂／皮囊。
Ｅｘａｍｐｌｅ：
示例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３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１／８＂ ｘ ４＂） ｏｒ 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
２级清材正面允许３个小树脂／皮囊（１／８英寸 ｘ ４英寸）或４个稍小但等效的树脂／皮囊。因此，一块基
本尺寸的锯材可以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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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ｗｏ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ｎｌ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在厚度３英寸及以上的锯材中，如果总长度等效，允许额外增加两个树脂／皮囊。这两个额外的树
脂／皮囊只允许出现在窄面上，而且不得超过总允许长度。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 ａｓ ｐ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ｔａｂｌｅ）
３级清材中可偶尔出现超长树脂／皮囊（数量以各等级表为准）
Ｉｎ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ｏｎ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ｍａｙ ｂ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在３级清材中，允许一个树脂／皮囊可以超过规定的基本值，至最大规定值，但不可超过该等级和
尺寸所允许的总长度。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 （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此时，允许一个超长的树脂／皮囊或额外多一个树脂／皮囊 （如上所述）。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５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１／８＂ ｘ 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ｆｏｒ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０＂ （５ ｘ ４＂）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
ｌｅｎｇｔｈ．
示例：３级清材允许在背面有５个小树脂／皮囊（１／８英寸 ｘ ４英寸），即允许树脂／皮囊的总长度为２０英
寸 （５ ｘ ４英寸）。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ａ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因此，在一块基本尺寸的锯材上，允许在３级清材中出现下列数量和尺寸的树脂／皮囊。

ａ） ｐｉｅｃｅ ｈａｓ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ｃｋｅｔ ｃｏｕｎｔ （５） ｏｒ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２０＂）．
该块锯材有一个超长的树脂／皮囊，但没有超过规定数量（５个）和总长度（２０英寸）。
ｂ） ｐｉｅｃｅ ｈａｓ ｏｎ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 （６）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 ｏｒ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该块锯材有一个额外的树脂／皮囊（６个），但没有超长的树脂／皮囊、也没有超过允许的总长度
（２０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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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ｐｉｅｃｅ ｈａ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ｏ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ｌｌｏｗｅｄ．
该块锯材有一个超长的树脂／皮囊、及一个额外的树脂／皮囊，但没有超过允许的总长度。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４级清材中的树脂／皮囊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ｌ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ｕｌｄ ｔｏｔａｌ ４０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５０ ｉｎｃｈｅｓ．
４级清材没有限制树脂／皮囊的数量，只对单个长度和总长度有限制。基本尺寸的４级清材允许其表
面有４０英寸、背面有５０英寸的树脂／皮囊。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Ｒ Ｌｉｓｔ ｃｌｅａｒｓ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ｎｄ ｍｕｓ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在Ｒ－目录清材等级中，生长率在最长半径线中间３英寸中测算。最好端必须符合等级的要求。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率的计算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ａｔ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平纹

确定髓心的可能位置，在垂直于年轮的方向划一条最长的半径线。沿这条线数出
年轮总数、除以半径线长度，即可得出每英寸的年轮数。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ｆ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ｔ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ｂｙ ３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直纹

在垂直于年轮的方向划一条最长的半径线，在该半径线
中间３英寸内数出年轮总数。将该数除以３即可得出每英寸的年轮数。

Ａｎｇｌｅ Ｇｒ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ｔ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ｂｙ ３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角纹

在垂直于年轮的方向划一条最长的半径线，在该半径线
中间３英寸内数出年轮总数。将该数除以３即可得出每英寸的年轮数。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生长率的允许值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６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２级清材要求每英寸６个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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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３级清材要求每英寸４个年轮。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ｈａｓ ｎ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４级清材没有规定要求。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纹理斜度
Ａ ｔｅｒｍ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ｈａｔ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ｒｅｓ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ａ ｌｉｎ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是一个用来描述木纤维与锯材边缘平行线偏离程度的术语。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 ｒａｔｉｏ （ｉｅ １ ｉｎ ８ ｏｒ １ ｉｎ ６）
偏离程度以比率表示（如１／８或１／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在锯材最差处测量纹理斜度。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ｔａｐ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ａｂｏｖｅ）．
将尺子与最斜纹理平行放置，从锯材一侧量至另一侧（上图点线）。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２４＂）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６＂）．
将这个测量值（２４英寸）除以该锯材的名义宽度（６英寸）就可以得出纹理斜度。
２４ ／ ６ ＝ ４， ｓｏ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 １ ｉｎ ４
２４ ／ ６ ＝ ４，因此纹理斜度 ＝ １／４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 Ｌｉｓｔ Ｃｌｅａｒｓ
Ｒ－目录清材等级中纹理斜度的允许值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ｌｌｏｗｓ ａ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１ ｉｎ ８
２级清材及以上纹理斜度的允许值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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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ａｌｌｏｗｓ １ ｉｎ ６
３级清材纹理斜度的允许值为１／６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ａｌｌｏｗｓ １ ｉｎ ４
４级清材纹理斜度的允许值为１／４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ｉｓ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ｅ．
可以允许针孔虫眼的最高等级是４级清材。发生在窄面的针孔虫眼计入相应的表面。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１５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允许每平方英尺１５个，在锯材的整个长度内均可出现，或等效。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２５％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ｌｌｏｗｓ １９ ｐｉｎｈｏｌｅ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ａｌｌｏｗｓ ３８
ｐｉｎｈｏｌ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ｓｉｚ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允许在最差的一个平方英尺内，针孔虫眼数量比规定值高２５％。这表示在表面最差的一个平方英
尺内，允许针孔虫眼的数量最多可达１９个；背面最差的一个平方英尺内，允许针孔虫眼的数量最
多可达３８个，但全长范围内的总数不能超过该尺寸锯材的允许数量。
Ｗａｎｅ
钝棱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ｉｓ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可以允许钝棱的最高等级是４级清材。
Ｗｈ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ｗａｎ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评价钝棱时，宽面和窄面要分开考虑。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ｉ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宽面上的钝棱根据它占据的面积来评价。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窄面上的钝棱根据它影响的厚度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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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ｎ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ｙ
钝棱等效性的示例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宽面上的钝棱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ｅ １／８ ｗｉｄｔｈ， １／６ ｌｅｎｇｔ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ｎ ａ ２ｘ８－１２＇， １／８ ｗｉｄｔｈ
ｅｑｕａｌｓ １＂ ａｎｄ １／６ ｌｅｎｇｔｈ ｅｑｕａｌｓ ２＇ （２４＂） ｗｈｉｃｈ ｅｑｕａｔｅｓ ｔｏ ２４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ａｎ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ｆ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２４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宽面上的钝棱可以是与规定钝棱（即１／８宽度，１／６长度）面积等效的其它钝棱。例如：在一块
２ｘ８－１２的锯材上，１／８ 宽度等于１英寸，１／６ 长度等于２英尺（２４英寸），即面积为２４ 平方英寸。因
此钝棱可以为任何宽度和长度的组合，只要其面积不超过２４ 平方英寸即可。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窄面上的钝棱
Ｍａｙ ｎｅｖｅｒ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１／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ｅ．
不可以超过允许深度（１／４厚度），但可以允许钝棱在全长范围内以最大深度出现。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背面上的钝棱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５０％ ｍｏｒｅ ｗａｎ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允许比最好面多５０％的面积。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５０％ ｍｏｒ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ｕｐ ｔｏ ３／８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允许窄面上钝棱深度大５０％（最大可达 ３／８ 厚度）。
Ｃｕｔ－Ｏｕｔｓ
（待锯除） 废料
Ａ ４＂ Ｃｕｔ－Ｏｕ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所有厚度的４级清材中，允许有一块４英寸长的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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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１２＇ ｌｏｎｇ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４＇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该锯材必须为１２英尺或更长，而且废料必须距任意一端４英尺以上。
Ａ １＇ Ｃｕｔ－Ｏｕ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Ｎｏ ２ ａｎｄ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ｏｎｌｙ ｉｎ ５＂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ｓｔｏｃｋ．
在２级和３级清材、厚度为５英寸或以上的材料中，允许有一块１英寸长的废料。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１８＇ ｌｏｎｇ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８＇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该锯材必须为１８英尺或更长，而且废料必须距任意一端８英尺以上。
Ｉｎ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 ｐｉｅｃｅ （ｏ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ｍｅｒｉｔ．
在２级清材及以上这一等级中，锯除废料后得到的任意一块锯材（在废料的任意一侧）的自身质量必
须也能达到该等级。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 Ｃｕｔ－Ｏｕｔ ｉｎ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示例，４级清材中的废料

Ｈｏｌｅｓ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孔洞（节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ｔｏ ｐｅｒｍｉｔ ｈｏ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ｃａｕｓｅ） ｉｓ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Ｏｎｅ １／４＂ ｈｏ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１／２＂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ｐ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可以允许孔洞（任何原因引起的）的最高等级是４级清材。每一个基本尺寸正面允许有一个１／４英寸
的孔洞、背面允许有两个１／２英寸的孔洞。允许任何数量的等效小孔洞。
Ｇｒｕｂ ａｎｄ／ｏｒ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ｂｏｖｅ．
虫孔和海虫孔的评级方法与上同。
Ｓｔａｉｎ
变色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ｔｉ－ｓａｐ ｓｔａｉ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ｓ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ｒｉｇｈｔ ｓａｐ ｉｓ ｎｏｔ ａ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ａｎｙ ｇｒａｄｅ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
通常假定，对锯材均进行过边材防变色处理，所以在任何等级中，正常、光亮的边材都不被当成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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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Ｓｔａｉｎ ｏｆ ａｎｙ ｔｙｐ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ｒ ｂａｃｋ ｏｆ ａ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在２级清材中，无论正面或背面都不允许有任何变色。
Ｓａｐ Ｓｔａｉｎ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３级清材表面允许的边材变色随厚度而变化，如下表所示：

Ｉ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ａｎｄ Ｓｉｔｋａ Ｓｐｒｕｃｅ，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ｏ ｉｆ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ｐ ｉ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ｓ ａｂｏｖｅ．
在花旗松和锡特加云杉中，“边材变色”受到限制，如果边材任何一处有变色，全部表面的边材将
受到如上所述的限制。
Ｉ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Ｓａｐ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ａｔ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在西部铁杉中，边材变色受到如上所述的限制，但只考虑边材中实际变色的部分。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ｌｉｇｈｔ＂ （２５％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ｉｎ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在３级清材中，心材变色限定只能为“轻度”（正面的２５％，中等变色）。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ａｉｎ．
４级清材允许任何数量的中等心材变色。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树脂斑
Ａ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在２级清材及以上和３级清材中，树脂斑可以被视为树脂／皮囊的等效缺陷，允许其尺寸为树脂／皮
囊允许值的两倍。
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Ｒ Ｌｉｓｔ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ｅｒ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ｐｌ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ｎｄｓ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ｌｌ ｓｐｌｉ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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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目录只允许每块锯材出现一个最大允许尺寸的劈裂。在同一端或另一端的多个劈裂只有在其
长度总和仍然符合等级要求时才允许。长度是指在两个面上延伸长度的平均值。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ｕｎｄｅｒ 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ｐｌｉｔｓ ｔｏ １／２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厚度３英寸以下的２级清材中，劈裂的总长度最大为锯材宽度的１／２。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Ｎｏ ３ ａｎｄ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ｅｒｍｉｔ ｓｐｌｉｔｓ ｔｏｔ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厚度３英寸以上的２级清材、所有厚度的３级和４级清材中，允许劈裂总长度为锯材的宽度。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ｓｐｌ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劈裂长度是指在两个面上测量值的平均值。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 Ｓｐｌｉｔ
劈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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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 Ｒ－ＬＩＳＴ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出口Ｒ－目录分级和表面加工规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ｏｎｌｙ）
（仅适用于西部红柏）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２级清材及以上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４级清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等级评估和总体注释
Ａｌｌ ｔｈｅ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 Ｌｉｓｔ Ｃｌ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除了下列情况外，针对Ｒ－目录所有其它树种清材的注释和解释对西部红柏同样适用。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ｔｗｏ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Ｒ Ｌｉｓｔ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Ｃｌｅａｒｓ，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ａｒａ ４０１） ａｎｄ
Ｎｏ ４ Ｃｌｅａ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ｈａｓ ｎｏ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Ｒ－目录中，西部红柏仅有两个清材等级，２级清材及以上（４０１款）和４级清材；西部红柏中没有３级
清材。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ｔｗｏ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３＂ ａｎｄ 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厚度类型仅有两种：３英寸以下和３英寸及以上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中允许的缺陷数量
Ａ ｔｒｕｅ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ｐｅｒ ｔｈｅ １５％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真正的２级清材正面允许３个缺陷，背面允许４个缺陷。然而，根据１５％条款（见下文），也可以接受正
面有４个缺陷。
Ａ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ｆｏｒ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１５％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ａｙ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Ｎｏ ３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１５％ ｏｆ ａ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ｆｔ ｋｎｏｔ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ｍａ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对于２级清材及以上，存在一个所谓的“１５％条款”（这部分地补偿了缺乏３级清材的状况），它规
定在一批出货中允许１５％的锯材在正面含有４个缺陷、而且规则允许的软节可以出现在正面。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５％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ｅ． ａｌｌｏｗ ｓｏｆｔ ｋｎｏｔｓ （１／２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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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级课程中，１５％条款的规定可在每一块锯材上使用，即允许软节（健全固定节尺寸的１／２）出现在
２级清材的正面。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在２级清材及以上等级中，允许健全固定节出现在正面。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ｓｏｆｔ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ｆ １／２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ｓ．
允许西部红柏特有的软节，但允许尺寸为健全固定节尺寸的１／２。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在２级清材中，正面和背面的节疤尺寸是分别规定的。
Ｉｎ ｕｎｄｅｒ 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３／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在厚度３英寸以下的材料中，正面允许的节疤尺寸为１／２英寸，背面为３／４英寸。
Ｉｎ 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３／４＂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ａ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ｓｅ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在厚度为３英寸及以上的类型中，２级清材正面允许的节疤尺寸为３／４英寸。对于２级清材的背面，
参见下列原则：
— ｐｅｒｍｉｔ ａ １＂ ｋｎｏｔ ｏｎ ａ ３＂ ｔｈｉｃｋ ｐｉｅ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ｔｏ ａ ２＂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ａ ６＂ ｔｈｉｃｋ ｐｉｅｃｅ．
— 在３英寸厚的材料中允许一个１英寸的节疤，随后按比例增加，最后，在６英寸厚的材料中允许一
个２英寸的节疤。
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脂／皮囊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ｌｉｓ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ｏ ２ Ｃｌｅ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ｕｌｅｓ．
在２级清材中，树脂／皮囊没有被列为一种缺陷。然而，偶尔会出现有树皮囊的材料，这时可以使
用“所有其它树种”的规则对它们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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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PARA 108 INDUSTRIAL CLEARS
NLGA 108款 工业清材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适用于除西部红柏之外的所有树种）
２＂ ｔｈｉｎｎｅｒ， ３＂ ＆ ｗｉｄｅ
厚度２英寸以下，宽度３英寸及以上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Ｂ及以上级清材
Ｃ Ｃｌｅａｒ
Ｃ级清材
Ｄ Ｃｌｅａｒ
Ｄ级清材
									
Ｆａｃｅｓ Ｇｒａｄｅｄ
评级面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ｏ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Ｃ Ｃｌｅａｒ， ｏｒ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评级以最好面为基础，反面可以低一个等级，除非在Ｂ级清材及以上、Ｃ级清材，或Ｄ级清材中对背
面某些缺陷的允许值做了明确的规定。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ｆａｃ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ｏｗｅｒ：
一块锯材的等级就是其最好面的等级，除非其背面比正面低一个等级以上。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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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２＂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ｎｅｒ：
厚度２英寸及以下：
ｐｉｅｃｅｓ ５＂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ｅｄｇｅｓ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宽度５英寸及以下，最好面及两边（两个侧面上的缺陷视同出现在最好面）。
ｐｉｅｃｅｓ ６＂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宽度６英寸及以上，最好面及一边。另一边上的缺陷可视同出现在背面。

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ｙｉｅｌ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这一规则允许分级员将最好面与任意一边组合，以评出尽可能高的等级。
Ｉｎ ２ １／４＂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厚度２ １／４英寸及以上：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最好面与两个窄面相邻的一半。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ｉｓ ８＂ ｘ １２＇
基本尺寸：８英寸 ｘ １２英尺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Ｓｉｚｅ
刨光到规定尺寸之前的加工余量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ＫＤ Ｓ２Ｓ ｃｌｅａｒｓ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ｅｐ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ｉｄｔｈ （ｓｅｅ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２０Ｂ）． Ａ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１６＂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ｄｒｅｓｓ ｏｆ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ｄｇｅ
（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ｄｇｅ）． Ａｎｙ ｅｘｃｅｓ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ｄｇ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窑干的两面刨光清材中，允许存在材料被加工到规定宽度时可去除的缺陷（见ＮＬＧＡ ８２０Ｂ款）。对
于内边（最好边被称为内边），必须为加工留１／１６英寸的余量。在最后的刨光加工中，另一边的多
余材料都将被去除，所以如果其中有任何缺陷都可以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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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ｏｆｆ ａｒｅ ｗａｎｅ， ｅｄｇｅ ｂｒｕｉｓｅｓ，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ｓ，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ｐｓ．
通常，可以在加工中被去处的缺陷为钝棱、边缘擦伤、边缘脱节、节疤孔、漏刨等。
Ｄｏ ｎｏｔ ｄｒｅｓｓ ｏｆ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ｉｔｃｈ ｏｒ ｂａｒｋ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ｎ ｏｒ ｇｒｕｂ／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ａｒ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对于不能确定其完整范围的缺陷，如树脂囊、树皮囊、针孔虫眼、虫眼／海虫眼等，不可以假定它
们会在加工中被去除，除非它们仅在材料的角上而且两面可见。
Ｄｏ ｎｏｔ ｄｒｅｓｓ ｏｆ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ｓｔａ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ｅｔｃ．
不可以假定节疤、树脂斑、变色、白斑朽、干裂等缺陷会在加工中被去除。
Ｎｏ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ｆ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ｒｏｕｇｈ ｌｕｍｂｅｒ．
在毛面锯材中，不允许存在缺陷的加工余量。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ｆ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可加工去除的余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Ｓ２Ｓ）．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ｆｔ 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ｉｄｔｈ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２０ｃ．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ｙ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ａｌ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ｎａｌ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ａｒｅ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ｏｆｆ＂ ｏｒ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ｏｕｔ＂．
工业清材通常为两面刨光（Ｓ２Ｓ）。两边为未刨光的毛面。它的等级规则假定所有的材料都将加工
到ＮＬＧＡ８２０ｃ款所规定的宽度。一些缺陷会在最终的表面加工过程中被去除或减轻。所以，这
些缺陷是根据最终表面加工后的效果来评价的。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被去除的缺陷被描述为“被
加工掉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ｏｓ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ｊｕｄｇｅｄ （ｉ．ｅ． ｐｉｔ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ｓｔａｉｎ， ｅｔｃ．），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ｏｆｆ．
不能确定其完整范围的缺陷（如树脂斑、白斑朽、变色等），不会被加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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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ｒｇ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ｃａ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ｄｒｅｓｓ ｏｆ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ｇｒｕｂ ｈｏｌｅｓ
ｏｒ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ｊｕｄｇｅ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ｏｆｆ．
应提醒学员，在试图“加工掉”树脂囊、树皮囊、针孔虫眼、虫眼／海虫眼等，必须小心。因为
不能确定这些缺陷的完整范围，不可以假定它们会在加工中被去除。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ｏ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ｙ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ｉｄｔｈ．
可以清楚预测缺陷的全部影响范围、而且可以在加工至标准宽度时被去除。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计算允许缺陷的尺寸和数量（在非基本尺寸锯材中）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ｖａｒｙ 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ｎｌｙ：
一些缺陷的允许尺寸和数量随锯材的尺寸而变化。这一规定只适用于下列缺陷：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脂囊／树皮囊
Ｃｈｅｃｋｓ
干裂
Ｐｉｎ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Ｈｏｌｅｓ
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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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要确定一块不是基本尺寸的材料的允许缺陷的数量，使用下列公式：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８ ｋｎｏｔｓ ｔｏｔａｌｌｉｎｇ ４＂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示例： Ｄ级清材正面，每个基本尺寸允许８个、总尺寸为４英寸的节疤。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２ ｘ ６ － １２＇ ：
在一块 ２ ｘ ６ － １２英尺的材料中：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２．５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ｗｏ （２）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１ ｈａｌｆ 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ｔｏｔａｌ．
如果上述计算得出一个带分数的结果如２．５，此时规则允许的总缺陷数等于２个全尺寸的缺陷和一个
尺寸为一半的缺陷。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２ ｘ ６ － １０＇ ， ｆｏｒ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在一块 ２ ｘ ６ － １０英尺的材料中， 对于全尺寸的缺陷：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２ １／２ － １＂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ｑｕａｔｅｓ ｔｏ ２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ｋｎｏｔｓ （１＂） ｐｌｕｓ １－ １／２＂
ｋｎｏｔ．
在上述例子中，可以允许２．５个１英寸的节疤，它等于２个足尺寸的节疤（１英寸）加一个１／２英寸的
节疤。
Ｗｈｅｎ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ｋｎｏ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２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０．５）， ｉｅ ２ － １＂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１ － １／２＂
ｋ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ｎｙ ３ ｋｎｏ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２．５＂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１＂ ｏｒ ｌｅｓ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当两个节疤为足尺寸时，第三个节疤不能超过足尺寸的１／２（０．５），即２个１英寸节疤和１个 １／２英寸节
疤。或者，可允许三个总量为２．５英寸节疤、但单个节疤的尺寸不能超过１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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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ｏｔａｌｌｉｎｇ ２ １／２＂ ｏｒ ｌｅｓ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ｎｏ ｓｉｎｇｌｅ ｋ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１＂）．
可允许５个节疤的组合，但其总量要等于或小于２．５英寸节疤、单个节疤的尺寸不能超过１英寸。
Ｗｈｅ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当允许缺陷以等效但较小的尺寸出现时，如果其尺寸总量不超过允许的尺寸总量、单个缺陷的尺
寸也小于允许的尺寸，则可以允许其数量有所增加。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ｏｔａｌｌｉｎｇ ５ ｉ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示例：Ｄ级清材，背面，允许总量为５英寸的节疤。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７ｔｈ ｋｎｏ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 １／８＂
注：第７个节疤只能为允许节疤尺寸的１／４，即１／８英寸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Ｋｎｏｔｓ
等效较小尺寸节疤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 ｋｎｏｔｓ ｉｓ ｅｉｇｈｔ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ｄｏｗ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ｅ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１０ －１／４＂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规则允许８个较小的等效的节疤（每个基本尺寸），至此节疤不能再拆分为更小的等效节疤，即不可以
允许１０个１／４英寸的等效节疤。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ｆ ｙｏｕ ｗｅ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２ １／２＂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ｋｎｏ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ｋｎｏ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示例：如果允许２ １／２英寸的节疤总量，则下列节疤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
１ － １＂ ｋｎｏｔ ｐｌｕｓ ２ － ３／４＂ ｋｎｏｔｓ
１个１英寸节疤加２个３／４英寸节疤
２ － １／２＂ ｋｎｏｔｓ ｐｌｕｓ ２ － ３／４＂ ｋｎｏｔｓ
２个１／２英寸节疤加２个 ３／４英寸节疤
５ － １／２＂ ｋｎｏｔｓ
５个１／２英寸节疤

NLGA 108 款 工业清材 NLGA PARA 108 INDUSTRIAL CLEARS

95

Ｋ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ｐｅｒ Ｆａ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工业清材中每面的节疤允许值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Ｃ Ｃｌｅａｒ
Ｃ级清材中的节疤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ｉｓ Ｃ Ｃｌｅａｒ．
允许节疤出现在正面的最高等级为Ｃ级清材。
Ｃ Ｃｌｅａｒ ｋｎｏ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Ｃ级清材中的节疤必须为健全固定节。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ｄ Ｃ 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基本尺寸Ｃ级清材的正面允许：
２ ｓｍ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ｏｒ 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２个小节疤或３个等效的较小节疤，即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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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３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ｓ
最多有３个健全固定节
－ ｎｏｎ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３／４＂
尺寸不能超过３／４英寸
－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ｚｅｓ 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１ １／２＂ （２ ｘ ３／４＂）
节疤的总尺寸不能超过 １ １／２英寸 （２ ｘ ３／４英寸）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Ｄ级清材中的节疤

Ｄ Ｃｌｅａｒ Ｋｎｏ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ＩＸＥＤ．
Ｄ级清材中的节疤必须为紧固节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ｄ Ｄ 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ｍｉｔ：
基本尺寸Ｄ级清材的正面允许：
－ ４ － １＂ ｋｎｏｔｓ ｏｒ ８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ｋｎｏｔｓ
４个１英寸节疤或８个等效的较小节疤
－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４＂
节疤的总尺寸不能超过４英寸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背面的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２５％ Ｌａｒｇｅｒ 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背面的节疤可以尺寸大２５％或数量多２５％。因此，这一允许值为：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 １０ （２５％ ｍｏｒｅ）
最大数量，１０个（多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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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 １ １／４＂ （２５％ ｌａｒｇｅｒ）
最大单个尺寸为１ １／４英寸 （大２５％）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 ５＂ ｏｒ ｌｅｓｓ
所有节疤的总尺寸，５英寸以下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节疤测量
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ｖａｌ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ｓ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Ｂ）．
圆节和椭圆节是其直径最长尺寸（Ａ）和最短尺寸（Ｂ）的平均值。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ｅｎ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ｅｓ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ｅ ａｔ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ｓ ｉｎ Ｆｉｇ． Ａ

图Ａ

有必要强调的是，节疤的测量值是在一个虚拟的、能套
住节疤的、最小长方形上进行的，长轴方向和短轴方向
互相垂直，如图Ａ。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ｉｎ Ｆｉｇ． Ｂ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ｔａｋｅ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ｗｉｄ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图Ｂ

条状节，图Ｂ，是测量其长度和宽度（从最宽出测量），然后
求平均值。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ｈａｐ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ｉｎ Ｆｉｇ． Ｃ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ｏｘ ｉ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ｔ．
不规则形状的节疤，图Ｃ，以能套住节疤的、最小长方形
的平均值。
Ａ＋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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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ＬＧ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ＮＬＧＡ 工业清材中节疤的测量

Ｓｉｎｇｌ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ｂｏｖｅ） —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ｓｉｚｅ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单个节疤（如上所示） — 测量宽面上的平均直径。窄面上节疤的宽度不能超过允许的节疤尺寸。Ｄ
级清材窄面上的节疤可忽略。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ｂｏｖ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ｇｅｓ ｉｎ ｃｌｅａｒｓ．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ｅｄｇｅ） ｍａｙ ｂ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ｉｚｅ．
上图演示清材中边角节疤、窄面节疤的测量。注意在Ｄ级清材窄面上的节疤可忽略其尺寸。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ｂｏｖｅ） —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 ｅｄｇｅ．
两个节疤（如上所示） — 只要有木材组织出现在节疤之间，它们就应当被看成是两个节疤。在宽面
上测量其平均直径。在窄面上只须测量其宽度。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ｓｔ ｗｉｄｔｈ．
条状节测量其长度和最宽处宽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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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３ ｐ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ｓ
Ｂ级及以上清材，正面和边，每个基本尺寸最多３个。
Ｃ Ｃｌｅａｒ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８ ｐ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ｓ
Ｃ级清材，正面和边，每个基本尺寸最多８个。
Ｄ Ｃｌｅａｒ － Ｆａｃｅ — ｐｉｎ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２５％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ｏｕ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级清材，正面 — 不是根据基本尺寸对针孔虫眼进行限制，在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允许数量比
规定值高２５％（如果整片锯材平摊后能符合规定）。
Ｐｉｎ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工业清材中针孔虫眼的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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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等效缺陷
Ｉｎ Ｃ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ｎｏｔ （Ｃ Ｃｌｅａｒ ｏｎｌｙ），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ｎｅ ｏ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在Ｃ级清材及更高等级中，限定节疤（仅Ｃ级清材）、针孔虫眼、树脂囊／树皮囊、和树脂斑等缺陷只能
为一种、或另一种、或一个相等的组合：

Ｃ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 ２ Ｓｍ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ｏｒ
Ｃ级清材可以有
				
２个小节疤，或
				
				
		
				
				

－ １ Ｓｍａｌｌ Ｋｎｏｔ ＋ ２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ｏｒ
１个小节疤 ＋ ２ 个小树脂／皮囊，或
－ ４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 １／２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ｒｅａｋ
４个针孔虫眼 ＋ １／２ 个小树脂斑

Ｄ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
Ｄ级清材允许所有规则中列出的缺陷出现在同一片锯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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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脂囊／树皮囊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ｉ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１／８＂ ｗｉｄ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工业清材中既限制单个树脂囊／树皮囊的尺寸、也限制它们的总尺寸。允许的树脂囊／树皮囊的总
长度是以每个类型中宽度１／８英寸的树脂囊／树皮囊为基准确定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对树脂囊／树皮囊的总数量没有限制。
Ｉ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ｃｃｅｐｔｓ ４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ｉｎｃｈｅｓ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４ ｓｍａｌｌ （４ ｘ ４＂ － １６＂）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Ｎｏ ｐｏｃｋｅｔ ｓｈａｌｌ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
如果规则可接受４个小树脂囊／树皮囊，这意味着任何数量的树脂囊／树皮囊都是允许的，只要它们
的总长度等于４个小树脂囊／树皮囊（４ ｘ ４英寸 － １６英寸）。任何单个树脂囊／树皮囊的尺寸都不能超
过相应类型规定的最大尺寸。
Ａ ｐｏｃｋｅ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１／１６＂ ｘ ６＂ 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 ｂｕｔ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６＂．
根据树脂囊／树皮囊的尺寸分类，一个１／１６英寸 ｘ ６英寸可以被看成是小树脂囊／树皮囊，但在上述
示例中，总允许长度不能超过１６英寸。
Ｅｘａｍｐｌｅ：
示例：
Ａ ２ ｘ ８ － １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Ｃ＂ Ｃｌｅａ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４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一块２ ｘ ８ － １２英尺（基本尺寸）的Ｃ级清材允许４个小树脂囊／树皮囊。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ｃｋｅｔｓ （１／４＂ ｘ ２＂ ｏｒ １／８＂ ｘ ４＂ ｏｒ １／１６＂ ｘ ６＂）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６＂．
该等级允许任何数量的小树脂囊／树皮囊（１／４英寸 ｘ ２英寸 或 １／８英寸 ｘ ４英寸 或 １／１６英寸 ｘ ６英寸），
只要它们的总长度小于１６英寸。
Ｅｘａｍｐｌｅ：
示例：
Ａ ２ ｘ ６ － １２＇ （３／４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Ｃ ｐｅｒｍｉｔｓ：
一块２ ｘ ６ － １２英尺（３／４基本尺寸）Ｃ级清材的正面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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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工业清材中的树脂囊／树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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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ｃｋｓ
干裂
Ｃｈｅｃｋ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ＮＬＧ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ｅａｒｓ．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ｚｅ． Ｉｎ ｒｏｕｇｈ ｃｌｅａｒ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ＮＬＧＡ工业清材的正面中，既限制干裂的尺寸也限制它们的数量。在Ｄ级清材中不限制它们的数
量，只限制单个干裂的尺寸。在毛面的清材中，不考虑干裂。

Ｈｏｌｅｓ
孔洞
Ｈｏｌ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ａ Ｃ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ｈｏｌｅ ｉｓ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ｍ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ｅ．ｇ． ｆｏｕｒ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ｗｏ 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Ｄ Ｃｌｅａｒ）．
孔洞可以是任何原因形成的，但只在Ｄ级清材中允许出现（或在Ｃ级清材的背面）。任何数量的孔
洞都可以作为较小的等效孔洞，只要其单个孔洞的尺寸不大于规定尺寸、孔洞的总尺寸也不超
过允许的总尺寸（例如在Ｄ级清材的背面，４个的１／４英寸的孔洞可以作为２个１／２英寸的等效孔洞
被接受）。
Ａ ｈｏｌｅ ｏｖｅｒ １／２＂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ｕｔ－Ｏｕｔ．
超过１／２英寸的孔洞只能被当作废料。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率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６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ｎｄ． Ｃ ａｎｄ Ｄ Ｃｌｅａｒ ｈａｖｅ ｎｏ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级及以上清材要求在较好一端有６个年轮。Ｃ级和Ｄ级清材对生长率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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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ｐｓ
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对漏刨的限制如下：
		

＊ Ｎｏｔｅ： Ｃ Ｃｌｅａｒ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ｐｔ Ｄ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ｋｉｐ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 注：Ｃ级清材背面不允许如Ｄ级清材上的漏刨，因为规则已经明确规定了在其背面漏刨的数量和
尺寸。
Ｉ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ｐ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１／２ ｗｉｄｔｈ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ｍ 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ｌｏｎｇ．
如果漏刨的宽度只有上述宽度的１／２，则允许它们的长度为规定的两倍。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凹凸纹理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ＫＤ ｃｌｅａｒｓ ｂ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凹凸纹理须以感觉来判断。对于刨光、窑干清材的表面，用手在整个锯材的表面抚摸。在一般的分
级教学中，对凹凸纹理不做讲解。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撕破纹理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ｔｏｒｎ．
撕破纹理通过目视判断纹理撕破的深度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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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机械灼焦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ｎｏ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机械灼焦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允许：其深度不大于规定允许的撕破纹理的深度、以及其变色没有超
过下列条件：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纹理斜度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３６０
ＮＬＧＡ ３６０款
Ｔｈｅ ＮＬＧＡ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ｌｉｎ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 ｒａｔｉｏ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１ ｉｎ ８， １ ｉｎ ６， １ ｉｎ ４．
ＮＬＧＡ将纹理斜度定义为木纤维偏离锯材边缘平行线的程度。它用纹理斜度为１／８、１／６、１／４这种
方式来表述。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２ ｉ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ａｎｄ ４ ｉ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ｖｅｒ ａ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ｔｏ ｂ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在厚度为２英寸及以上、宽度为４英寸及以上的锯材中，纹理斜度必须测量足够的长度和面积，以
使得它能代表纤维的总体斜度。在测量纤维的总体斜度时，节疤周围及其它局部的纹理偏斜不予
考虑。
Ｉｎ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ｏｒ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在厚度、宽度较小的锯材中，如果局部纹理偏斜（非节疤周围）超过了该等级规定的斜度，则对其占
据面积的限制与节疤允许占据面积相同。
Ｗａｎｅ
钝棱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Ｄ Ｃｌｅａｒ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Ｄ Ｃｌｅａｒ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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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级清材正面和窄面上的钝棱单独评估。Ｄ级清材正面的钝棱可以是宽度和长度的等效钝棱（以总
面积为准）。厚度的允许值不可以超过，除非该钝棱可被当成背面钝棱。
５０％ ｍｏｒｅ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Ｄ Ｃｌｅａｒ ｍｅａｎｓ ａ ｆｕｌｌ ５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ｗａｎｅ ｉｎ 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ｒ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ｗａ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Ｄ级清材背面钝棱的允许值比正面大５０％，即钝棱面积的允许值大５０％、或深度大５０％、或等效
稍小但面积和深度均超标的钝棱。
Ｃｕｔ－Ｏｕｔ
废料
３＂ ｌｏｎｇ， 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２＇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３英寸长，离端头３英尺以上，锯材总长度为１２英尺及以上。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２ ｆｏｏｔ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ｏｒ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ｔｏ ｂ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ｕｓ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３＇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 ｉｎｃｈ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ｗａｓｔｅｄ．
在总长度为１２英尺及以上的锯材中，Ｄ级清材中允许有超过规定数量或尺寸的缺陷，它们必须位
于小块区域，用户可以把它们作为废料锯除。废料必须距离端头３英尺以上，废料的长度不能超
过３英寸。
Ｉｆ ａ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ｃｈ Ｃｕｔ－Ｏ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如果锯除３英寸后仍不能完全去除该缺陷，剩下的缺陷必须在Ｄ级清材的允许值范围内。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这一条款可以被用来去除或减小单个过大的缺陷、或减少允许缺陷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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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白斑朽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ａｌｓｏ， ｂａｃｋ ｏｆ Ｃ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４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ｌｌｏｗ
２５％ ｍ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Ｄ Ｃｌｅａｒ．
白斑朽仅在Ｄ级清材（还有Ｃ级清材的背面）被允许，限制其为表面的１／４。Ｄ级清材的背面允许其
比表面多２５％。
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ｒ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ｐｌｉｔｓ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劈裂在它们出现的表面测量。所有等级中，允许其最大为该片锯材的名义宽度。含超长劈裂的锯材
不能评为清材等级。
Ｓｔａｉｎ
变色
Ｓｔａｉｎ ｏｆ ａｎｙ ｔｙｐ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在Ｂ级及以上清材的正面，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变色。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 Ｃｌｅａｒ （ｂａｃｋ ｏｆ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Ｄ Ｃｌｅａｒ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ｆｏｒ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在Ｃ级清材（Ｂ级及以上清材的背面）和Ｄ级清材的正面可以允许心材变色，但一定要对该片锯材进
行详细检查，以防出现白斑朽和腐朽。
Ｓａｐ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 Ｃｌｅａｒ （ｂａｃｋ ｏｆ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ｉｎ ｆｏｒ １／４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ｉｆ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ａｐ
Ｓｔａｉｎ ｉ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Ｄ Ｃｌｅａｒ．
在Ｃ级清材的正面（Ｂ级及以上清材的背面）可以允许边材变色，允许范围为中等变色、１／４表面
积，如果较浅可以等效较大。中等变色为任何程度的变色只要它没有使纹理模糊不清。Ｄ级清材
不限制边材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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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Para 155 SHOP
NLGA 155款 车间级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适用于除西部红柏之外的所有树种）
１＂ ＆ 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厚度１英寸和２英寸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ｈｏｐ
优选车间级
Ｎｏ １ Ｓｈｏｐ
车间１级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车间２级
Ｎｏ ３ Ｓｈｏｐ
车间３级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ｓｈｏｐ．
一块车间级锯材等级的确定是通过计算一块材料中可获得清材锯块的百分比、并将该百分比与每
一个车间级对百分比的要求进行比较后评定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ｐ ｇｒａｄ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ｃｈ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
车间级中允许三种类型的锯块：（锯块测量时以英寸整数进尺）
Ａ
Ａ

Ｗｉｄ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宽锯块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９ １／４＂ 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ａｙ ｂｅ ａｓ ｓｈｏｒｔ ａｓ １８＂ （ｍｉｎｉｍｕｍ）
在宽度为９ １／４英寸及以上的锯材中，锯块最短为１８英寸。
Ｂ
Ｂ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ｄｔ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中等宽度的锯块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５＂ 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３＇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在宽度为５英寸及以上的锯材中，锯块必须为３英尺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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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Ｃ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全宽锯块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５＂，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３＇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宽度为５英寸以下的锯材中，锯块必须为全宽、而且长度为３英尺及以上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在评定锯块的等级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虽然所有的面都要考虑，但最差的面决定锯块的等级。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ａｙ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ｂｕｔ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ｉｎ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可以直至节疤的边缘，但有危害性的纹理变形不可以被包含在锯块中。
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ｌｅａｒ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清材锯块的两面都必须是“清材”（无缺陷）。
Ｂ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Ｐａｒａ １０８ｂ）．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Ｂ ＆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８＂ ｘ １２＇） ｔｈｅｓｅ ｓｈｏｐ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ｃｌｅａｒ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Ｂ级锯块必须符合Ｂ及以上级清材的要求（１０８ｂ款）。由于Ｂ及以上级清材的缺陷允许值是基于基本
尺寸（８英寸 ｘ １２英尺）的，车间级的锯块必须是两面都几乎无缺陷。
Ｓａｓｈ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Ｎｏ 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ｇｒａｄｅ （Ｐａｒａ １５７ｅ）．
窗框锯块的质量必须符合２级锯块的质量（如窗料等级条款，１５７ｅ款）。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出材率的计算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ｈｏｐ － ７０％ ｏｒ ｍｏｒｅ
优选车间级 － ７０％ 及以上
Ｎｏ １ Ｓｈｏｐ － ５０％
车间１级 － ５０％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 ３３ １／３％
车间２级 － ３３ １／３％
Ｎｏ ３ Ｓｈｏｐ － ５０％ Ｓａｓ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０％ Ｓａｓ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ｐｌｕｓ １０％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车间３级 － ５０％ 的窗框锯块、或３０％ 窗框锯块加１０％ 清材锯块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ｈｏｐ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ｅａｓｉｅｓｔ ｔｏ ｕｓｅ：

110

NLGA PARA 155 SHOP NLGA 155 款 车间级

在车间级中，下列两个方法是最容易使用的：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ｎｌｙ － Ｉ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ｒ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ｍａｙ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ｎｅ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ｉｅｃｅ ｘ １００）．
仅有横锯 － 如果锯块是材料的全宽，那么出材率可以根据英寸为单位的总长度来求得（锯块长度／材
料总长度 ｘ １００）。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ｐｐｉｎｇ － Ｉ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ａｒｅ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ｄｔｈ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ｘ １００）．
横锯和纵锯的结合 － 如果锯块不是全宽或为不同宽度的综合，这时出材率必须根据总平方英寸来求
得（锯块总面积／材料总面积 ｘ １０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以下列方法求得锯块的总出材率：
Ｍｅｔｈｏｄ ＃１
方法 ＃１
１）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ｌｉｎｅ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７ ｆｏｒ ７０％， ．５ ｆｏｒ ５０％， ．３３３ ｆｏｒ ３３．３％，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ｄｅ．
用待评级锯材的总量（如上文所述的总长度或总面积）乘以所考虑等级要求的百分比（用０．７ 代表
７０％， 用０．５ 代表 ５０％， 用０．３３３ 代表 ３３．３％，等）。这样可以得到要达到该等级所需要的最低英
寸数。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ｏｒ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ｉｓ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ｌｏｗｅｒ ｇｒａｄｅ．
将锯块的总英寸数与要求的数量相比较。如果总量超过（或等于）这一数量，该块锯材达到这一等
级。如果总量小于这一数量，应该认为该块锯材为下一个较低的等级。
Ｍｅｔｈｏｄ ＃２
方法 ＃２
１）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ｎｅａｌ ｏｒ ｔｏｔａｌ ｓｑｕａｒｅ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ｄ．
求出待评级锯材的总英寸数（如上所示的总长度或总面积）。
２）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求出该块锯材中可得到的锯块总英寸数。
３）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ｙ
１００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ｏｎ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ｗｈｅｒｅ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将可得到的锯块总英寸数除以待评级锯材的总英寸数、再乘以１００（建议该方法只是在有计算器的
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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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 Ｓｈｏｐ
优选车间级
Ｅａｃｈ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７０％
ｏｒ ｍｏｒ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每块锯材有７０％及以上
的清材出材率
Ｎｏ １ Ｓｈｏｐ
车间１级
Ｅａｃｅ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５０％ ｔｏ ７０％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每块锯材有５０％到７０％
的清材出材率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ｈｏｐ
优选车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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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１ Ｓｈｏｐ
车间１级

NLGA PARA 150 FLITCHES
NLGA 150款 大料级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Ｆｌｉｔｃｈ
工厂级大料
Ｓｈｏｐ Ｆｌｉｔｃｈ
车间级大料
Ｇｒａ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ｉ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ｎｅ ｉｎｃｈ ｓｔｒｉｐ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分级时假定，大料将在宽度方向上被纵锯成１英寸宽的条状材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ｌｅａｒ．
每个锯块必须完全是清材（无缺陷）。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６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生长率的要求为每英寸６个年轮。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ｓ １ ｉｎ ８．
允许的纹理斜度为１／８。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ａｙ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ｃｈ）， ｂｕｔ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ｉｎ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可以直至节疤的边缘（最接近的整数英寸数），但有危害性的纹理变形不可以被包含在锯
块中。
Ｆｌｉｔｃｈ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ｍｉｘ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ｂｕ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ｆ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ｗｈｅｒｅ ｋｎｏｔｓ ｒｕｎ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大料可以是混合纹理，但如果锯材不是平纹，出材率通常会下降。在评级时，有必要认真查看纹
理，以发现有无隐藏的节疤将会在锯开的宽面上出现。
－ Ｋｎｏ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ｕｒ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在一块纯直纹的材料上，如果有节疤出现在窄面上而且在两个宽面上都不露出，应该视为该节
疤穿越整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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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等级要求：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Ｆｌｉｔｃｈ
工厂级大料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８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２＇ ａｎｄ／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ｓｔｅ ｉｓ ２０％）．
每块锯材最少能产出８０％长度２英尺及以上的锯块（废料最多为２０％）。
Ｉｎ １２＇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４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７＇ ａｎｄ／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在长度为１２英尺及以上的锯材中，４０％的锯块必须为长度７英尺及以上。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４ ｘ ８ － １２＇ ｙｉｅｌｄｓ ９６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１ ｘ ４ ｗｈｅｎ ｒｉｐｐｅｄ， ４０％ ｏｒ ３８．４＇ ｍｕｓｔ ｂｅ ７＇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示例：

一块４ ｘ ８ － １２英尺的锯材，锯开后可得到９６英尺长度的１ ｘ ４锯块，其中的４０％，
即３８．４英尺，必须长度为７英尺及以上。

Ｔｉｐ：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２＇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ｈｅｃｋ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ａｎｙ ７＇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ｎ ｃｈｅｃｋ ｆｏｒ ｗａｓｔ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ｆｉｒｓｔ．

提示：

在长度为１２英尺及以上的锯材中，先检查７英尺以上的锯块是否存在，然后检查废
料比率。在长度为１２英尺以下的锯材中，先确定废料比率。

Ｓｈｏｐ Ｆｌｉｔｃｈ
车间级大料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２＇ ａｎｄ／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ａｘ． ｗａｓｔｅ ４０％）．
每块锯材最少能产出６０％长度２英尺及以上的锯块（废料最多为４０％）。
Ｎｏｔｅ：
注意：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通常，计算一块锯材的废料比率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果出材率很接近出材率的规定要求，这时候应
直接采用出材率来计算。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ｓ ｂｉａｓｅｄ ｂｙ ｓｌ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ｘｉｓｔｓ ｗｈ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废料出现的实际比率常常会受到锯材少量超长部分的影响，所以当出材率接近规定要求时，实际出
材率可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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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ｌｉｔｃｈｅｓ
大料的评级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评级程序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１＂ ｓｔｒｉｐｓ
Ｗｉｄｔｈ ｉｎ ｉｎｃｈｅｓ ｘ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Ｆｅｅｔ
ｉｅ ８ ｘ １２ ＝ ９６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计算一英寸宽的条状材料的长度
宽度（英寸） ｘ 长度（英尺）
即 ８ ｘ １２ ＝ ９６ 英尺长度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ｐｉｅｃｅ
２０％ ｘ ９６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 １９．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ｒ ７６．８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计算该块锯材允许废料的长度
２０％ ｘ ９６英尺长度 ＝ １９．２ 英尺长度的废料允许值（或 ７６．８英尺长度的出材率）
３． Ｉｆ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１２＇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４０％ ｏｆ ７＇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４０％ ｘ ９６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 ３８．４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７＇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锯材的长度为１２英尺及以上，计算７英尺以上的锯块的总长度是否达到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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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 Ｗａｓｔｅ ＝ １０＇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３０＇ ＋ ５６＇ ＝ ８６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总废料 ＝ １０英尺		

总出材率 ＝ ３０英尺 ＋ ５６英尺 ＝ ８６ 英尺长度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Ｆｌｉｔｃｈ 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１９．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３８．４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ｏｆ ７＇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Ｔｈｉｓ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要达到工厂级大料，可以允许１９．２英尺长度的废料、需要有３８．４英尺长度的锯块长度为７英尺及以
上。该块锯材达到了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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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PARA 156 DOOR STOCK
NLGA 156款 门料级
１ ３／８＂ ＆ ｔｈｉｃｋｅｒ
厚度１ ３／８英寸及以上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工厂优选级
Ｎｏ １ Ｓｈｏｐ
车间１级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车间２级
Ｎｏ ３ Ｓｈｏｐ
车间３级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ｆ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一块门料级锯材等级的确定是通过计算一块材料中可获得清材锯块的百分比、确定每个锯块的等
级、并将这些数据与每一个门料级对百分比的要求进行比较后评定的。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在评定锯块的类型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不同锯块的尺寸类型划分是基于２英寸厚度的门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ｃｈ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ｌｙ （４７ ３／４＂ ＝ ４７＂） ａｎｄ 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ｇ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ｎ 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锯块测量时以仅以英寸整数计量（４７ ３／４英寸＝４７英寸），锯块离节疤最少１英寸以上。如果在节
疤周围有极端严重的纹理变形，应该让出更大的尺寸。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ｓｈａｋｅ， ｅｔｃ．，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ｒｕｎ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出现在窄面上的缺陷，如节疤、树脂囊／树皮囊、轮裂等，如果没有在表面出露，则应当被视
为横过整个锯材。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获得锯块的优先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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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ｔ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ｒａｉｌｓ －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边框和底档 － ＃１ 质量
２． Ｓｔｉｌｅｓ － ＃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边框 － ＃２ 质量
３． Ｍｕｎｔｉｎｓ －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门梃 － ＃１ 质量
４． Ｔｏｐ ｒａｉｌｓ －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顶档 － ＃１ 质量
５． Ａｎｙ ｏｆ ａｂｏｖ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上述任何锯块 － ＃３ 质量及以上
６． Ｓａｓｈ － ＃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窗框锯块 － ＃２ 质量及以上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在评定锯块的类型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最差的面决定锯块的等级。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ｗａｒ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锯块必须为垂直纹理（因为较少干裂、收缩、膨胀、扭曲及美观等因素）。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３＂ ｌｉｎ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ｇｌ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 ｉ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８ ｒｉｎｇｓ／ｉｎｃｈ － ｉ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单个锯块的生长率是在锯块宽度方向上最佳的３英寸范围量算获得的。需要谨慎的是，不要让年
轮角度干扰了计算。如果可能，最好在端头测量年轮。（对生长率规定了较高的要求 — 每英寸８
个年轮 — 是为了保障质地优良）。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ｗｈ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纹理斜度，如果有，一般应出现在窄面上。
Ａ ｆｅｗ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ｏｎｌｙ （＃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ｎ １５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只能有少量针孔虫眼散布在一面（＃３锯块），允许值为每平方英尺１５个。
Ｐｏｃｋｅｔｓ — Ｎｏ １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ｏｎｅ ｓｍａｌｌ ｎｏｔ ｔｈｒｕ ｐｏｃｋｅｔ． Ｎｏ 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ｐｅｒｍｉｔ ｏｎｅ ｓｍａｌｌ ｎｏｔ ｔｈｒｕ ｐｏｃｋｅｔ．
２ ｓｍａｌｌ ｎｏｔ ｔｈｒｕ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ａ ＃２ ｓｔｉｌｅ 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０＂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ｎｄｓ．
树脂囊／树皮囊 — １级锯块允许一个小的、非贯通树脂囊／树皮囊。２级锯块允许一个小的、非贯通树
脂囊／树皮囊。２级边框中允许两个小的、非贯通树脂囊／树皮囊，但它们必须分别分布在两端２０英寸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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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Ｇｒａｄ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门料级等级要求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工厂优选级
７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ｄｏ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ｃｌｅａｒ）．
一块锯材的７０％能产出合乎要求的门料锯块（清材）。
４＂ ｔｏ ６＂ ｗｉｄｔｈ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ａｔ ａ Ｓｔｉｌｅ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宽度为４英寸到 ６英寸的锯材要求能出一块边框。
Ａｌ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Ｎｏ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ｉ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ｓ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Ｎｏ 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所有锯块必须为１级质量，除非需要三块边框才能达到最低的百分比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一
块边框为２级质量。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ｔｏｐ ｒａｉｌ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只能有一块顶档被计入百分比。
Ｍｕｎｔ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ａｓ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门梃和窗框锯块不能被计入百分比。
Ｎｏ １ Ｓｈｏｐ
车间１级
５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ｄｏ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ｃｌｅａｒ）．
一块锯材的５０％能产出合乎要求的门料锯块（清材）。
４＂ ｔｏ ６＂ ｗｉｄｔｈｓ ａ Ｓｔｉｌ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宽度为４英寸到 ６英寸的锯材要求能出一块边框。
Ａｌ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Ｎｏ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ＯＮＬＹ Ｎｏ 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ｉｌｅ ｍａｙ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所有锯块必须为１级质量，或者只能有一块边框为２级质量。
Ｔｗｏ ｔｏｐ ｒａｉｌｓ ａｎｄ／ｏｒ ｔｗｏ ｍｕｎｔｉ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ｉｆ ｅａｃｈ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只能有两块顶档或两块门梃被计入百分比，如果两者均有，不可以总量超过两块的顶档或门梃被
计入百分比。
Ｓａｓ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窗框锯块不能被计入百分比。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车间２级
Ｎｏ ３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ｖ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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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级及以上质量的锯块均可以接受用于计算百分比。随着不同质量锯块的组合情况，要求的百分比
有所变化。
Ｔｏｐ ｒａｉｌ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Ｎｏ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顶档不可以计入１级质量的出材率百分比中。
Ｓａｓ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窗框锯块不能被计入百分比。
Ｎｏ ３ Ｓｈｏｐ
车间３级
Ａｌ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ａｓｈ．
允许所有类型／质量的锯块，包括窗框锯块。
Ｄｏｏｒ Ｐａｒｔｓ
门的部件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尺寸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ｃｈ，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１＂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测量至最接近的英寸整数，节疤周围最少空出１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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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ｐ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门料评级要点
Ｉｎ ４＂ ａｎｄ ６＂ ｗｉｄｔｈ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Ｓｔｉ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Ｓｔｉｌｅ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ｄｔｈｓ ｃａｎ ｂｅ ｎ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宽度为４英寸到６英寸的锯材，首先检查有无边框料。如果没有边框料，这类宽度的锯材等级不可能
高于车间２级。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 ｐｉｅｃｅ ｆｏｒ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ｗｈｅｒｅ ｎｏ Ｓｔｉｌｅ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ｕｎｔｉ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ｕｎｔｉ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Ｎｏ １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ａｉｌ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ｔｈｕｓ Ｎｏ １ Ｍｕｎｔｉｎ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ｔｏ ｏｎｌｙ ２５％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４＇ Ｎｏ １ Ｍｕｎｔｉ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ｕｐ ｔｏ １６＇）．
在考虑一块锯材能否被评为车间２级时，这时其中已确定没有边框料，先找门梃料。门梃可以
被计为１级锯块，而门档不能。因此，１级锯块的门梃可以将锯块出材率百分比的要求降到仅为
２５％（在一块长达１６英尺的锯材中，只要求一块４英尺长的１级门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门料等级的评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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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Ｓｔｉｌｅ
Ｎｏ Ｓｔｉｌｅ －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ｒ ４＂ ｏｒ ５＂ ｓｔｉｌｅｓ ｉｎ ６＂ ｗｉｄｔｈｓ
先找边框
无边框 － 最高等级 － 车间２级
在６英寸宽的材料中，查找４英寸或５英寸的边框
２．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ａ Ｍｕｎｔｉｎ
Ｏｎｅ ４２＂ ｍｕｎｔｉｎ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ｕｐ ｔｏ １４＇ ｌｏｎｇ
查找门梃
一块４２英寸长的门梃就可以让长度为１４英尺的锯材成为车间２级
３．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ｏｐ Ｒａｉｌｓ
Ｔｗｏ ５０＂ ｔｏｐ ｒａｉｌ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Ｎｏ ２ Ｓｈｏｐ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ｕｐ ｔｏ １２＇ ｌｏｎｇ
查找顶档
两块５０英寸长的顶档可以让长度为１２英尺的锯材成为车间２级
Ｎｏｔｅｓ：
注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１＂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ｔｓ
从距节疤１英寸量起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ｒｉｇｈｔ ｕｐ ｔｏ Ｗａｎｅ／Ｓａｗ Ｃｕｔｓ／Ｈｏｌｅｓ
钝棱／锯缝／孔洞可以量至边缘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ｇｏ ｒｉｇｈｔ ａｃｒｏｓｓ
窄面上的节疤被视为横穿整个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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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PARA 153 WINDOW STOCK
NLGA 153款 窗料级
Ａｌｌ ｗｉｄｔｈｓ， ｕｐ ｔｏ ５＂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所有宽度，厚度最大至５英寸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Ｃｌ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
清材级窗料
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Ａ级窗料
Ｂ Ｗｉｎｄｏｗ
Ｂ级窗料
Ｃ Ｗｉｎｄｏｗ
Ｃ级窗料
Ｓｅｌｅｃｔ Ｗｉｎｄｏｗ
优选级窗料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ｈｅｒｅ ｏｎｌｙ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根据这些等级划分出来的产品，在再加工制作窗户部件时只需要横切。
Ｗｉｎｄｏｗ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ｙ ｂ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ｄｒｙ， 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ｒ ｗｏｒｋ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ｌａｔ ｏｒ ｍｉｘ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ａ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
窗料可以根据定单以湿材或干材、毛面、刨光面或加工面、直纹、平纹、或混合纹供货。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ｐｉｅｃｅ．
等级的确定是基于一块材料中可获得清材锯块的质量和百分比。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等级以最差面评定。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尺寸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锯块必须为全宽、长度为３英寸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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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等级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ｆｏｕ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Ａ， Ｂ ａｎｄ Ｃ Ｗｉｎｄｏｗ） ｗｉｌｌ ｐｅｒ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用于评定较高四个等级（清材级、Ａ级、Ｂ级和Ｃ级窗料）的锯块可以允许以下情况：
Ｃｈｅｃｋｓ — ｉｎ ｄｒｙ ｓｔｏｃｋ， ｏｎｅ － ４＂ ｐ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ｏｕｇｈ ｏｒ ｇｒｅｅｎ －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干裂 — 在干燥材料中，每个锯块一个４英寸长度的干裂； 在毛面或湿材中，无限制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ｋｓ — ２ ｐ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矿物线 — 偶尔出现，每个锯块２个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 ６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生长率 — 平均每英尺６个年轮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 １ ｉｎ ８
纹理斜度 — １／８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ｓ —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１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１／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２＂ ｄｅｅｐ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边缘脱节 — 偶尔在一些锯材中出现，可有１个向宽面内延伸１／２英寸的边缘脱节，但深度不能超
过１／２英寸
Ｗａｎｅ — １／２＂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ｏｎ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ｎｌｙ
钝棱 — 厚度和宽度均可为１／２英寸，可全长，只可以在一边出现
Ｗａｒｐ — Ｃｒｏｏｋ／Ｂｏｗ － １／３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１＇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ｗｉｓｔ － １／２ ｏｆ Ｃｒｏｏｋ／Ｂｏｗ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翘曲 — 侧弯／平弯 － 每１英尺长度 １／３２英寸；扭曲 － １／２侧弯／平弯允许值的一半
Ｔｈｅｓｅ ｓａｍ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但上述这些锯块中不允许下列情况：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Ｋｎｏｔｓ， Ｓａｐｓｔａｉｎ ｏｒ Ｈｅａｒｔｓｔａｉｎ
树脂囊／树皮囊，节疤，边材变色或心材变色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Ｓｅｌｅｃｔ Ｗｉｎｄｏｗ
锯块等级 － 优选级窗料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Ｓｔｏｃｋ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ｓ ｓｔｒｉｃ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ｏｆ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ａ
ｈｉｇｈ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对优选级窗料锯块的要求不如以上严格，因为这一等级是用在对外观质量要求不高的场所。这一等
级更适合用于表面会被油漆的产品。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Ｓｔｏｃｋ ｗｉｌｌ ｐｅｒ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优选级窗料的锯块可以允许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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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ｃｋｓ — ｉｎ ｄｒｙ ｓｔｏｃｋ， ｏｎｅ － ４＂ ｐ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ｏｕｇｈ ｏｒ ｇｒｅｅｎ －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干裂 — 在干燥材料中，每个锯块一个４英寸长度的干裂； 在毛面或湿材中，无限制
Ｈｅａｒｔｓｔａｉｎ —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心材变色 — 无限制
Ｋｎｏｔｓ —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ｐｉｎ ｋｎｏｔｓ
节疤 — 健全坚固针状节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ｋｓ —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矿物线 — 不限制
Ｐｏｃｋｅｔｓ —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树脂囊／树皮囊 — 很小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生长率 — 平均每英寸４个年轮
Ｓａｐｓｔａｉｎ — ｍｅｄｉｕｍ
边材变色 — 中等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 １ ｉｎ ６
纹理斜度 — １／６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ｓ —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１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１／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２＂ ｄｅｅｐ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边缘脱节 — 偶尔在一些锯材中出现，可有１个向宽面内延伸１／２英寸的边缘脱节，但深度不能超
过１／２英寸
Ｗａｎｅ —１／２＂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ｏｎ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ｎｌｙ
钝棱 — 厚度和宽度均可为１／２英寸，可全长，只可以在一边出现
Ｗａｒｐ — Ｃｒｏｏｋ／Ｂｏｗ － １／３２＂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１＂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ｗｉｓｔ － １／２ ｏｆ Ｃｒｏｏｋ／Ｂｏｗ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翘曲 — 侧弯／平弯 － 每１英尺长度 １／３２英寸；扭曲 － １／２ 侧弯／平弯允许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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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对清材锯块的要求
ＣＬ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
清材级窗料
１０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材的１００％都可以锯切出合乎规则要求的窗料锯块。
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Ａ级窗料
９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材的９０％都可以锯切出合乎规则要求的窗料锯块。
Ｂ Ｗｉｎｄｏｗ
Ｂ级窗料
７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材的７０％都可以锯切出合乎规则要求的窗料锯块。
Ｃ Ｗｉｎｄｏｗ
Ｃ级窗料
５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材的５０％都可以锯切出合乎规则要求的窗料锯块。
ＳＥＬＥＣＴ Ｗｉｎｄｏｗ
优选级窗料
７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ｉｎｔ－ｆｉｎｉｓｈ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锯材的７０％都可以锯切出合乎优选级窗料规则要求的锯块 — 较低、表面油漆的等级（见允许的锯块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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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PARA 114 BOARDS
NLGA 114 款 板材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适用于所有树种）
Ｕｎｄｅｒ ２＂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２＂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厚度２英寸以下，宽度２英寸及以上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ｂｌｅ
优选商品级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建筑级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标准级
Ｕｔｉｌｉｔｙ
实用级		
Ｅｃｏｎｏｍｙ
经济级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等级的评定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ｏ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ｈｅ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ｓｋｉｐｓ ａｎｄ ｗａｎｅ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ｒａｄｅ．
等级评定以最好面进行，背面可以低一个等级，除非另有说明，例如，标准级中的漏刨和钝棱。
Ａ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ｂｌ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ｗｏ ｇｒａｄｅ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
一块正面为优选商品级、背面为标准级的锯材变成建筑级，因为背面不可以比正面低两个等级。板
材的两侧视为背面。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Ｓ１Ｓ２Ｅ ｂｏａｒｄ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ｆａｃｅ）．
一块刨光的板材不会改变其评级面。一面和两边刨光（Ｓ１Ｓ２Ｅ）的板材依然从最好面评级（它不一定是
刨光面）。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ｒａｄｅ．
经济级的背面也必须符合经济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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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形状
Ｒｏｕｇｈ 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ｔｏ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ｄｅｓ ｏｒ ｅｄｇｅｓ）
毛面或刨光面（任何面或边的组合）
Ｓｈｉｐ Ｌａｐｐｅｄ （ＳＬ）
船式搭接（Ｓ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Ｔ ＆Ｇ ａｎｄ ＣＭ）
中央企口（Ｔ ＆Ｇ ａｎｄ ＣＭ）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５０％ ｍｏｒｅ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如果整片板材上针孔虫眼的数量没有超过规定的话，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它的量可以增加５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３０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限制 — 每平方英尺大约３０个。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５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分散分布 — 每平方英尺大约１５个。
Ｗｈｅｒｅ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在出现针孔虫眼的板材上，应仔细检查有无腐朽现象。
Ｓｋ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ｃａｎｔｎｅｓｓ
漏刨和短尺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在标准级及以上的板材中，对漏刨的深度、长度和总的影响范围都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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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ｐ ｉｓ ｏｎｌｙ １／２ ｗｉｄｔｈ，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ｌｏｎｇ．
如果漏刨仅为宽度的１／２，则其长度可以为规定的两倍。
Ｆｏｒ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ｔｈｅ ｓｋｉｐ ｍａｙ ｂｅ ｕｐ ｔｏ ４＇ 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ａｒｅａ （ｈｉ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２＂ ｘ １／２ ｗｉｄｔｈ． Ｐｉｅｃｅ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ｔｗ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ｈｉｔｓ）．
对于间隔漏刨，漏刨最多可为４英尺长，同时含２英寸 ｘ １／２宽度的刨光部分。一片板材中最少要有两
块刨光部分。
Ｗｈｅｒｅ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ａｎｔｎｅｓ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当漏刨出现在反面时，全部短尺都被视为不符合允许值。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ａｗｎ ｂｏａｒｄｓ 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ａｗｎ ｂｏａｒｄｓ．
允许在细锯板材的刨光面中出现漏刨，在不同的等级中的限制程度不同，但不受细锯板材厚度变异
（允许值范围内）影响。
Ｗａｎｅ
钝棱
Ｗａｎｅ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ｆ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ｎ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ｗａｎ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ｄ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ｌｏｗ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ｎｅ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在正面和背面，钝棱只可以为宽度和长度的等效。某等级横跨表面的最大钝棱值等同与下一个等级
的基本钝棱允许值（相同表面宽度），条件是两者的影响必须等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ｗａｎ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窄面上钝棱深度的规定不可以超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ａｃｅ ｗａｎｅ （１／４ Ｗ ｘ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１／２ Ｗ ｘ １／２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ｗａ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３／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ｎ ｂａｃｋ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在标准级的背面可以含有如实用级正面允许的钝棱（１／４ 宽度 ｘ 全长 或 １／２ 宽度 ｘ １／２ 全长），但标准
级窄面上不允许出现实用级侧面所允许的最大钝棱（标准级背面最大钝棱，３／４厚度）。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ｓ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ｕ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ｓｋｉｐ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１／１６＂）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２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实用级背面的钝棱可以横跨整个宽面（正如经济级表面所允许的那样），但超过实用级漏刨深度允许
值（１／１６英寸）的部分不能大于１／２宽度。
Ｗａｎｅ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ｉ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在实用级中，允许钝棱横跨整个窄面，条件是它所横跨的区域可以等效于规则允许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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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虫孔和海虫孔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１２ －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 １＂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虫孔和海虫孔可以作为节孔的等效缺陷而被允许，每１英寸的节孔可以等效为１２个１／４英寸的虫孔
和海虫孔。
Ｔｈｅｓｅ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ｌｉｋｅ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ｈｏｌｅ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６＇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ｆｏｏｔ ｆｏ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这些孔洞不可以像针孔虫眼一样集中出现，因此，孔洞集中情况最严重的区域往往决定了该块板
材的等级。在建筑级和标准级中，以最严重的６英尺来计算孔洞数量；而在实用级中以最严重的１
英尺来计算孔洞数量。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 ｘ ８ － １４＇
示例：１ ｘ ８ － １４英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１ １／４＂ ｏｆ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６＇
建筑级每６英尺允许总直径为１ １／４英寸的孔洞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２ １／２＂ ｏｆ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１＇
实用级每１英尺允许总直径为２ １／２英寸的孔洞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ｈｏｌ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ｂｕｔ ｌｏ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ｈｏｌｅ．
浅孔也须计算，但长孔槽也同样计为一个孔。
Ｇｒｕｂ／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ｏｎｌｙ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１／４＂ ｐｅｒ ｈｏｌｅ．
只在正面计算虫孔和海虫孔（窄面视为反面的一部分），每个平均视为一个１／４英寸孔洞。
Ｇｒｕｂ／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ｕｂ／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ｕｂ／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虫孔和海虫孔可等效视为节孔。如果一块板材中节孔、虫孔和海虫孔同时出现，则虫孔和海虫孔的
总数量应按比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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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ｎｌｙ．
允许出现轮裂的最高等级是建筑级，但仅允许在背面出现。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ｂｏａｒｄｓ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ｕｐ ｔｏ １／４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ｈａ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板材上的轮裂以它在出现的面上的长度来度量，最长可以为长度的１／４。贯通窄面的轮裂和贯通板
材中间的轮裂受到同样的限制
＇Ｎｏ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ｉｇｈｔ ｓｈａｋ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ｕｓａｂｌ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不严重’对于实用级可以解释为，含任意量的紧实轮裂，但全长均可以使用。
＇Ｎｏ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ｋ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不严重’对于经济级可以解释为，含任意量的轮裂，但整块板材仍没有散开。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Ｐｅｃｋ ａｎｄ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白斑朽、蜂窝朽、袋状朽及腐朽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１／３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ｍｉｔ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ｅｄｇｅｓ．
在标准级中，允许１／３表面积的白斑朽。建筑级中允许白斑朽出现在背面和窄面。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ｆｔ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ａｃｋ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ｆ ｔｈｏ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在实用级的正面（标准级的背面）允许有软蜂窝朽，但其面积仅限定等效于允许的木材腐朽。
Ｐｅｃｋ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ｅｄａｒ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ｎ ｂｏａｒｄｓ．
西部红柏和黄柏中的袋状朽视同板材中的木材腐朽。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ｎ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ａｃｋ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 ｓｐｏｔ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ｒｅａ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１ １／２＂ ｘ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ｂｕｔ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３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ｌｉｋｅ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ｃｏｕｌｄ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ｉｄｔｈ ｌｉｍｉｔ ｅｖｅｒｙ ２＇ ｏｒ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ｐｏ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ｏｃｃｕｒ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ｗｏｒｓｔ ２＇ ａｒｅａ ｆｉｒｓｔ．
木材腐朽斑块最高可出现于实用级的表面（标准级的背面）。腐朽斑块的允许面积为１ １／２英寸 ｘ 该
板材的名义宽度，但像轻型框架等级一样，在板宽１／３内不限。在每２英尺长度范围内可以出现一
个不限宽度、面积可为最大允许值的腐朽；如果斑块较小，则允许等效地、更频繁地出现。首先
考虑最差的２英尺。
Ｉｆ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Ｓｐｏｔ ｏｆ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ｎ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ｐｏ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ｂｕｔ ｉｆ ｉｔ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ｉ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ｏｖｅｒ １／３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ｏｖｅｒ １／１０ ｌｅｎｇｔｈ．
如果板材中只有一个腐朽斑块，那么它可以大于如上所述的尺寸，但不可以大于实际宽度的
１／３或长度的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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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ｍａｙ ｂｅ ｕｐ ｔｏ ７５％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ａｎｄ ｕｐ ｔｏ ２＇ ｌｏｎｇ．
在经济级中，分散分布的腐朽斑块最多可为宽度的７５％（仅测量其横切面），最长为２英尺。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ｍａｙ ｅｘｃｅｅｄ ７５％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如果可以应用废料条款的话，腐朽斑块的面积可以超过横切面的７５％。
Ｗａｓ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废料条款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Ｗａｓｔ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ｖｅｒ ６＇ ｌｏｎｇ （ｉ．ｅ． ７＇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ｉｓ ２＇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在经济级中，如果板材长度在６英尺以上（例如７英尺及以上）、而且废料离端头２英尺及以上，则允许
有２５％的废料。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Ｆｉｇ． Ｂｏａｒｄｓ １－１）．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节疤尺寸以它们的最大和最小直径的平均值测定，每个面分别计算来确定（图板材１－１）。在经济级
中，仅在横切面上测量节疤尺寸。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ｔａｋｅ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ｔ＇ｓ ｗｉｄ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Ｆｉｇ Ｂｏａｒｄｓ １－２）．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ｈａｐ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ｓ ｉｎ Ｆｉｇ Ｂｏａｒｄｓ １－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ｏｘ ｉ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ｔ．
条状节以其长度和宽度（节疤的最宽处）的平均值量得，并被视为等效的表面节疤（图板材１－２）。不
规则的节疤以能够将其包围的最小平行四边形的平均值作为其尺寸。
Ｋｎｏ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ｂｏａｒ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Ａ ｓｍｏｏｔｈ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ｗｎ ｏｎ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ｌｌ ｆａｌｌ ｏｕｔ ａｓ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ｄ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ｋｎｏ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ＮＦＦ ｅｖｅｎ ｉｆ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ｉｇｈｔ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ｌｕｍｂｅｒ．
在板材中，节疤质量很重要。一个光滑的、在任一面都没有部分连生的圆节会在板材干燥过程中脱
落。尽管在湿材时看起来为紧固的，这类节疤也应当被视为松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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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ｏｒ ＮＦＦ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只要它们符合相应等级的尺寸要求，允许任何数量的腐朽节或松动节。
Ｈｏｌｅｓ
孔洞
Ｈｏｌ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ｂｌｅ． Ｓｌｏｕｇｈ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ｏｎｅ １＂ ｈｏｌ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１２＇ ｏｆ ｂｏａｒｄ．
除了边缘脱节（和针孔虫眼），优选商品级不允许出现孔洞。边缘脱节限定为每１２英尺长度允许一
个１英寸的孔洞。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ｂｏａｒｄｓ．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ａ．
在所有板材等级中，孔洞的测量与节疤相同。规则允许的孔洞可以分布在板材的任何位置，也可
以在某一区域集中出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单个孔洞限为最大允许尺寸。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ｍｉｔ ｈｏｌｅｓ ｔｏ ｏｎｅ ｅｖｅｒｙ ｓｉｘ ｆｅｅｔ ｏｒ ｏｎｅ ｅｖｅｒｙ ｆｏｏｔ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ａｌｌｏｗ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ｉ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ｉｚｅ， ｉ．ｅ． ｏｎｅ １／４＂ ａｎｄ ｔｗｏ ３／８＂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ｏｎｅ １＂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建筑级和标准级限制每６英尺内只能有一个孔洞，实用级限制每１英尺内只能有一个孔洞；也可以
允许总尺寸等效、但单个尺寸较小的孔洞。例如，１个１／４英寸和２个３／８英寸的节孔等效于１个１英
寸的节孔。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只要它们的总尺寸不超过允许孔洞的总尺寸，可以允许任何数量的小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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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下列例子演示了它们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Ａｓｓｕｍｅ ａ １ ｘ ６ － １２＇
假定一块１ ｘ ６ － １２英尺的板材
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Ｈｏｌｅ ｏｆ １＂，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２ Ｈｏｌｅｓ ｅｖｅｒｙ １２＇ （ｏｒ ｏｎｅ ｅｖｅｒｙ ６＇）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 １２英尺 ｐｉｅｃ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建筑级允许最大尺寸为１英寸的孔洞，也就是１２英尺中可以有２个这样的孔洞（即每６英尺允许１
个），或等效但较小的孔洞。一块１２英尺的板材允许：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２＂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１ ｘ ６ － １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１＂．
对于建筑级１ ｘ ６ － １２英尺的板材，只要总的孔洞尺寸不超过２英寸、单个孔洞的尺寸不超过１英
寸，允许任何数量的孔洞。
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２＂ ｈｏｌｅ， １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ｆｏｏｔ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 １２＇ ｐｉｅｃ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实用级允许２英寸的孔洞，每英尺允许１个孔洞，或等效但较小的孔洞。一块１２英尺的板材
允许：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２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 １ ｘ ６
－ １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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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用级１ ｘ ６ － １２英尺的板材，只要总的孔洞尺寸不超过２４英寸、单个孔洞的尺寸不超过２英
寸，允许任何数量的孔洞。
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ｅａｃｈ ｅ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 Ｓｐｌｉｔ ｉｓ ｉ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ｉ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ｎｏ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ｉｚｅ．
在端头，允许劈裂以最大数量出现。劈裂的长度以它在发生面上的长度计算（不是在两个面上延伸
长度的平均值）。允许值是基于名义尺寸界定的。
Ｂｒｏｋｅｎ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ｒ Ｌａｐ
破碎榫头或搭头
Ａ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Ｂｒｏｋｅｎ （ｏｒ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ｒ Ｌａｐ ｏｎ ｔｏｎｇｕ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ｏｖｅ ｏｒ ｓｈｉｐｌａｐ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在中央企口式和船式搭接板材中，建议给予破碎（或缺损）榫头或搭头长度以下列允许值：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ｂｌｅ ＝ 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１２＂

优选商用级 ＝ ６英寸			

建筑级 ＝ １２英寸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２４＂				

Ｕｔｉｌｉｔｙ ＝ ３６＂

标准级 ＝ ２４英寸			

实用级 ＝ ３６英寸

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ｉｚｅ （ｓｋｉｐ）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ｒ Ｌａｐ．
在中央企口式和船式搭接板材中，这一允许值是附加性的，不包括在短尺（漏刨）允许值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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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DIMENSION LUMBER
NLGA 规格锯材（简称规格材）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１２１ Ｓｔｕｄ
ＮＬＧＡ １２１ 款 墙柱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１２２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ＮＬＧＡ １２２ 款 轻型框架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１２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Ｊｏ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ｋｓ
ＮＬＧＡ １２４ 款 结构轻型框架和结构托梁及平铺木板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分级目的及等级的评定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ｌｌ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ｍｕｓｔ ｂ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这些类型中的锯材是以强度进行分级的，所有的等级都规定了工程应力等级。在确定等级时，所
有四个面和两端的缺陷都必须考虑。
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ｍｅｅｔ Ｕｔｉｌｉｔｙ／Ｎｏ ３／Ｓｔｕ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ｉｅｃｅ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ｒｅ ＂Ｒｅｊｅｃｔ＂．
所有没有达到实用级／３级／墙柱级的锯材均被评为经济级。经济级的要求也无法达到的锯材为“等
外品”。
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ｙ ｗｏｏ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ｓ．
如果在轮裂之间有木材组织隔开它们，则这些轮裂不被视为连贯性的。
１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 Ｎｏ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１面轮裂 — 非贯通轮裂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ｉｎｔｏ ａｎ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ｏ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ｆａｃｅ． （Ｆｉｇ． １）
表面轮裂不允许延伸至相邻或相对的面。（图 １）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ｏｒ ｃｈｅｃ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ｓｐｌｉｔ．
位于端头的贯通轮裂或贯通干裂被视为劈裂。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ｏ 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优选结构级／１级／建筑级中不允许贯通轮裂和贯通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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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Ｎｏ 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 ｓｈａｋｅ ｎｏ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ｎ ｂｅ ３＇ ｌｏｎｇ ｏｒ １／４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在２级／标准级中，非贯通轮裂的允许尺寸为３英尺长或全长的１／４（之中的较大者）。
Ｎｏ ３／Ｕ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 ｓｈａｋｅ ｎｏ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在３级／实用级／墙柱级中，非贯通轮裂可以为全长。
２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２面轮裂 — 贯通轮裂
Ｉｎ Ｎｏ 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 ｓｈａｋｅ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ｏｎ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３／４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２＇． （Ｆｉｇ． ２）
在２级／标准级中，仅在一个宽面出现并延伸到窄面的轮裂，其深度限制为深度的３／４、长度不超
过２英尺。（图 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ｓ ｅｘｔｅｎｄ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ｒ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ｆａｃ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贯通轮裂从锯材的一个面延伸至相邻或相对的面。贯通轮裂（和贯通干裂）的尺寸是其两个面上长
度的平均值。
３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３面轮裂 — 贯通轮裂
Ｓｈａ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Ｎｏ ３／Ｕ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 ｏｒ ｗｏｒｓｅ．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ｈａｋｅ ｍｕｓｔ ｂｒｅａｋ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１／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Ｆｉｇ． ３）
从一个宽面延伸至另一个宽面、并使窄面完全裂开的轮裂将使该锯材自动降为３级／实用级／墙
柱级或更差等级。在使用贯通轮裂只能为长度１／６的条款前，必须先确定该轮裂完全贯通锯材
侧面。（图３）
Ｉｆ ｔｈｉｓ ｓｈａｋ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ｅｄｇｅ ｓｐｌｉｔ， ｉｔ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ｓ ａ ｓｐｌｉｔ （１／６ Ｌ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Ｎｏ ３ ａｎｄ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Ｓｔｕ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ｓ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Ｆｉｇｓ． ２ ＆ ３）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如果这种轮裂形成窄面上的劈裂，对其长度的限制与劈裂一致（在实用级／３级中为长度的１／６，在
墙柱中为长度的１／３）。其测量方法是，从其起源的最远处量起，取其在两个宽面上长度的平均
值（图 ２、３）。这类轮裂是一种很严重的类型。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在最差面上，轮裂横向穿过宽面的距离不能大于允许的孔洞直径。
Ｉｎ Ｎｏ 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 ｓｈａｋｅ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ｒ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ｐａｓｔ ３／４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ｆ ｉｔ ｂｒｅａｋ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ｏ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Ｆｉｇｓ． ２ ＆ ３）
在３级／实用级／墙柱级中，如果一个轮裂从宽面上螺旋状延伸至深度的３／４，但没有完全贯通窄面，
其起最大允许值为长度的１／３。如果它完全贯通窄面，限制为１／６板长。两者均是沿板材长度方
向、从轮裂两端的起始处量起。

NLGA 规格锯材（简称规格材） NLGA DIMENSION LUMBER

137

Ｓｈａｋ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ｓ
结构等级中轮裂的允许值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ｏ １／Ｃｏｎｓｔｕｃｔｉｏｎ
优选结构级／１级／建筑级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ｏｎｌｙ） ．
表面轮裂（仅在一面）。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ｈａｋｅｓ．
它们为分离式轮裂。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２＂ ｌｏｎｇ．
每个最大可以为２英寸长。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ｋｅｓ．
轮裂之间是隔离的。

Ｎｏ 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级／标准级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ｔｗｏ ｆａｃｅｓ ｏｎｌｙ）
允许贯通轮裂（仅在两面）。
Ｎｏｔｅ： Ｉｆ ｎｏ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ｈａｋｅ ｃａｎ ｂｅ ｕｐ ｔｏ ３＇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注意： 如果为非贯通，单个轮裂长度可为３英尺。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ｈａｋｅｓ．
它们为分离式轮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２＇ ｌｏｎｇ．
平均尺寸最大为长２英尺。

Ｓｈａｋｅ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ｅｄｇ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４ Ｔ．
延伸至窄面的轮裂深度不能超过３／４厚度。

138

NLGA DIMENSION LUMBER NLGA 规格锯材（简称规格材）

Ｎｏ ３／Ｕ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
３级／实用级／墙柱级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ｅｓ）．
允许贯通轮裂（三面）。
Ｎｏｔｅ： Ｉｆ ｎｏ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ｈａｋ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注意： 如果为非贯通，单个轮裂可为锯材的全长。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３－ｆａｃｅｄ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ｎｇｔｈ．
这种轮裂以其平均值为其长度值。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ｉｄｅ．
在最差面上，穿入宽面上的轮裂不能超过允许的最大孔洞尺寸。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ｃａｎ ｂｅ １／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ｆ ｏ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
如果仅在一个宽面和一个窄面，允许这种贯通轮裂为全长的１／３。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ｃ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 １／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Ｎｏ ３ ｏ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ｆｏｒ Ｓｔｕｄ．
在３级／实用级中，三面贯通轮裂可为全长的１／６；在墙柱级中可为全长的１／３。
Ｓｈ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轮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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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ｐｓ ｉｎ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ａｎｔｎｅｓｓ
刨光中的漏刨和短尺
Ｓｋｉｐｓ ｍａ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ｆａ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ａｎｔｎｅ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如果短尺量的总数没有超过允许值，允许漏刨在背面出现。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ｓｋｉｐｓ —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ｋｉｐ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ｋｉｐｓ ｍａｙ ｂｅ ｕｐ ｔｏ ４＇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ａｒｅａ （ａ ｈｉ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ｓｋｉｐ ｏｆ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２＂ ｘ １／２ Ｗ． Ｅａｃｈ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ｔｗｏ ｈｉ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 ｓｋｉｐ＇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ｆｒｏｍ Ｃ ＂ｈｉｔ＂ ｔｏ ＂ｈｉｔ＂．
间隔漏刨 — 表明有一系列的漏刨，其中单块漏刨的最大长度为４英尺，而且要求在漏刨之间有至
少２英寸 ｘ １／２宽度的刨光区段。每片锯材上最少有两块刨光区段。漏刨的长度从两个刨光区段间
量得。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ｏ 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Ｓｋｉｐ．
优选结构级／１级／建筑级中允许间隔漏刨。
Ｎｏ 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ｉｌｌ ｐｅｒｍｉｔ Ｈｉｔ ｏｒ Ｍｉｓｓ ｏｒ ａ Ｈｅａｖｙ Ｓｋｉｐ ｆｏｒ ２＇ ｌｏ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ｂｏｔｈ． Ａ ｐｉｅｃ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ｏｎｅ ４＇ ｓｋｉｐ ｔｈａｔ ｄｉｐｓ １／８＂ ｄｅｅｐ ｆｏｒ ２＇， ｉ．ｅ．．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Ｓｋｉｐ． 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ｅｄ ｅｄｇｅ ａ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ｗｈ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ｂ ａｎｄ ｙｏｕ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ｓｋｉｐ．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ｓｋｉｐ ａｎｄ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ｓｅｅ ｓｏｍｅ ｅａｓｅｄ ｅｄｇｅ， ｙｏｕｒ
ｓｋｉｐ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１／１６＂ ｏｒ ｌｅｓｓ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ｆ ｙｏｕ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ｅｄ ｅｄ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ｋｉｐ ａｒｅａ， ｔｈｅｎ ｙｏｕｒ ｓｋｉｐ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１６＂ ｉｎ ｄｅｐｔｈ．
在２级／标准级中，允许连漏或连刨、或一个长度为２英尺的严重漏刨，但不允许两者同时出现。
一块有间隔漏刨的锯材可以有４英尺长的漏刨、其中深度为１／８英寸的部分可为２英尺，即间隔漏
刨和严重漏刨。在评级中遇到漏刨时，使用加工钝角作为参考。如果在漏刨的地方你仍然可以看
到一部分加工钝角，漏刨的深度通常小于１／１６英寸。如果在漏刨的地方你看不到加工钝角，漏刨
的深度通常大于１／１６英寸。
Ｉｎ Ｎｏ 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Ｈｉｔ ｏｒ Ｍｉｓｓ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ｎ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ｎｏｔ ｂｏｔｈ）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 ｈｅａｖｙ
ｓｋｉｐ （１／８＂ ｄｅｅｐ）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在３级／实用级中，允许连刨或连漏，而且在一个方向上（厚度或宽度，不能两者都有）可以有一个全
长的严重漏刨（１／８英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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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ｐｓ ｉｎ Ｓｔｕｄ ｇｒａｄｅ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Ｎｏ ３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ｓｋｉｐ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ｏｎｌｙ．
Ｓｔｕｄ ｗｉｄｔｈ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１６＂ ｓｃａｎｔ．
墙柱级中的漏刨与３级中的规定相似，但严重漏刨只允许出现在宽面上。墙柱级在宽度上的短尺不
能大于１／１６英寸。
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劈裂的允许值基于名义宽度。劈裂以两个面上的平均值测定。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ｐｌｉｔｓ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Ｓｐｌｉ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ｐｌｉｔ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ｔ ａｎ ｅ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ｄ （ｕｓ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尺寸为最大允许值的劈裂可以出现在两个端头。当同一个端头上出现多个劈裂时，仅计算该端头上
最大劈裂的尺寸（运用判断力）。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纹理斜度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ｌｉｎ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 ｒａｔｉｏ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１ ｉｎ １２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１ ｉｎ １０ （Ｎｏ １）， １ ｉｎ ８ （Ｎｏ ２）， １
ｉｎ 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１ ｉｎ 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Ｎｏ ３ ａｎｄ Ｓｔｕｄ．）．
纹理斜度是木材纤维与一块锯材边缘平行线的偏离程度。该偏离程度用比率来表示，如纹理斜度
为１／１２（优选结构级）、１／１０（１级）、１／８（２级）、１／６（建筑级级）、１／４（标准级、实用级、３级和墙柱级）。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２＂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ａｎｄ ４＂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ｖｅｒ ａ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ｔｏ ｂ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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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义厚度２英寸及以上和名义宽度４英寸及以上的锯材中，为了较好地代表纤维的斜度，纹理斜
度应在一段足够长、面积足够大的区域中量取。在斜度测量中，应忽略节疤周围或其它局部纹理
偏斜。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ｏ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２＂ ｉｎ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ｓ ｏｎ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在名义厚度为２英寸及以上的锯材的侧面，纹理斜度的测量应与宽面上的方法相同。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ｓｉｚｅｓ． Ｉｆ ａ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４＂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２＂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ｓｈａｌ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在小尺寸锯材中应考虑局部纹理偏斜。如果局部偏斜发生在名义宽度小于４英寸 、或在名义厚度小
于２英寸的锯材的侧面，而且不是由于允许节疤所引起的，对斜度的测量应包含局部偏斜。
Ｗａｎｅ
钝棱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Ｗａｎｅ，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ｕｓ， ｉ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Ｗａｎｅ １／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ｎ ２／３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ｍｕ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Ｗａｎｅ ｆｒｅ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虽然在规则中表述的是钝棱在表面上的比例，但通常是测量剩余木材的量。因此，如果规则允许有
１／３厚度的钝棱，那么窄面的２／３必须没有钝棱。钝棱的允许值是基于实际宽度和厚度。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ｅ．
每面都可以含有其允许范围内的最大钝棱，各个面不互相影响。
Ｗａｎｅ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ｋｓ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ａｓｉｃ Ｗａｎｅ． （Ｆｉｇ． １１）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ｎｅ ｔｏ ｂ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ｎｅ ｏｎ ａｎｙ ｐｉｅ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ａｎ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ｉｇｓ． １２， １３ ａｎｄ １４）
轻型框架、结构轻型框架和结构托梁及平铺木板类型的锯材中，如果是基本尺寸的钝棱，允许在锯
材的全长内出现（图 １１）。规则允许一些等级的钝棱可以深一些、或宽一些，但任何一块锯材上的钝
棱必须可以等效换算为全长基本钝棱的允许值（图 １２、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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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Ｎｏ ２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ｒａｄｅ
钝棱示例 － 厚度对应２级／标准级

Ａｎｙ Ｗａｎｅ ｔ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ｅｐｔｈ 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 １／４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任何尺寸达到最大厚度或宽度的钝棱，其长度不能超过锯材长度的１／４。

Ｗａｎｅ Ｄｉｐｓ
局部深棱
Ｉｎ ＮＬＧ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ｈｏｒｔ，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ｎｅ Ｄｉ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ａｔｅｄ．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７５０）
在ＮＬＧＡ结构材中，允许出现小块（短或浅）的、超出规则最大值的局部深棱。（ＮＬＧＡ ７５０款）
Ｗａｎｅ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ｅｎｄｓ，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ｏｒ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ｎｅ ｆｏｏｔ ｉｆ ｎｏ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ｓｋｉｐｓ ｉｎ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ｏｎ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ｅｒ ｐｉｅｃｅ．
如果有离开端头的、延伸至整个宽面或窄面的钝棱，其严重程度不超过规则允许的漏刨，则允许其
长度最大为１英尺。但每片锯材中限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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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图１５

Ｗａｎ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ａ ｈｏｌ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ｏｎｌｙ ｉｆ ｎｏ ｍｏｒｅ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ｏｎ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ｉｅｃｅ．
等效于孔洞的钝棱、如果其破坏性影响不超过所允许的节孔，可以允许其横跨窄面（该钝棱的长度
不能超过该等级所允许的节孔直径的两倍），而且每片锯材中限出现一次。

Ｆｉｇ． 图１６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Ｗａｎｅ
钝棱评估策略
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ｃ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ａｎｅ．
确定最大的钝棱在哪一面。
２．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ｎｅ ｏｃｃｕｒ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最大的钝棱有无直接出现在锯材的任意一端？
３． Ｉ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ｏｏｄ ｗｏｏｄ．
如果钝棱直接出现在锯材的任意一端，测量残留木材最小处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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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图 １７

Ｆｉｇ． 图 １８

Ｆｉｇ． 图 １９

４． Ｉ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 Ｗａｎｅ Ｄｉｐ ａｎｄ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ａ ｓｋｉｐ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如果钝棱在离开端头的地方出现、而且是在宽面上，并且大于最大允许值，就称为局部深棱。
对于这种钝棱，可以作为等效的漏刨处理。
５． Ｉ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 Ｗａｎｅ Ｄｉｐ ａｎｄ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ａ ｓｋｉｐ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ｒ ａ ｈｏｌ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７５０）
如果钝棱在离开端头的地方、并且在窄面上出现，并且大于最大允许值，它被称为局部深棱。
对于这种钝棱，可以作为等效的漏刨或孔洞处理（ＮＬＧＡ ７５０款）。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ｎｅ
经济级中的钝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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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ｎｅ：
示例，经济级中的钝棱：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ｈｏｌｅ ７５％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 ｘ １０，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ａ ７ １／８＂ ｈｏｌｅ （９ １／２
ｘ ．７５） ｓｏ ｗａｎ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ｒ ａ １／２＂ ａｎｄ １４＂ ｌｏｎｇ 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７ １／８＂．
经济级允许占横切面达７５％的孔洞。在２ ｘ １０中，这等效于一个７ １／８英寸的孔洞（９ １／２ ｘ ．７５），
所以该贯通钝棱的尺寸可以为一个１／２英寸宽１４英寸长、或其它等效于７ １／８英寸的尺寸。
Ｗａｎｅ ｉｎ ４ ｘ 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ｌ ｉ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在４ ｘ ４锯材上的钝棱，以最差面作为边。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Ｂｅｅｔｌｅ ｏｒ Ｐｏｓｔ Ｐｏｗｄｅｒ Ｂｅｅｔｌｅ ｂｕｔ ａｎｙ ｈｏｌｅ ｗｈｏ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１／１６＂ ｏｒ ｓｏ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Ｐｉｎ Ｈｏｌｅ．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４８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 １＂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针孔虫眼通常是由于安布柔思虫或者木蠹虫所引起的，但一般将任何原因引起的、直径在１／１６英
寸左右的孔洞都称为针孔虫眼。针孔虫眼通常被作为其它缺陷的“较小的等效缺陷”处理。每允
许一个１＂的节孔可以等效换算为允许４８个针孔虫眼。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以最差宽面确定等级。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ｂｙ ４８．
要确定一块锯材可以允许多少针孔虫眼，先确认节孔的允许数，然后乘以４８。
ＣＭＳＡ ｇｒａｄ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ｈ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ｏｏ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ｔｈｉ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ｅｅ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ＣＭＳＡ的等级表中已将这一计算进行了简化，即以每英尺长度允许的针孔虫眼数表示。使用时，将
这一数字乘以待评级锯材的英尺数，即可确定所允许的针孔虫眼数。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ｉｎ Ｈｏ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示例：针孔虫眼的计算：
２ ｘ ４ － １２＇ Ｎｏ １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１ ｉｎｃｈ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３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１２＇ ／ ３＇＝ ４）
２ ｘ ４ － １２英尺 的１级材每３英尺允许一个１英寸的孔洞。（１２英尺 ／ ３英尺＝ ４）
１ ｘ ４ ｘ ４８ ＝ １９２
１９２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在最差面允许１９２个针孔虫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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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ｘ ６ － １０＇ Ｎｏ 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１ １／２ ｉｎｃｈ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ｏｏｔ． （１０＇ ／ ２＇ ＝ ５）
２ ｘ ６ － １０英尺的２级材每２英尺允许一个 １ １／２英寸的孔洞。（１０英尺 ／ ２英尺 ＝ ５）
１ １／２ ｘ ５ ｘ ４８ ＝ ３６０
３６０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在最差面允许３６０个针孔虫眼。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Ｔｈｅ
ｂｏｒ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 ａ ｆｕｎｇｉ 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ｆｕｎｇ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
当一块锯材中出现针孔虫眼时，分级员应注意检查该块锯材中有无腐朽。因为钻孔的昆虫可能带入
了某种真菌或为真菌的侵染提供了通道。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虫孔和海虫孔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１２ －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虫孔和海虫孔的允许值为：每允许１英寸节孔可等效允许１２个虫孔。此处不考虑虫孔的大小。对虫
孔和海虫孔的限制主要是出于外观目的。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以最差面确定等级。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ｂｙ １２．
要确定一块锯材可以允许多少针孔虫眼，先确认节孔的允许值，然后乘以１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示例：
２ ｘ ６ － ８＇ Ｎｏ 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１ １／２ ｉｎｃｈ ｈｏｌｅ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ｅｅｔ． （８＇ ／ ２＇ ＝ ４）
２ ｘ ６ － ８英尺的２级材每２英尺允许一个 １ １／２英寸的孔洞。（８英尺 ／ ２英尺＝ ４）
１ １／２ ｘ ４ ｘ １２ ＝ ７２
７２ Ｇｒｕｂ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在最差面允许７２个虫眼。
				
２ ｘ １０ － ８＇ Ｎｏ ３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３ ｉｎｃｈ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ｏｏｔ． （８＇ ／ １＇＝ ８）
２ ｘ １０ － ８英尺 的３级材每１英尺允许一个 ３英寸的孔洞。（８英尺 ／ １英尺＝ ８）
３ ｘ ８ ｘ １２ ＝ ２８８
２８８ Ｇｒｕｂ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在最差面允许２８８个虫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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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Ｎｏ ２
白斑朽 — 标准级／２级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在建筑级／优选结构材／１级结构材中不允许。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 ２，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ｙ １／３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 ｃ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ｆｏｒ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ｖｅｒ １／３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在标准级／２级，白斑朽限于为体积的１／３，或等效。等效的意思是，长度为全长１／３的白斑朽可以横
跨整个宽度，或宽度为全宽１／３的白斑朽可以横跨整个锯材长度。
Ｕｔｉｌｉｔｙ／Ｎｏ ３／Ｓｔｕｄ ａｌｌｏｗ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ｆｏｒ １００％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实用级／３级／墙柱级允许白斑朽占锯材１００％的体积。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Ｐｅｃｋ ａｎｄ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ｏ ２
标准级／２级中的蜂窝朽、袋状朽和腐朽
Ｆｉｒｍ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ｉｎｆ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ｃｒｕｍｂｌ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ａｓｉｌｙ ｂｅ ｐｉｃｋｅｄ
ｏｕ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ｆｔ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ｍａｙ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坚实的蜂窝朽是指在手指压力下不会轻易破碎的蜂窝朽。软蜂窝朽的面积可以等效为允许的腐
朽木材处理。
Ｆｉｒｍ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ａｎｄ Ｐｅｃｋ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１／６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ｇｒａｄ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Ｎｏ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ｋｓ － ｎｏｍｉｎａｌ 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２＂）．
在下列等级中可以允许１／６宽度的坚实蜂窝朽和袋状朽：轻型框架中的标准级（所有厚度），结构
轻型框架和托梁及平铺木板中的２级（仅在名义厚度为２英寸的锯材中允许，厚度大于２英寸的锯
材中不允许）。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 ｓｐｏｔ （１ ｓｐｏｔ） １／１２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２＂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ｓｐｏｔ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１２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ｅｄ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２＂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Ｎｏ ２）．
任何其它木材腐朽限一块，大小为１／１２片宽，长度为２英寸，或等效较小者。如果腐朽出现在侧
面，则它不可大于厚度的１／１２，而且仅在名义厚度为２英寸的锯材中允许（标准级和２级）。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 Ｐｅｃｋ — Ｕｔｉｌｉｔｙ ／ Ｎｏ ３ ａｎｄ Ｓｔｕｄ
腐朽／袋状朽 — 实用级／３级和墙柱级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Ｎｏ ３ ａｎｄ Ｓｔｕｄ －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ｓ ｈｅｌｄ ｔｏ １／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 １／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在实用级／３级和墙柱级中，腐朽限于横切面的１／３，贯通部分限于锯材长度的１／６。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Ｎｏ ３ ａｎｄ Ｓｔｕｄ， ｓｐｏｔｓ ｏｒ ｓｔｒｅａｋｓ ｏｆ ｓｏｆｔ ｄｅｃａ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ｅａｃｈ ｓｔｒｅａｋ ｍａｙ ｂｅ ｕｐ ｔｏ １／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ｒ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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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用级／３级和墙柱级中，如果软腐朽斑块或条纹仅出现在一面，则不限制长度。如果贯通两个
宽面，每个腐朽条纹最多只能为锯材长度的１／６。（测量须在贯通的部位进行）。
ＮＯＴＥ：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ｆ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ｄｅｐｔｈ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ｍｕｃｈ ｓａｆｅｒ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ｂｙ ａ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注意：腐朽木材如果不在端头则很难通过横切面的方法来评估，因为无法估计它的延伸深度。通过
与宽度的比例来评估则可靠得多。
Ｏｎ ｅｄｇｅｓ ｉｔ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ｎａｉｌｉｎｇ 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ｔｏ ｎｏｔ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ｎａｉｌｉｎｇ ｅｄｇｅ， ｉｔ ｍｕｓ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出现在侧面上时，腐朽不可以破坏着钉面。要腐朽不破坏着钉面，它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Ｉｆ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ｋ ｆｏｒｍ） ｉｔ ｍｕｓｔ ｏｃｃｕｐｙ ｎｏ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ｅｄｇ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ｗａｎｅ （７／８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Ｎｏ ３， １／２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ｔｕｄ）．
如果没有完全贯通窄面（条纹状腐朽），它在窄面上占据的尺寸不能超过钝棱的最大允许值（在实用级
／３级中为厚度的７／８，墙柱级中为厚度的１／２）。
Ｉ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ｉｔ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ｏｃｃｕｐ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如果完全横跨窄面，则其长度不能超过允许节孔尺寸的两倍。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ｓｐｏｔｓ ２＇ ｌｏｎｇ ｂｙ ３／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在经济级中允许有散布的、长度为２英尺、宽度为横切面３／４的腐朽斑块。
Ｉｎ ４ ｘ ４， ｔｒｅａｔ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ｅ ａｓ ａ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在４ ｘ ４中，每一面均被视为宽面处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节孔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Ｗｈｅｒｅ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ｌｉｋｅ ３ ｆａｃｅ ｏｒ ４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Ｋｎｏｔｓ．
除非另有说明，节孔的测量方法与节疤相同，即在两个宽面上测量平行于锯材边缘的平行线间的
距离，再取平均值。如果节孔穿透窄面（就象３面或４面节疤一样），则窄面上节孔占据的体积则必
须纳入考虑之中。除非另有说明，孔洞的测量方法与节疤相同。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ｔｏ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ｍ ｔｏｔａｌ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ｆ ａ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２＂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２＇ ｔｈｅ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ｏｎｅ ２＂ Ｈｏｌｅ＇ ｏｒ ＇ｏｎｅ １＂ 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１／２＂ Ｈｏｌｅｓ＇ 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２＇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ｔｗｏ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Ｈｏｌｅ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ｔｗｏ ｆｅｅｔ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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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孔是用单个最大允许尺寸的方法加以限制的。当孔洞较小时，只要它们的总尺寸不超过规定的
单个节孔尺寸，就可以换算为任何数量的小节孔（此谓等效对应小缺陷）。一块锯材中可出现节孔
的数量取决于规则中所允许的单个节孔尺寸及其数量。例如：如果一个等级允许每２英尺含一个
２英寸的节孔，则该块锯材可以含一个２英寸的节孔、或一个１英寸的节孔和两个１／２英寸的节孔、
或其它等效的组合。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通常的说法就是“等级允许每２英尺长度内有两英寸的
节孔”。所有可允许的节孔可以集中出现在锯材的某一区域而不影响等级。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ｏ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示例，孔洞的计算：
２ ｘ ６ Ｎｏ１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ｏｎｅ １ １／４＂ Ｈｏｌｅ ｅｖｅｒｙ ３＇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２ ｘ ６ １级，每３英尺长度允许一个 １ １／４英寸的孔洞、或等效。
Ａ ｐｉｅｃｅ １２＇ ｌｏ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ｍｉｔ：
一块１２英尺长的锯材将允许：
（ｌｅｎｇｔｈ ÷ ｌｉｎｅａｌ ｐｅｒ Ｈｏｌｅ） ｘ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 Ｔｏｔａｌ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锯材长度 ÷ 每允许一个孔的锯材长度） ｘ （孔洞尺寸） ＝ 允许的总孔洞尺寸
（１２ ÷ ３） ｘ １ １ ／ ４＂ ＝ ５＂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这相当于：
Ｆｏｕｒ － １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ｏｒ
四个 － １ １／４英寸孔洞，或
Ｔｗｏ － １ １／４＂， ｔｗｏ ３／４＂，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ｏｒ
两个 － １ １／４英寸， 两个 ３／４英寸， 和四个１／４英寸孔洞，或
Ｔｅｎ － １／２＂ Ｈｏｌｅｓ， ｅｔｃ．
１０个 － １／２英寸孔洞，等等。
Ａ ｐｉｅｃｅ １８＇ ｌｏ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ｍｉｔ：
一块１８英尺长的锯材将允许：
（１８ ÷ ３） ｘ １ １／４ ＝ ７ １／２ ＂ｉ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Ｈｏｌｅ＂
（１８ ÷ ３） ｘ １ １／４ ＝ ７ １／２“英寸的孔洞”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这相当于：
Ｆｏｕｒ １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５／８＂ Ｈｏｌｅｓ ｏｒ ｆｉｆｔｅｅｎ １／２＂ Ｈｏｌｅｓ．
四个 １ １／４英寸的孔洞和四个５／８英寸的孔洞、或１５个１／２英寸的孔洞。
ＮＯＴＥ： ｎｏ Ｈｏｌｅ ｍａｙ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注意：所有孔洞均不可以超过该等级允许的最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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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Ｈｏｌｅｓ
加工孔洞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ｏ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加工孔洞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孔洞或损伤。下列原则是用于处理在窄面上延伸的加工孔洞。对于
通常的等级，不需要使用这些原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ｅａ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ｏ １ Ｈｏｌｅ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２＇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２ ｈ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ｖｅｒ １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Ｈｏｌｅ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在面积上，对加工孔洞的限制与允许的节孔尺寸相同；在数量上，长度在１２英尺以下的锯材限一
个，长度在１２英尺以上的锯材限两个。加工孔洞的长度受到如下进一步限制：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ｗａｎ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ｎｅ ｏ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ｎｌｙ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加工孔洞和加工缺边不可以同时出现。两者只能允许一种。
Ｓａｗｃｕｔｓ
锯缝
Ｓａｗｃｕｔ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ｏ １．
在优选结构级／１级中，通常不允许锯缝出现。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ｓａｗｃｕ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Ｊｏｉｓｔｓ ＆ Ｐｌａｎｋ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在轻型框架等级中，以允许的最大圆节尺寸来评估锯缝；在结构轻型框架和托梁及平铺木板等级
中，以允许的边缘节疤来评估锯缝。
Ｓａｗｃｕ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１／２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穿过厚度方向的锯缝是在其最大透入深度处、与边缘平行的直线之间测量的，最大允许值为边缘节
疤允许尺寸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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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ｗｃｕ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ａ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ｕｐ ｔｏ １／２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穿过宽面方向的锯缝，与条状节相似、作为圆节的等效来评估，最大允许为边缘节疤允许尺寸
的１／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出现方式的限制
Ｓａｗｃｕｔｓ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ｍｓ
锯缝可以有三位置类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ｒｕ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
部分透过宽面和窄面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ｌｉｋｅ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与相同尺寸的条状节一样，测量其占据的位置。
－ ｉｅ ｆ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ｘ ｗｉｄｔｈ ｘ １／３． Ｓａｗｃｕ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２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即，在规格材中为：深度 ｘ 宽度 ｘ １／３。锯缝占据的位置不能超过边缘节疤允许尺寸的１／２。
Ｆｉｇ． 图 ２７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ｔｈｒｕ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穿过整个宽面的锯缝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ｏｒ， ｌｉｋｅ 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与相同尺寸的“贯通条状节”一样，测量其占据的面积。
－ ｉｅ ｆ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Ａ ＋ Ｂ） ｘ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ｐｉｅｃｅ ｘ １／３． Ｓａｗｃｕ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２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即，在规格材中为：（Ａ＋Ｂ） ｘ 宽度 ｘ １／３。锯缝占据的位置不能超过边缘节疤允许尺寸的１／２。
Ｆｉｇ． 图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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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ｔｈｒｕ ｔｈｅ ｅｄｇｅ
穿过整个厚度的锯缝
－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ｓ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在情况最严重的面上测量。
－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２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测量值不能超过边缘节疤允许尺寸的１／２。
Ｆｉｇ． 图 ２９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率
Ｉｎ ＮＬＧ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ｙ ｏｎｌｙ ｔｏ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Ｗ． Ｌ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ａｎｓ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ｎｄ ｆｏ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ｉｓ １／３ 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ｕｍｍｅｒｗｏｏｄ －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ｔｏ 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ｔ ｒａｒｅ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ｉｍｂ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在ＮＬＧＡ规格材中，关于生长率的规定仅用于花旗松（和西部落叶松）。在这些等级中，对生长率
的最高规定为“中等”。“中等”生长率意味着在最好一端每英寸有４个年轮，如果少于３个年
轮，只要其年轮中晚材（年轮中较暗的部分）的比率超过１／３，则也可以接受。由于这一规定很宽
松、而且仅针对一个树种组合，所以在规格材评级中很少起决定性作用。但对于来自次生林的木
材应仔细观察。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 （３） ｉｎｃｈ ｌ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ａ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Ｉ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３．９，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４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计算生长率的方法是，在垂直于年轮的直线上（又称半径线），计算３英寸范围内的年轮数，再除以
３。如果计算结果为３．９，则生长率小于４。
Ｉ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ｆ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ＨＣ），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ｍｕｓｔ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 ３１）． Ｉｆ ｔｈｉ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ｍａｄ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ｉｇ． ３２）．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ｌｅｎｇｔｈ．
如果一块锯材是不含树心的（ＦＯＨＣ），则该直线必须“位于中间位置”，即该线条的中间点应当位
于端头的中心（图３１）。如果该“位于中间位置”的线条不足３英寸，则在可能的长度内计算年轮（图
３２）。将该数字除以线条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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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图３０

Ｅｘｃｌｕｄｅ 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ｏｖｅｒ ａ ３＂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 ｂｙ ３．
去除尺寸最小的１／４部分（近髓部分），数一下３英寸半径线内的年轮数。再除以３。
Ｆｉｇ． 图３１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ｏｖｅｒ ａ ３＂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ｉｔｓ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 ｂｙ ３．
数一下３英寸半径线内的年轮数。该线条的中间点应当位于端头的中心。再除以３。
Ｆｉｇ． 图３２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ｉｎｇ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ｗｈｏｓｅ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ｉｎ ｉｎｃｈｅｓ）．
数一下最长半径线内的年轮数，该线条的中间点应当位于端头的中心。将该数字除以线条的长度
（英寸数）。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示例，生长率的计算：
Ａ ４ ｘ ４ ｈａｓ ａ 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 ｏｆ ２５ ｏｎ ａ ３＂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ｑｕａｌｓ
２５／３ ｏｒ ８．３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一块 ４ ｘ ４ 锯材，在３英寸长的半径线上有２５个年轮。其生长率为２５／３，即每英寸 ８．３个年轮。

Ａ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２ ｘ ６ ｈａｓ ａ 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 ｏｆ １２ ｏｖｅｒ ａ １ ３／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ｑｕａｌｓ １２ ／ １．７５ ｏｒ ６．８ 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ｉｎｃｈ．
一块平纹的２ ｘ ６ 锯材，在１ ３／４英寸的处于中间位置的半径线上有１２个年轮。其生长率为 １２ ／
１．７５，即每英寸 ６．８ 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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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ｏｒ ｈｅａｒ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ｙ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ｕｐ ｔｏ ３＂ ｌｏｎｇ）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ｌｅａｓ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Ｆｉｇ． ３０）．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ｉ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ｂｅ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如果一块锯材含有髓心（树心），在始于距髓心１／４厚度以上的任意半径线（最长３英寸）上测量（图 ３０）。
可以选择最有利的半径线。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ｎｄ ｉｓ ４．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ｅｎｄ ｉｓ ３．８，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将最好端的生长率与该等级的允许值相比。如果最好端为４．１而最差端为３．８，则该块锯材符合“中
等”生长率的规定。
Ｃｈｉｐ－ｎ－Ｓａ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ａｗ Ｓｔｅｐ （Ｒａｂｂｅｔｅｄ ｅｄｇｅ）
边缘锯陷和阶梯状偏锯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ｎ ａ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ｎ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ａｎ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ｏｎ ａ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ｌｏｓ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ｎｅ．
除非其宽度和深度超过钝棱的规定，对边缘锯陷和阶梯状偏锯按钝棱进行限制，其限制以等效于自
然钝棱的木材缺失量为依据。
Ｉｎ ｒｏｕｇｈ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ｕ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ｒ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ｍａｒｋｓ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１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ｕｔ． Ｄｅｅｐ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ｏｒ ｓｋｉｐ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ａｎ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ｇｉｖｅｎ ｇｒａｄｅ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ｌｏｗ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在毛面锯材中，这类锯陷、锯痕或阶梯状偏锯的痕迹离规定的锯线必须小于１／１６英寸。更深的锯陷
也不可超过规定允许的等效的钝棱或漏刨，而且只限于偶尔出现。等效于某等级全长钝棱的锯陷应
该降为其下面的一个等级，而且只限于偶尔出现。

Ｆｉｇ． 图３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ｉｍｂｅｒ Ｂｒｅａｋｓ
应压木和木材断裂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ｂ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ｏｏｄ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ｉｍｂｅｒ ｂｒｅａｋ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在应压木周围允许的范围内、由干燥引起的木材分离不应被当成木材断裂和应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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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ｏｏｄ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ｂｅｒ ｂｒｅａｋ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ｏ ３，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与某等级中其它影响外观和降低强度的缺陷一样，对应压木的限制以其效果确定。应力缺陷和木
材断裂仅允许在标准级、３级、实用级和墙柱级中出现，其限制程度相当与可允许节孔的尺寸。
Ｐｌａｎｅｒ Ｔｅａｒｓ
刨刀撕伤
Ｐｌａｎｅｒ ｏｒ ｃｈｉｐｐｅｒ ｔｅａｒ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 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４＂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Ｎｏ ３ ａｎｄ Ｓｔｕ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ｅａｒｓ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ｎ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ｓｐｌｉｔ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刨刀撕伤可以允许在标准级／２级及更高等级中出现，但它的长度不能超过该块锯材的宽度、深度不
能超过１／４英寸。在实用级、３级和墙柱级中，撕伤深度不能超过允许的节孔尺寸、长度不能超过允
许的劈裂长度。
Ｗａｓ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废料条款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ｗａｓｔｅ＂ ｔｏ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ｖｅｒ ８＇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ｆ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ｕｔ ｏｕｔ （ａｓ ｗａｓｔ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ｕｓｅｒ．
经济级中允许在８英尺以上的材料中出现废料。废料的长度不能超过该块锯材长度的２５％，而且
距端头必须在２英尺以上。换句话说，超过允许值的缺陷是可以出现的，假定用户可以将它们当
作废料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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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T MEASUREMENT
节疤测量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ｒａｄｅｓ）
规格材（应力等级）中的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Ｂａｒｋ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ｏｃ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ｎ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锯材宽面的节疤从与锯材边缘平行的节疤边线之间的距离测得。节疤尺寸是两个宽面上测量值的平
均数。在确定节疤尺寸时，必须将节疤周围的树皮（树脂囊和钝棱除外）包括在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Ａ ＋ Ｂ） ／ ２． Ｔｈｒｅｅ ｅａｓｙ ｓｔｅｐ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节疤测量公式 — 测量规格材圆节的节疤测量公式为（Ａ ＋ Ｂ） ／ ２。通过三步简单的步骤就可以精确地
确定节疤的尺寸。
Ｓｔｅｐ １ —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ｉｄｅ Ａ
第一步 — 测量Ａ面

Ｓｔｅｐ ２ —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ｉｚｅ Ｂ
第二步 — 测量Ｂ面					

						

Ｓｔｅｐ ３ —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２
第三步 — 将两测定值之和除以２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该数值即为节疤的平均尺寸

157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Ａ ＝ １ ３／８＂ ａｎｄ Ｂ ＝ １＂ ｔｈｅｎ，
示例计算：如果 Ａ ＝ １ ３／８英寸 ，Ｂ ＝ １英寸 ，则：

Ｆｉｇ． 图１

Ｆｉｇ． 图２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２ 计算：
（Ａ ＋ Ｂ） ／ ２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Ａ ＋ Ｂ ）／ ２ ＝ 平均值节疤尺寸
Ａ ＝ ７／８＂
Ｂ ＝ １ ５／８＂ ＝ １３／８＂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因此：

Ｓｐｉｋｅ ｏｒ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条状节疤或窄面节疤（与圆节等效）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ｏｒ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ｏｎｅ ｏｒ ｂｏｔｈ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ｏｏ．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条状节、或窄面上的节疤，通常出现在一个或两个窄面上，也可能会出现在宽面上。在规格材中，
条状节被作为等效圆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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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ｉｎ Ｆｉｇ． ３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图３中条状节的等效圆节的尺寸可以使用通用的条状节换算公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
通用的条状节换算公式为：
Ｌ ／ ２ ｘ （Ｃ ＋ Ｄ） ／ Ｔ
Ｗｈｅｒｅ Ｌ ＝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其中 Ｌ ＝ 节疤长度
Ｗｈｅｒｅ Ｔ ＝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其中 Ｔ ＝ 该块锯材的厚度
Ｗｈｅｒｅ Ｃ ａｎｄ Ｄ ＝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ｏｎ ｅａｃｈ ｅｄｇｅ
其中 Ｃ 和 Ｄ ＝ 节疤在每个窄面上的尺寸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Ｌ／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Ｃ＋Ｄ）／Ｔ）．
这一公式计算条状节在宽面（Ｌ／２）上的平均尺寸（长度）和该节疤在窄面上占据的比例（（Ｃ＋Ｄ）／Ｔ）。
Ｂｕｔ ｆｏｒ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ｃａｎ ｂ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然而对于北美的规格材，该公式可以简化为：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ｋｎｏｔ ｘ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ｋｎｏｔ ｘ １／３ ｏｒ

Ｗ ｘ Ｔ ｘ １／３

节疤宽度 Ｘ 节疤厚度 Ｘ １／３ 或：Ｗ ｘ Ｔ ｘ １／３
Ｆｉｇ．３ － 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 ２ ｘ ４
图３ － 仅在一个窄面的条状节 － ２ ｘ ４
			

Ｆｉｇ． 图３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图３ 计算：
Ｗ ｘ Ｔ ｘ １／３ ＝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Ｗ ｘ Ｔ ｘ １／３ ＝ 等效圆节尺寸
Ｗ ＝ ３ １／２＂
Ｔ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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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 Ｔｗｏ－Ｅｄｇ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 ２ ｘ ４
图４ － 在两个窄面上的条状节 － ２ ｘ ４
Ｔｈ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ｉｎ Ｆｉｇ． 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ｈ ｅｄｇ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图 ４中的条状节出现在两个窄面上。两个窄面都必须包括在Ｔ之中（节疤的总厚度）。

Ｆｉｇ． 图４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４ 计算
Ｗ ｘ Ｔ ｘ １／３ ＝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Ｗ ｘ Ｔ ｘ １／３ ＝ 等效圆节尺寸
Ｗ ＝ ３ １／２＂
Ｔ ＝ （３／８＂ ＋ ３／８＂） ＝ ３／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因此
３ １／２＂ ｘ （３／８＂ ＋ ３／８＂） ｘ １／３ ＝ ７／２ ｘ ３／４ ｘ １／３ ＝ ２１／２４ ｏｒ ７／８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等效圆节尺寸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与圆节等效的占据位置 — 轻型框架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ｎｏｔ － １ １／２＂
建筑级节疤 － １ １／２英寸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４３％
占据位置 － ４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Ｋｎｏｔ － ２＂
标准级节疤 － ２英寸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５７％
占据位置 － ５７％

160

KNOT MEASUREMENT 节疤测量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Ｋｎｏ － ２ １／２＂		
实用级 － ２ １／２英寸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７１％
占据位置 － ７１％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ｑｕａｒｅｓ —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方材中的节疤 — 示例占据位置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４ ｘ ４．
以下的图例展示了４ ｘ ４ 锯材的建筑级、标准级、和实用级中所能允许的最大节疤尺寸。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１ １／２＂		
建筑级 － １ １／２英寸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４３％
占据位置 － ４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２＂
标准级 － ２英寸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５７％
占据位置 － ５７％

Ｕｔｉｌｉｔｙ － ２ １／２＂
实用级 － ２ １／２英寸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７１％
占据位置 －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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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规格材中的三面和四面节疤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Ｗｉｄｅ－Ｆａｃｅ－Ｏｎｌｙ－Ｋｎｏｔｓ．
三面节疤出现在两个宽面和一个窄面上。在对三面节疤进行评定时，是将它们换算成几何上等效
的、仅出现在宽面上的节疤。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
三面节疤
Ｆｏｒｍｕｌａ
公式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Ａ ＋ Ｂ ／ ２
节疤尺寸 ＝ Ａ ＋ Ｂ ／ ２
Ｗｈｅｒｅ Ｂ ＝ （（Ｃ／Ｄ） ｘ Ｅ） ＋ Ｆ
其中 Ｂ ＝ （（Ｃ／Ｄ） ｘ Ｅ） ＋ Ｆ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
四面节疤
Ｆｏｒｍｕｌａ
公式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Ａ ＋ Ｂ ／ ２
节疤尺寸 ＝ Ａ ＋ Ｂ ／ ２
Ｗｈｅｒｅ Ｂ ＝ （（Ｃ／Ｄ） ｘ Ｅ） ＋ Ｆ
其中 Ｂ ＝ （（Ｃ／Ｄ） ｘ Ｅ） ＋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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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ｐ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计算示例
Ａ ＝ （（３／４＂ ／ １ １／２＂） ｘ ２ ５／８＂） ＋ ７／８＂
＝ （１／２＂ ｘ ２ ５／８＂） ＋ ７／８＂
＝ ２ ３／１６＂
Ｂ ＝ （（３／８＂ ／ １ １／２＂） ｘ ２ １／２＂） ＋ １＂
＝ （１／４＂ ｘ ２ １／２＂） ＋ １＂
＝ ４／８＂ ＋ １＂
＝ １ ５／８＂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Ａ ＋ Ｂ ／ ２ ＝ ２ ３／１６＂ ＋ １ ５／８＂ ／ ２ ＝ ３ １３／１６＂ ／ ２ ＝ １ ２９／３２＂
节疤尺寸 ＝ Ａ ＋ Ｂ ／ ２ ＝ ２ ３／１６＂ ＋ １ ５／８＂ ／ ２ ＝ ３ １３／１６＂ ／ ２ ＝ １ ２９／３２＂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规格材中相邻表面的节疤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１．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ｆａｃ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ｎｏｔ．
评估节疤在窄面上占据的比例。
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ｎ ｆａｃｅ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Ｓｔｅｐ １）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ｗｏｏ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在宽面剩余正常木材中，取相同比例（由步骤１确定）作为侧面节疤的换算值，再加上宽面上现有
节疤尺寸的测量值。
３． Ｔｈｅ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ｘ Ｗｉｄｔｈ ｘ １／３ ｗｈｅｒｅ ｗｉｄｔ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ｓ ｐｅｒ Ｓｔｅｐ ２． Ｄｅｐｔｈ ＝ ｆｕｌｌ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然后按规格材标准条状节计算公式求得节疤尺寸：深度 Ｘ 宽度 Ｘ １／３，其中宽度已按照步骤２进
行调整。深度 ＝ 条状节的全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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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ａｌｌｙ
代数表达式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Ｄ ｘ Ｗ ｘ １／３
节疤尺寸 ＝ Ｄ ｘ Ｗ ｘ １／３
Ｗｈｅｒｅ Ｗ ＝ （Ｅ／Ｄ ｘ Ｃ） ＋ Ａ
其中 Ｗ ＝ （Ｅ／Ｄ ｘ Ｃ） ＋ Ａ
Ｉｆ Ａ ＝ １＂， Ｂ ＝ １／４＂， Ｃ ＝ ３／４＂， Ｄ ＝ １ １／４＂
如果Ａ ＝ １英寸， Ｂ ＝ １／４英寸， Ｃ ＝ ３／４英寸， Ｄ ＝ １ １／４英寸
ａｎｄ Ｅ ＝ １／２＂ ａｎｄ Ｗ ＝ １．３
而且Ｅ ＝ １／２英寸 ａｎｄ Ｗ ＝ １．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 ＝ １＂ ＋ １／４＂ ＝ １ １／４＂
那么Ｗ ＝ １英寸 ＋ １／４英寸 ＝ １ １／４英寸

Ｗ ＝ １ １／４

Ｄ ＝ １ １／４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Ｗ ｘ Ｄ ｘ １／３
节疤尺寸＝ Ｗ ｘ Ｄ ｘ １／３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 ０．５２＂ （ｊｕｓｔ ｏｖｅｒ １／２＂）
节疤尺寸 ＝ ０．５２英寸 （略超过１／２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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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Ｊｏｉｓｔｓ ＆ Ｐｌ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
结构轻型框架、托梁及平铺木板和墙柱等级中的节疤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ｋｎｏ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ｔｓ， 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Ｆｉｇ． ５）
节疤尺寸是依据宽面的边缘和中心线确定的。位于边缘和中心线之间的节疤被称为位置节疤，根据
节疤的位置，允许的结疤尺寸按比例增加。（图５）

Ｆｉｇ． 图５

Ｋｎｏ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节疤位置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ｍａ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ｈａｌｌ ｓｔａｒｔ ａｔ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１／２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在锯材的宽面，从边缘到中心线，允许的节疤尺寸可以按比例增加。这种增加从距边缘相当于可允
许节疤直径的１／２处开始。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ｔ
位置节疤

Ｆｉｇ． 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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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位置节疤的计算
Ａ ｋｎｏｔ＇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ｉ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Ｆｉｇ． ６）
在锯材的两个宽面上，节疤的髓心距边缘的平均距离（图６）为节疤的位置。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ｔ ｉｎ ｉ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ｋ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要评定一块有位置节疤的锯材的等级，第一步是通过以下步骤找出锯材横切面上节疤的平均位置：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Ａ）
量出从最接近节疤的宽面边缘到节疤的几何中心（不是髓心）的距离。（Ａ）
２． Ｄ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ｄｇｅ． （Ｂ）
在锯材反面的同一边缘用同样方法测量。（Ｂ）
３． Ａｄ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ｍ ｂｙ ２．
将Ａ和Ｂ相加再除以２。
４．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ｍｅａ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ｅｌｉｎｅ．
这将得出节疤的大约平均位置，据此可得出边缘和中心线之间的可允许增加的结疤尺寸。
５．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 ｉ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下一步是确定平均节疤尺寸。
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ｋｎｏ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Ｃ ＆ 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 ｂｙ ２．
以平行于锯材边缘的节疤边线为准，从锯材两面（Ｃ和Ｄ）量出节疤尺寸再除以２。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３－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
三面节疤平均位置的确定：

Ｆｉｇ． 图７
２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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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３－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ｌａｐｓ ｏｖｅｒ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ｗｏ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Ｓｅｅ Ｆｉｇ． ７）．
用三面节疤的测定方法测出节疤的尺寸，即求出节疤在窄面上所占的比例、然后在宽面节疤上
加上等效比例的无节疤木材。（图７）
２． Ｔｏ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ｔ （Ａ ＋ Ｂ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２）． Ｗ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ｃｌｅａｒ ｗ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ｔｈｅ ｅｄｇｅ．
要重新确定节疤位置，在两个宽面上测量节疤中心的位置（不是髓心，而是节疤中心），求它们的
平均值（Ａ ＋ Ｂ 然后除以２）。在确定节疤中心时，需要考虑节疤的实际尺寸、加上根据节疤在窄
面上所占比例而换算出占据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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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ｓ
边缘节疤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ｓ：
以下被认为是边缘节疤：
－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ｒ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刚好位于边缘的圆节疤
－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ｌｌ）
条状节（所有）
－ ３－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节疤占有超过１／２边缘的三面节疤
－ ４－ ｆａｃ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ｌｌ）
四面节疤（所有）
Ｌａｒｇ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Ｊｏｉｓｔｓ ＆ Ｐｌａｎｋｓ ＆ Ｓｔｕｄ
在结构轻型框架、托梁及平铺木板和墙柱中的大型条状节疤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ｔｏ ａ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ｓ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ｆｏｒ ａ １－ｅｄｇｅ ｏｒ ２－ｅｄｇ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 ａ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
将条状节转换成圆节疤，使用“边缘节疤尺寸”决定某块锯材的等级。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ｕｄ Ｇｒａｄｅｓ
结构等级和墙柱等级中节疤的间隔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Ｐａｒａ ７１８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ｌａｒｇｅ ｋｎｏｔ．
丛节（７１８ｓ款）当着一个大节疤度量。
Ｋｎｏ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ｗｅｌｌ－ｓｐａｃｅｄ＂ （ｓｅｅ Ｐａｒａ ７１８ｖ）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ａｎｙ ６＂ ｌｅｎｇｔｈ．
在结构等级中节疤必须有“良好的空间分布”（７１８ｖ款）。节疤的分布是指任意６英寸长度内上节疤尺
寸的总和。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ｗｅｌｌ ｓｐａｃｅｄ ｋｎｏｔｓ：
这些规则适用于空间分布良好的节疤：
１）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ｙ ６＂ ｌｅｎｇｔｈ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ｋ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在任意６英寸长度的所有节疤的尺寸总和必须不超过中心线可允许节疤尺寸的两倍。
２） Ｔｗｏ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ｋｎ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６＂ ｏ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最大尺寸的两个中心线节疤不允许出现在同一个６英寸长度范围内。这是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发生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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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 ｘ 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示例 ２ ｘ ８ 结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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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Ｋｎｏｔｓ）
同一横切面上的节疤（对应节疤）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ｉｇ． ８）．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ｋｎｏｔ （Ｆｉｇ． ９）． Ｎ．Ｌ．Ｇ．Ａ．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ｋ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同一横切面上的所有节疤尺寸总和必须少于或等于可允许的“中心线节疤尺寸”（图８）。如果较小
节疤的边缘位于以较大节疤的边缘线构成的切面之中，这些节疤被认为处于同一切面之中（图９）。
Ｎ．Ｌ．Ｇ．Ａ．把这种情况定义为“严重的”节疤组合现象。这可解释为位于同一切面的节疤的组合尺
寸大于可允许的中心线节疤。

Ｆｉｇ． 图８				

Ａ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ｋｎｏｔ
Ａ－最大中心线节疤

Ｆｉｇ．图９

Ａ／Ｂ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ａｍ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Ｂ直接对应（位于同一切面）
Ｃ／Ｄ ｎｏｔ ｉｎ ｓａｍ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Ｄ不在同一切面

Ｉｆ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ｓｐ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ｗｏ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Ｆｉｇ． １０ ｂｅｌｏｗ）．
如果两个相对的边缘节疤都为最大允许直径，它们之间在长度方向上的距离至少为它们直径的两
倍。（图１０）

Ｆｉｇ． 图１０

Ｗｈｅｒｅ ｔｗｏ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ｋｎｏｔ
ｉｆ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ｕｌｅ （３）． Ｉ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ｋｎｏｔ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ｔ 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ｉ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ｏ ｔｗｏ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ｐａｒｔ ａ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ｕｌｅ
（４）． （Ｆｉｇ． １１）．
在两个相对边缘节疤中，如果一个为最大允许直径，另一个与它直接相对，则该节疤的允许尺寸由
规则（３）决定。如果另一个节疤不直接相对，它的尺寸可以按比例增加，规则（４）规定其增加的量等
于其在长度方向上离开正对位置与两倍直径的比例（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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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图１１

					
		
Ｗｈｅｎ Ａ ＋ Ｂ ＞ Ｃ 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ｒ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ｏｆ Ｂ ｍａ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ｓ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ｆ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ｆ ｔｗｏ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ｐａｒｔ．
当 Ａ ＋ Ｂ ＞ Ｃ，而且一个、或两者均小于最大允许尺寸，则Ｂ的最大允许尺寸可以按比例增加，其增
加值取决于其长度方向上离开正对位置与两倍直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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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西部红柏等级规则
２＂ ＆ Ｔｈｉｎｎｅｒ， ２＂ ＆ Ｗｉｄｅｒ
厚度２英寸及以下， 宽度２英寸及以上
Ｐａｒａ ２００ Ｆｉｎｉｓｈ，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Ｃｅｉｌｉｎｇ， ＆ Ｄｒｏｐ Ｓｉｄｉｎｇ
２００ 款 饰面板、内墙板、天花板、外墙挂板
Ｐａｒａ ２０１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２０１ 款 清材斜坡型外墙板
Ｐａｒａ ２０４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ｄｉｎｇ
２０４ 款 有节型内墙板和外墙板
Ｐａｒａ ２０５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２０５ 款 有节斜坡型外墙板
Ｐａｒａ １２６ Ｐａｔｉｏ Ｄｅｃｋｉｎｇ
１２６ 款 露台板
Ｆｉｎｉｓｈ，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ｏｐ Ｓｉｄｉｎｇ
饰面板、内墙板、天花板、外墙挂板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无缺陷（清材）心材级
Ａ
Ａ级
Ｂ
Ｂ级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等级的评估和概要说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Ｆｉｎｉｓｈ，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ｏｐ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 ｓｈｉｐｐｅｄ ｋｉｌｎ ｄｒｉ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ｆｏｕｒ ｓｉｄｅｓ．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ｏｐ Ｓｉｄｉｎｇ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ｒｕｎ ｔｏ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ｈｏｌｌｏｗ， ｏｒ 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ｄ ｂａｃｋ．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ｉｄｅ．
西部红柏饰面板、内墙板、天花板、外墙挂板通常以窑干和四面刨光的形式出售。内墙板、天花
板、及外墙挂板也可能会加工为表面造型的、部分刨光的、中空的、或背面粗糙的形式。清材内墙
板和天花板以表面（刨光造型面）为评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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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ｓ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ａ ｒｏｕｇｈ Ｓａｗ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ｆａｃｅ．
大部分的西部红柏产品也可以粗糙、锯纹、毛面的形式供应。此时的等级规则相同，但产品从粗
糙表面（而不是光滑面）评级。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ｏ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Ａ ＆ Ｂ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产品以最好面评级，反面可以相应低一个等级。然而在无缺陷心材级、Ａ级和Ｂ级中，对某些背
面缺陷的允许值有明确规定。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５＂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ｂｏｔｈ ｅｄｇｅｓ．
在宽度５英寸及以下的产品中，最好面包括两个窄面。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６＂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ｏｎｅ ｅｄｇｅ．
在宽度６英寸及以上的产品中，最好面包括一个窄面。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ｒ ｍａ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ｙｉｅｌ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ｉ．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ｓｔ ｅｄｇｅ）．
（分级员可选择相应的宽面和窄面作为评级面，以获得最高的等级，例如：最好宽面和最差窄面
结合）。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ｈｅｒｅ ｎｏｔｅｄ．
根据上述规则确定相应的宽面和窄面为评级面后，除非特别注明，窄面上的缺陷作为出现在宽面上
缺陷对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ｓ ａｒｅ：
这些等级所允许的缺陷是基于基本尺寸的锯材而确定的。基本尺寸为：
Ｆｉｎｉｓｈ ＆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８＂ ｗｉｄｅ ｂｙ １２＂ ｌｏｎｇ
饰面板及内墙板８英寸宽１２英寸长
Ｃｅｉｌｉｎｇ ＆ Ｄｒｏｐ Ｓｉｄｉｎｇ ４＂ ｗｉｄｅ ｂｙ １２＂ ｌｏｎｇ
天花板及外墙板４英寸宽１２英寸长
Ｃｈｅｃｋｓ
干裂
Ｃｈｅｃｋ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Ｂ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ｈｅｃｋｓ （１／３２ ｘ １０） ａｎｄ ａ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ｃｋ ５０％ ｌｏｎｇｅｒ （１／３２ ｘ 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Ｃｈｅｃ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Ｂ ｇｒａｄｅ ｍａｙ ｂｅ ｕｐ ｔｏ ２０＂ 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对于这些等级而言，干裂的尺寸和数量都必须考虑。在Ｂ级的表面，允许中等干裂（１／３２英寸 ｘ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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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可以偶尔含尺寸大于５０％ （１／３２英寸 ｘ １５英寸） 的干裂。Ｂ级的背面可以含长度至２０英寸的干
裂，而且数量不限。
Ｈｏｌｅｓ
孔洞
Ｈｏｌ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Ｂ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Ｈｏｌｅ ｉｓ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ｍ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ｅｇ ｆｏｕｒ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ｗｏ 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Ｂ ｇｒａｄｅ）． Ａ Ｈｏｌｅ ｏｖｅｒ １／２＂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ｕｔ－Ｏｕｔ．
孔洞可以是任何原因引起的，但仅允许在Ｂ级中出现。只要每个孔洞的尺寸不超过允许值、孔洞尺
寸的总和不超过允许的总和，任何数量的孔洞均可以被当作较小等效孔洞处理。（例如在Ｂ级的背
面，可以允许将４个１／４英寸的孔洞被作为２个１／２英寸孔洞的等效孔洞处理）。超过１／２英寸的孔洞只允
许在废料部分出现。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在这些等级中，对节疤的质量、尺寸和数量均有限制。
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ｖａｌ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ｒ．
Ｓｐｉｋ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ｓｔ ｗｉｄｔｈ．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ｎ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ｅｅ ｐａｇｅ １５７ ｆｏｒ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圆节和椭圆节以它们在出露面上的最大和最小直径的平均值来度量。条状节以它们的长度和最大
宽度的平均值来度量。不规则的节疤以能包围它们的最小四边形的平均值来度量。见１５７页的节
疤测量示例。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ｋ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节疤允许值示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ｐｉｅｃｅ．
基于基本尺寸的锯材。
Ｉｎ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ｎｏ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在无缺陷心材等级的表面，不允许任何节疤。
Ｉｎ Ａ＂ ｇｒａｄｅ， ３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 １／２＂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ｏ ｋｎｏｔ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３／４＂． Ｔｈｅｓｅ ｋｎｏ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在Ａ级中，允许有３个节疤，其总尺寸不能超过１ １／２英寸，单个节疤的尺寸不能超过３／４英寸。这
些节疤必须为健全紧实节。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Ｂ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ｐ ｔｏ ８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４＂， ｎｏ ｏｎ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ｃｅｅｄ １＂． Ｔｈｅｓｅ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ｉｘｅｄ （ｍｏｖｅ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ｕ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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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级的表面最多可允许８个节疤，其尺寸总和不能超过 ４英寸、单个节疤的尺寸不能超过１英寸。
这些节疤可以是腐朽节，但必须是紧固的（在压力下可移动，但不会脱落）。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Ｂ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５％ ｌａｒｇｅｒ 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ｐ
ｔｏ １０ ｋｎｏｔｓ， ｎｏｎｅ ｏｖｅｒ １ １／４＂，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５ ｉｎｃｈｅｓ．
Ｂ级的背面允许缺陷尺寸或数量大２５％，因此该等级允许１０个节疤，但尺寸均不能超过１ １／４英
寸，其尺寸总和不能超过５英寸。
Ｈｉｎｔ：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ｏｒ ｏｎｅ ｔｏｏ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１２＇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ｅ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ｂｅｌｏｗ）．
提示：如果某一个缺陷的数量过多或尺寸过大，而且该块锯材的长度为１２英尺或更长，可以使用废
料条款（见下文废料部分）。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ｉｓ Ｂ ｇｒａｄｅ． Ｂ ｇｒａｄｅ ａｌｌｏｗ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ｉｎｈｏ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３０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ａｒｅａ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５０％ ｍｏｒｅ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 ｃａｎ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３０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可以允许针孔虫眼的最高等级为Ｂ级。Ｂ级可以允许数量有限的针孔虫眼，即大约每平方英尺３０
个。在宽面上，可以使用名义宽度来计算平方英尺面积。在锯材上某处虫眼集中的区域，可以允
许虫眼数达到规定数量的５０％，条件是该锯材的其余部分较好，整片平均值不可超过每平方英尺
３０个。
Ｓｋｉｐｓ
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对漏刨的限制如下：
Ｎｏ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无缺陷心材等级的表面不允许有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ｂａｃｋ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 １／６４＂ ｘ ６＂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无缺陷心材等级背面的漏刨－ １／６４英寸 ｘ ６英寸 ，表面积的２０％（很轻）。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ｅｄｇｅ ｏｆ Ａ ｇｒａｄｅ － １／３２ ｘ １２＂ ２０％ ｏｆ 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ｌｉｇｈｔ）
Ａ级背面和窄面的漏刨－ １／３２ ｘ １２英寸，表面积的２０％（轻度）。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Ｂ ｇｒａｄｅ － ｈｉｔ ａｎ ｍｉｓｓ １／８＂ ｓｃａｎｔ ｏｎ ｅｄｇ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Ｂ级表面和背面的漏刨 － 间隔漏刨，可全长内缺尺１／８英寸。
Ｎｏｔｅ： Ａ ｇｒａｄ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ｐｔ Ｂ ｇｒａｄｅ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ｋｉｐ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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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级的背面不允许出现Ｂ级程度的漏刨，因为该等级中己规定了其背面漏刨的程度。
Ｉ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ｐ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１／２ ｗｉｄｔｈ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ｍ 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ｌｏｎｇ．
如果上述漏刨仅为规定宽度的１／２，则其长度可为规定的２倍。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凹凸纹理 — 须根据手感评价。评定时用手指在锯材们的整个刨光表面抚摸。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ｔｏｒｎ．
撕破纹理 — 通过目视判断纹理被撕破的深度。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机械灼焦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ｎｏ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机械灼焦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接受：深度不大于等级的允许值、而且变色没有超过下列条件：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ｂａｒｅ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ｉｓｈ．
无缺陷心材 几乎不可见。经轻微砂光即可去除，适合使用为自然外观。
＂Ａ＂ ｃｏｌ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ｎｌｙ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ｆｅｌｔ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Ａ级 对颜色没有限制。仅可以轻微感觉到其深度，适宜使用为油漆表面。
＂Ｂ＂ ｃｏｌ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ｆｅｌｔ．
Ｂ级 对颜色没有限制。可以明显感觉到其深度。
Ｗａｎｅ
钝棱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Ｂ Ｆｉｎｉｓｈ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Ｂ Ｆｉｎｉｓｈ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Ｂ级饰面板表面和窄面的钝棱是分别评定的。Ｂ级饰面板表面的钝棱可以按长度和宽度等效换算（以
总面积为准）。钝棱的厚度允许值不可超过，除非它可以被当作背面钝棱处理。
５０％ ｍｏｒｅ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Ｂ Ｆｉｎｉｓｈ ｍｅａｎｓ ａ ｆｕｌｌ ５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Ｗａｎｅ ｉｎ 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ｗｉｄｔｈ
＆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ｏｒ 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Ｗａ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Ｂ级饰面板背面钝棱可以比其正面的允许值高整整５０％（宽度和长度综合），或较小但更长、或更宽的
等效钝棱。
Ｗａｎ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钝棱允许值的计算是基于锯材的实际厚度和宽度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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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Ｂ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Ｓｐｌｉｔｓ． Ｂ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ｓｈｏｒｔ Ｓｐｌｉｔ． Ａ ｓｈｏｒｔ Ｓｐｌｉｔ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ｐｌｉｔｓ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仅Ｂ级中允许劈裂。Ｂ级中允许有一个小劈裂。小劈裂的长度等于该块锯材的名义宽度。劈裂是在
其出现的面上测量而不是其在两个宽面上的平均值。含超过允许值长度的劈裂的锯材将被降级。
Ｃｕｔ－Ｏｕｔ
废料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２ ｆｅｅｔ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ｏｒ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Ｂ Ｆｉｎｉｓｈ 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ｔｏ ｂ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ｕｓ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３＇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 ｉｎｃｈｅｓ ｌｏｎｇ．
如果长度为１２英尺或更长，Ｂ级饰面板中允许在小块区域出现过量或过大的缺陷，由最终用户将它
作为废料锯除。废料必须距两二端３英尺以上、而且长度不能大于３寸。
Ｉｆ ａ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ｃｈ Ｃｕｔ－Ｏ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Ｂ ｇｒａｄｅ．
如果３英寸的废料锯除后仍不能完全去除缺陷，所残留缺陷的大小必须Ｂ级中所允许的。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这一条款可用来去除或减轻单个过大的缺陷、或用来减少缺陷的总数量。

３＂
３＇

１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在使用废料条款之前先测量锯材的长度。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ｒ Ｌａｐ
榫接或搭接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ｏｎｇｕｅ ｗｉｄｔｈ ｉｓ ３／８＂

内墙板		

－ 标准的榫接宽度为３／８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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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ｉｌｉ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ｏｎｇｕｅ ｗｉｄｔｈ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１／４＂， ｂｕｔ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ｓ ３／１６＂

天花板		

－ 标准的榫接宽度为１／４英寸，但偶尔为３／１６英寸。

Ｉｎ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Ａ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ｍａｙ ｂ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１／１６＂ ｓｃａｎｔ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在内墙板和天花板的无缺陷心材级和Ａ级中，榫舌的缺尺可以为全长范围内１／１６英寸。
Ｉｎ Ｂ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ｍａｙ ｓｈｏｗ １／１６＂ ｏｒ ｍｏｒｅ ｗｉｄ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在Ｂ级内墙板和天花板的中，榫舌的缺尺可以为全长范围内１／１６英寸或更大。
Ｇｒｏｏｖｅ Ｅｄｇｅ
榫槽边
Ｇｒｏｏｖｅ ｅｄｇｅ ｍａｙ ｐｅｒｍｉｔ Ｈ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Ｓｋｉｐｓ ｉｎ Ｂ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ｉｌｉｎｇ
在Ｂ级内墙板和天花板中，榫槽的边可以允许有连续漏刨。

Ｔｏｎｇｕｅ 榫舌

Ｇｒｏｏｖｅ 榫槽

Ｓａｐｗｏｏｄ
边材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无缺陷心材级的表面不允许出现边材。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Ａ ａｎｄ Ｂ ｇｒａｄｅｓ．
Ａ级和Ｂ级中不限制边材。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ｃａｎ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 ｐｕｒｅ， ｃｒｅａｍｙ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ｎｅｄ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ｆｕｚｚ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边材的鉴别特征是纯净的奶白色。由于其水分含量较高，刨光后会出现微微起毛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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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Ｃｌｅａｒ ＶＧ Ｈｅａｒ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无缺陷直纹心材级（垂直纹）
Ａ
Ａ级
Ｂ
Ｂ级
Ｒｕｓｔｉｃ
乡村级
Ｃ
Ｃ级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等级的评估及概要说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ｋｉｌｎ ｄｒｉｅｄ ｃｌｅ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ａ ｂｅｖ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ｅａｃ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ｏｎ 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ｉｄｉｎｇ ｏ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西部红柏清材级斜坡型外墙板是通过将窑干、表面刨光过的一块锯材以对角斜坡型细锯成两块的
方式生产的，每块板都有一侧厚于另一侧，它们多数被作各种建筑结构的外墙挂板。
Ｈｅａｄ Ｌａｐ
搭头
Ｗｈ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ｅｄｇ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ｅｄｇ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ｌａｉ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ｓ １＂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安装到位后，较薄一侧将有一部分会被相邻一块墙板的较厚一侧所覆盖，因此在评级时这一部分
不应与外露的一侧同等对待。较薄一侧中将被覆盖的这一部分可以有一些缺陷，只要它能够提供
足够的背衬即可。通常，无缺陷斜坡型外墙板的搭头宽度：全部板长内均为１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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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１＂
搭头允许值１英寸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ｓｉ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ｓｉｄ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ｕｇｈ ｏｒ ｒｅｓａｗｎ ｓｉｄｅ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ｗｉｄｔｈ．
除非使用中将毛面或锯纹表面朝外，通常以刨光面作为评级面。等级中列举的缺陷和限制条款仅适
用于使用中露出的部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ｍｉｎ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ｄｅ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ｗｈｅｎ ｉｎ
ｕｓｅ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ｅｓ．
不同的等级中，较厚一侧仅允许轻微的、在使用中不会对外观产生影响的缺陷。
＂Ｓａｗ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ｓ ａ ｒｏｕｇｈ ｆｉｎｉｓｈ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ｉｔ ａ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ｆｉｎｉｓ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ｉｓｈ ｓｈａｌｌ ｉｎ ａｌｌ ｗａｙｓ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ｆａ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ａ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ｎｏｔ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西部红柏清材级斜坡型外墙板的各个等级均可以供应锯纹材料。这种材料在使用中，粗糙表面朝
外，从而形成一种质感表面。除了它是从质感表面评级外，这种材料也必须遵守相关等级、尺寸、
造型的规定。在等级学习课中，除非标明，通常以刨光面作为评级面。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
６＂ ｘ １２＂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ｓｅｅ Ｐａｇｅ ７３．
关于基本尺寸的例子和公式见７３页。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在清材级斜坡型外墙板中，对节疤的质量、尺寸、和数量均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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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ｅ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ｋ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ｋ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关于节疤测量和允许值的例子请见西部红柏内墙板和天花板部分。涉及节疤允许值时，将之替换
为清材级斜坡型外墙板的允许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 １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在Ａ级清材斜坡型外墙板的表面可以允许针孔虫眼 － 每平方英尺ｌ个。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ａｒｅａ ｉｓ ｔｏ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ａ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ｕｔ ｔｏ １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Ｂ ａｎｄ Ｒｕｓｔｉｃ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２５％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 ２５％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ｓ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计算平方英尺面积时，使用该块锯材的名义宽度。针孔虫眼可以集中分布在某一区域，只要其总
平均值不超过每平方英尺１个。位于较厚一侧窄面上的针孔虫眼必须计入。在Ｂ级和乡村级清材斜
坡型外墙板的表面，集中分布区的针孔虫眼数量可以高于规定值的２５％，只要该块材料的总平均
值不超过规定值。评级员应主要察看最差的区域，以确定有没有超过２５％的界限。
Ｈｉｎｔ： ｉｆ ｐｉｎ ｗｏｒｍ ｈｏｌｅｓ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ｅｅ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ｃｌａｕｓｅ．
提示：如果在某锯材针孔虫眼集中分布区域，其数量超过规定值、而其余条件符合等级要求 — 考
虑是否可以使用废料条款。
Ｓａｐｗｏｏｄ
边材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ＶＧ Ｈｅａｒｔ ｂｕ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ｈｉｎ ｅｄｇｅ （Ｈｅａｄ Ｌａｐ）．
无缺陷直纹心材等级的表面不允许出现边材，但在厚边的侧面及不出露的较薄一侧（搭头）可以允
许边材。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ｓｔａｉｎｅｄ．
在Ａ级无缺陷斜坡型外墙板中，对边材没有限制，但必须没有变色。
Ｂ ａｎｄ Ｒｕｓｔｉｃ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ｐｅｒｍｉｔ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ｔｏ ａｎｙ ｄｅｇｒｅｅ．
在Ｂ级及乡村级无缺陷斜坡型外墙板中，可允许任何程度的变色边材。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ｃａｎ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 ｐｕｒｅ， ｃｒｅａｍｙ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ｎｅｄ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ｆｕｚｚ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边材的鉴别特征是：纯净的奶白色，由于其水分含量较高，刨光后会出现微微起毛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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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ｐｓ
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ｒ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ＶＧ Ｈｅａｒｔ．
无缺陷直纹心材等级的表面不允许出现漏刨。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ｋｉｐ）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ｅｄｇｅ．
窄漏刨允许值取决于从厚边到簿边的距离。
Ａ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１／６４ ｘ ６）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级允许在较厚一侧的边面上有非常轻微的漏刨，正面不允许。
Ｂ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１／６４ ｘ ６）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１／３２ ｘ
２４）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Ｂ级允许正面有非常轻微的漏刨，但不能超过表面积的２０％，允许在较厚一侧的边面上有非常轻
微的漏刨。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刨撕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ＶＧ Ｈｅａｒｔ ｂｕ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ｌｉｇｈｔ）．
无缺陷直纹心材等级的表面不允许出现刨撕，但允许在较厚一侧的侧面上出现（轻度）。
Ａ ＆ Ｂ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ｐｅｒｍｉｔ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ｉｅｃｅ．
Ａ级和Ｂ级无缺陷斜坡型外墙板中，允许在表面和侧面有刨撕。
Ａｓ Ｒｕｓｔｉｃ ｉｓ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ｆａｃｅ，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乡村级以质感面（锯纹面）评级，刨撕不适用于该等级。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凹凸纹理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ＶＧ Ｈｅａｒｔ ｂｕ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ｌｉｇｈｔ）．
无缺陷直纹心材等级的表面不允许出现凹凸纹理，但允许在较厚一侧的侧面上出现（轻度）。
Ａ ＆ Ｂ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ｐｅｒｍｉｔ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ｉｅｃｅ．
Ａ级和Ｂ级无缺陷斜坡型外墙板中，允许在表面和侧面有凹凸纹理。
Ａｓ Ｒｕｓｔｉｃ ｉｓ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ｆａｃ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乡村级以质感面（锯纹面）评级，凹凸纹理不适用于该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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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机械灼焦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ｎｏ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应遵循的原则 — 在深度不大于凸凹纹理的允许值、而且其变色程度不超过下列条件时，可以允许
机械灼焦出现。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无缺陷心材级

不允许

Ａ Ｆｉｎｉｓｈ

ｂａｒｅ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ｉｓｈ．

Ａ级饰面板

几乎不可见，经轻轻砂光即可除去，适用于以自然表面外露。

Ｂ Ｆｉｎｉｓｈ		

ｃｏｌ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ｎｌｙ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ｆｅｌｔ ｄｅｐｔｈ，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Ｂ级饰面板

对颜色没有限制，可轻微感觉到深度，适用于油漆表面。

Ｈｉｎｔ： Ｉ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ｒ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ａｓ Ｒｕｓｔｉｃ．
提示：如果机械灼焦超过了这些限制，使用废料条款、或将材料换一个面以乡村级评定。
Ｃｕｔ－Ｏｕｔ
废料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ｐｉｅｃｅ．
这一条件款可用来去除或减小超大尺寸的缺陷、或减少一块材料中的缺陷数量。
Ｃｕｔ－Ｏｕ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Ｂ Ｃｌｅａｒ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ｏｎｌｙ．
废料仅在Ｂ级无缺陷斜坡型外墙板中允许出现。
Ｗａｓｔ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５％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废料不能超过该块材料长度的５％。
ｅ．ｇ．

１０＇ ｐｉｅｃｅ － ５％ ｗａｓｔｅ ＝ ６＂

例如 １０英尺长材料 － ５％ 废料 ＝ ６英寸
Ｎｏ． ｏｆ Ｃｕｔ－Ｏｕｔｓ：
废料的数量：
			

１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６＇ － ９＇ ｌｏｎｇ

			６英尺 － ９英尺长的材料中１块
			

２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０＇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１０英尺及更长的材料中２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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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ｌｅｆ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１８＂ ｌ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注解：应用废料条款时，锯除废料后剩余的长度最短为１８英寸长，所以在使用废料条款前，测量一
下该块材料的长度。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纹理角度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ｅａｒ ＶＧ Ｈｅａｒｔ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ｗｉｄｔｈｓ ｍｕ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３／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无缺陷直纹心材等级的各种宽度的材料中，从厚边量起必须有３／４（实际宽度）为直纹。

Ｍｕｓｔ ｓｈｏ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必须为直纹

Ｃ Ｇｒａｄｅ
Ｃ级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ｌ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Ｂ ｇｒａｄ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ｋｎｏｔｓ，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ｔｏｃｋ ｔｏｏ ｔｈｉｎ ｔｏ 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ｒｏｕｇｈ．
包括所有由于加工缺陷和节疤所造成的、低于Ｂ级的材料。在这一等级中，特意将那些过薄而不能
加工为标准尺寸的材料包括其中。这些材料大部分为毛面。
Ｈｉｎｔ： Ｉ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 ｇｒ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ｆａｃｅ， ｔｒｙ ｔｏ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Ｒｕｓｔｉｃ ｂｅｆｏ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Ｃ．
提示：如果一块材料，根据其光滑面不能被评为某一等级，将缺陷转向朝下，试着能否评乡村级，
最后再考虑Ｃ级。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厚度允许公差
Ｗｈｅｎ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３２＂ ｏｖｅｒ 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ｅｃｅ． Ｉｇｎｏｒｅ ｓａｗ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将已刨光锯材再细锯时，允许厚度偶尔出现正负为１／３２英寸的公差。课堂学习时，暂不考虑锯切
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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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KNOTTY PANELLING AND KNOTTY SIDING
NLGA 有节型内墙板和有节型外墙板
１＂ ＆ Ｔｈｉｃｋｅｒ， ４＂ ＆ Ｗｉｄｅｒ
厚度１英寸及以上，宽度４英寸及以上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优选有节型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优质有型节型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有节型内墙板

造型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有节型外墙板

						
Ｒａｎｄｏｍ Ｌｅｎｇｔｈｓ		

－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３０ｃ

随机长度		

－ ＮＬＧＡ ８３０ｃ款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分级目的		

－ 有节型内墙板 － 外观

				
			

－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有节型外墙板 － 外观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等级的评估及概要说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ｍａｙ ｂｅ ｓｈｉｐｐｅｄ ｋｉｌｎ ｄｒｉｅｄ， ａｉｒ ｄｒｉｅｄ 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Ｋ．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ｉｎｇｓ ｓｈａｌｌ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ｓ．
西部红柏有节型内墙板和有节型外墙板可以窑干、自然干燥、或湿材状态出售。在课堂学习中，
将湿材有节型内墙板和有节型外墙板视为窑干。节疤和其它自然缺陷应该是这些等级评判的主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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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ｙ：
有节型内墙板和有节型外墙板均为以单面评级的等级。在分级课程中，作如下约定：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ｓｉｄｅ

有节型内墙板		

－ 以刨光面或造型面评级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ｗｎ ｏ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ｆａｃｅ

有节型外墙板		

－ 以锯纹面或质感面评级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ｉｄ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ｎ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背面可以含任何缺陷只要它们不影响该材料的目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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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ｗ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Ｓｅｅ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２０４

锯纹理		

见ＮＬＧＡ ２０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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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ｄ Ｌａｐ
搭头
Ｗｈ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ｅｄｇ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ｅｄｇ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ｌａｉ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ｂａｃｋｉｎｇ．
安装到位后，较薄一侧将有一部分会被相邻一块墙极板的较厚一侧所覆盖，因此在评级时这一部
分不应与外露的一侧同等对待。较薄一侧中将被覆盖的这一部分可以有一些缺陷，只要它能够提
供足够的背衬即可。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ｆｏｒ Ｋｎｏｔｔ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ｓ ３／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对有节型沟槽式外墙板而言，搭头通常为：材料全长内均为３／４英寸。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ｗｉｄｔｈ．
等级中列出的缺陷和限制条款仅适用于使用中出露的部分。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ｆｏｒ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有节型内墙板和有节型外墙板评级中不存在基本尺寸。
Ｃｈｅｃｋｓ
干裂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ｉｚｅ ｏｎｌｙ．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Ｃｈｅｃｋｓ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ｔｈｒｕ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Ａ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ｃｋ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对于干裂，只考虑其大小，数量不限。在优选级有节型中，干裂不可以为贯通的；在优质级有节型
中，允许偶尔出现贯通干裂。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ｔ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有节型内墙板和有节型沟槽外墙板的等级中，对节疤的质量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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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ｙ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允许任何数量和大小的健全紧实节。
Ｓｔａｒ－Ｃｈｅｃｋ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ｃｈｉｐｐｅｄ ｏ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对由于干燥引起的星裂节和由于刨光而被铲起的节疤，数量和大小均不限。
ＮＦＦ ａｎｄ ／ ｏｒ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２ ｐｅｒ １２＇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对松动节和／或腐朽节的大小和数量有所限制：每１２英尺长度内２个或等效较小节疤。以平均直径
测定。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条状节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ｆａｃｅ．
有优选级有节型内墙板中，对条状节的限制为：大约为
表面出露宽度的一半。
Ｉ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ｆａｃｅ ｉｓ ５＂， ａ ２ １／２＂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如果出露表面的实际宽度为５英寸，则允许有一个 ２ １／２
英寸的条状节（测量平行于边缘的直线之间的距离）。图中
出现在榫舌部分的节疤，不应计入最终的节疤尺寸中。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在优选级有节型外墙板中的条状节，对它的限制为：大
约为材料实际宽度的一半（测量平行于边缘的直线之间
的距离）。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ｏｔｈ ｉｔｅｍｓ）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ａｎｙ ｓｉｚｅ．
在优质级有节型中（两种产品）的条状节可以为任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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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ｓｅｄ Ｆａｃｅ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 １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在优选级内墙板和优选级外墙板的表面可以允许针孔虫眼 － 每平方英尺ｌ个。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ａｒｅａ ｉｓ ｔｏ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计算平方英尺面积时，使用该块材料宽面的名义宽度。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ａ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ｕｔ ｔｏ １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针孔虫眼可以集中分布在某一区域，只要其总平均值不超过每平方英尺１个。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ｏｔｈ ｉ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２５％ ｍｏｒｅ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 ２５％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ｓ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在优质级有节型中（两种产品）的表面，集中分布区的针孔虫眼数量可以高于规定值的２５％，只要该
块材料的总平均值不超过规定值。评级员应主要察看最差的区域，以确定有没有超过２５％的界限。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ｏｆ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ｆ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有节型外墙板搭头部分出现的针孔虫眼应该不包括在内。有节型内墙板榫舌部分出现的针孔虫眼也
应该不包括在内。
Ｇｒｕｂ ｏｒ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Ｋｎｏｔｔｙ Ｓｉｄ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有节型外墙板搭头部分出现的虫孔或海虫孔应该不包括在内。
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ｏｔｈ ｉ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ｅｃｋｓ ｗｉｔｈ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ｕ．
在优质级有节型中（两种产品）允许，但限制其等效于干裂，可偶尔有贯通性的。
Ｓｋｉｐｓ		
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在优选级有节型内墙板的表面不允许。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ａｎｅｌ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ｇｈｔ ｓｋｉ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在优质级有节型内墙板的表面，允许轻度漏刨。
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ｐｌｉｔｓ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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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裂在其出现的表面测量（而不是在两个宽面上的平均值），在所有等级中，允许其长度为该块材料
的名义宽度。超长的劈裂将使该材料降级。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刨撕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ｔｏｒｎ．
刨撕通过目视来判断纹理被撕破的深度。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凹凸纹理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凹凸纹理必须通过感觉来判断。评估产品刨光表面时，将手在整个材料的表面抚摸。
Ｃｕｔ－Ｏｕｔ
废料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ｏｔｈ ｉｔｅｍｓ）．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ｎ ａ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 ３＂ Ｃｕｔ－Ｏｕｔ ３＇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ｅｉｔｈｅｒ ｅｎｄ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２＇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仅在优质级有节型中（两种产品）允许。在一批货物中，总片数２０％的材料中可以有３英寸的废料
（距端头３英尺以长，出现废料的材料长度必须为１２英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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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GA KNOTTY BEVEL SIDING
NLGA 有节斜坡型外墙板
１＂ ＆ ｔｈｉｃｋｅｒ，４＂ ＆ ｗｉｄｅｒ
厚度１英寸及以上，宽度４英寸及以上
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优选有节型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优质有型节型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２０５
ＮＬＧＡ ２０５ 款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评级目的		 抗气候侵蚀性能和外观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等级的评估及概要说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ａｗｎ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ａ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ｓ ａ ｒａｂｂｅｔ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ｙ ｂｅ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Ｋ．Ｄ．
在分级课程中，以细锯表面作为目标表面，除非该材料是槽口搭头形式的材料。这类材料可以是湿
材或窑干材。
Ｆｏｒ ｒａｂｂｅｔ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ｔｏｃｋ， ｔｈｅ ｒａｂｂｅ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ｆａｃ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对于槽口搭头形式的材料，槽口决定了哪一面为评级面和搭头允许值。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ｅｖｅｌ
普通斜坡型

Ｒａｂｂｅｔｔｅｄ Ｂｅｖｅｌ
槽口斜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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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ｄ Ｌａｐ
搭头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ａｗｎ （ｒｏｕｇｈ）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ｗｉｄｔｈ．
在分级课程中，以细锯（毛面）表面作为目标表面。等级中列出的缺陷和限制条款仅适用于使用中出
露的部分。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基本尺寸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ｚｅ ｆｏｒ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有节斜坡型外墙板评级中不存在基本尺寸。
Ｃｈｅｃｋｓ
干裂
Ｉ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ｉｇｈｔ．
如果贯通，则必须紧实（搬起时未分离）。
Ｈｏｌｅｓ		
孔洞
Ｈｏ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ｃａｕｓｅ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 １／４＂ － １ ｐｅ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ｏｏｔ．
在优质有节型等级中，对任何原因造成的孔洞的大小和数量均有所限制 － １／４英寸 － 每英尺长
度１个。
Ｈ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ａ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ｕｔ ｔｏ １ ｐｅｒ ｌｉｎｅａｌ ｆｏｏｔ．
孔洞可以集中分布在某一区域，只要其总平均值不超过每英尺长度１个。
Ｈｉｎｔ： Ｉｆ ｈｏｌｅｓ ｅｘｃｅｅｄ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ｃｌａｕｓｅ．
提示：如果孔洞超过允许值，尽量使用废料条款。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２５％ ｍｏｒｅ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 ２５％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ｓ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在优质级有节型的表面，集中分布区的针孔虫眼数量可以高于规定值的２５％，只要该块材料的总
平均值不超过规定值。评级员应主要察看最差的区域，以确定有没有超过２５％的界限。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ａｒｅａ ｉｓ ｔｏ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计算平方英尺面积时，使用该块材料宽面的名义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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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Ｌａ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有节型外墙板搭头部分出现的针孔虫眼应该不包括在内。
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ｏｎｌｙ － ｔｉｇ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仅在优质级有节型中允许 － 紧实、贯通。
Ｓａｐｗｏｏｄ
边材
Ｂｒｉｇｈｔ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优选级有节斜坡型外墙板的表面中允许光洁的边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优质级有节型中允许变色的边材。
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ｐｌｉｔｓ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劈裂在其评级的表面测量（而不是在两个宽面上的平均值），在所有等级中，允许其长度为该块材料
的名义宽度。超长的劈裂将使该材料降级。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ｗｉｎｇ
锯切公差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１６＂ ｓｃａｎ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ｇｎｏｒｅ ｓａｗ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材料全长范围内适用，在两个等级中缺尺均不可超过１／１６英寸。在课程学习中，暂时忽略。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刨撕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ｉｄｅ ｏｕｔ．
适用于以光滑面朝外使用的外墙板。
Ｔｏｒｎ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ｔｏｒｎ．
刨撕通过目视来判断纹理被撕破的深度。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凹凸纹理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ｉｄｅ ｏｕｔ．
适用于以光滑面朝外使用的外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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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ｉ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凹凸纹理必须通过感觉来判断。评估产品刨光表面时，将手在整个材料的表面抚摸。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ｒｎ
机械灼焦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ｓ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ｉｄｅ ｏｕｔ．
适用于以光滑面朝外使用的外墙板。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ｃｏｌ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ｆｅｌｔ．
在优选有节型和优质有节型中，不限制颜色，深度容易感觉。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在有节斜坡型外墙板的等级中，对节疤的大小和数量均有限制。
Ｓｉｚｅ －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２＂ ｉｎ ６＂ ｗｉｄｔｈｓ ．

尺寸 － 优选有节型：

宽度为６英寸的材料上可以为２英寸

			

Ａｄｄ １／２＂ ｆｏｒ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２＂

			材料宽度每增加２英寸时，节疤尺寸可以增加１／２英寸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ｔｏ ３ － １／２＂ ｉｎ １２＂ ｗｉｄｔｈｓ

			在１２英寸宽的材料中，节疤宽度增加到３ － １／２英寸
Ｓｔａｒ－ｃｈｅｃｋ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ｃｈｉｐｐｅｄ ｏ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ｏｒ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对由于干燥引起的星裂节和由于刨光而被铲起的节疤，数量和大小均不限。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条状节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有优选级有节斜坡型外墙板中，对条状节的限制为：大约为材料实际宽度的一半，测量平行于边
缘的直线之间的距离。
Ｃｕｔ－Ｏｕｔ
废料
Ｃｕｔ－Ｏｕｔ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ｎｏｔｔｙ Ｂｅｖｅｌ Ｓｉｄｉｎｇ ｏｎｌｙ．
仅在优质级有节斜坡型外墙板中允许有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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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ｔ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０％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废料不可以超过材料长度的１０％。
ｅｇ １０＇ ｐｉｅｃｅ － １０％ ｗａｓｔｅ ＝ １２＂
例如 １０英尺的材料 － １０％废料 ＝ １２英寸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ｔ－Ｏｕｔｓ：
废料的块数：
１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６＇ － ９＇ ｌｏｎｇ

１块			

６英尺 － ９英尺长材料

２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０＇ － １６＇ ｌｏｎｇ

２块			

１０英尺 － １６英尺长材料

３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ｖｅｒ １６＇ ｌｏｎｇ

３块			１６英尺以上材料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ｌｅｆ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３０＂ ｌ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ａ
Ｃｕｔ－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注意：使用过废料条款后剩余部分的最小长度为３０英寸。在使用废料条款前，先量一下材料的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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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ｓ
等级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优选级露台板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商业级露台板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１２６
ＮＬＧＡ １２６ 款
５／４＂ ｔｏ 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４＂ ＆ Ｗｉｄｅｒ
厚度５／４英寸至２英寸，宽度４英寸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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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ｚｅｓ		

－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２０ｂ

标准尺寸		

－ ＮＬＧＡ ８２０ｂ 款

Ｒａｎｄｏｍ Ｌｅｎｇｔｈｓ		

－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３０ａ

随机长度		

－ ＮＬＧＡ ８３０ａ 款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评级目的		

－ 抗气候侵蚀性能和外观

Ｕｓｅ			

－ Ｆｏｒ ｆｌａｔｗｉｓｅ ｌｏａ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使用方式		

－ 以平躺承担载荷方式使用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ｅｓ
等级的评估及概要说明
Ｐａｔｉｏ ｄｅｃｋｉｎｇ ｉｓ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 ｓｈｉｐｐ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ｆｏｕｒ ｓｉｄｅｓ．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ｂｅ ｏ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Ｅ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
露台板习惯上以湿材四面刨光的形式出售。除非特别明，一般以最好面评级。背面的缺陷可以比正
面低一个等级，侧面视为背面的一部分。
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囊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在优选级露台板中限定为中等树囊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在商业级露台板中限定为大树囊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ｃ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测定大树囊：宽度乘以长度。
Ｓｋｉｐｓ
漏刨
Ｓｋｉｐ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对漏刨的限制如下：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ｆａｃｅ １／６４＂ ｘ １２＂

优选级露台板		

正面１／６４英寸 ｘ １２英寸

			

－ １ ｐｅｒ １２＇

			－ 每１２英尺一个
			

－ ｂａｃｋ ＆ ｅｄｇｅｓ １／３２＂ ｘ １２＂

			

－ 背面及侧面１／３２英寸 ｘ １２英寸

			

－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 任何数量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 ｆａｃｅ １／３２＂ ｘ １２＂

商业级露台板		

－ 正面１／３２英寸 ｘ １２英寸

			

－ ２ ｐｅｒ １２＇

			－ 每１２英尺２个
			

－ ｂａｃｋ Ｈ＆Ｍ －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１／３２＂

			

－ 背面，间隔漏锯 － 不超过１／３２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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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ｌｉｔｓ
劈裂
Ｓｐｌｉｔ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Ｓｐｌｉ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ｓ．
劈裂的允许值是以名义宽度为基础的。劈裂是以其在两个宽面上的平均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ｐｌｉｔｓ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ｓｐｌｉ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ｐｌｉｔ 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最大的劈裂可能发生在两个端头，而且每个端头可能有多个劈裂，各个端头中只考虑最差的劈裂。
Ｓａｐｓｔａｉｎ
边材变色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ｃｒｅａｍｙ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ｏｎｌｙ．
边材变色仅对纯净、奶白色的边材部分有影响。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ｓａｐｗｏｏ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ｉｔｓ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中等边材度变色有时会影响材料自然表面的外观，但不会对油漆外观产生影响。
Ｗａｎｅ
钝棱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ｗａｎ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规则中规定了材料表面可以出现钝棱的比例，但是在评级中，测量残留木材的数量更为方便。
Ｅｘａｍｐｌｅ
示例
Ｉ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ｗａｎｅ １／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ｎ ２／３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ｗａｎｅ ｆｒｅ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ｃｈａｒｔ ｇｉｖ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ｄｔｈ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如果等级允许１／３厚度的钝棱，那么边缘的２／３应该没有钝棱。允许值是基于实际宽度和厚度的。钝
棱表列出了常见木材宽度和厚度中应残留木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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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ＬＧＡ Ｗａｎｅ Ｔａｂｌｅ
ＮＬＧＡ 钝棱表
Ｆ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适用于规格材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ｂｅｌ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ｏｏｄ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ｗａｎｅ ｆｒｅｅ ｔｏ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ｓｉｚｅｓ ｆｏｒ Ｓ－Ｇｒ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２０ｂ）．
下表列出了相应表面中所应残留的无钝棱木材的比例。该表基于标准刨光潮湿规格材（ＮＬＧＡ
８２０ｂ 款）。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 Ｇｒｅｅｎ
刨光湿材

Ｎｏｔｅ：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ｒ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１／１６ｔｈ ｏｆ ａｎ ｉｎｃｈ．

注释： 这一表格不是绝对精确。这些数字均进位到１／１６英尺。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针孔虫眼
Ａｎｙ ｈｏｌｅ ｗｈｏ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１／１６＂ ｏｒ ｌｅｓ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ｐｉｎ ｈｏｌｅ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Ｂｅｅｔｌｅ ｈｏｌｅｓ．
不仅是安布柔思虫孔，任何直径等于或小于１／１６＂的孔均被视为针孔虫眼。
Ｐｏｗｄｅｒ ｗｏｒｍ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木粉蠕虫的孔也被视为针孔虫眼。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ｒ ３０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在优选级露台板中，针孔虫眼被限定为“数量有限”或每平方尺３０个。
Ｃｏｕｎｔ ｐｉｎ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注意在最好宽面上、重点察看最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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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ｄｉｎｇ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ａｇｅ
计算平方英尺
Ｏｎ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ｏｔ ＝ １４４ Ｓｑ．Ｉｎ．
一平方英尺 ＝ １４４ 平方英寸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虫孔及海虫孔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ｈｏ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１／４＂ ｐｅｒ ｈ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ｏｔ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虫孔及海虫孔被当作“等效小缺陷”处理。在分级课程中，这些孔均被视为平均直径为１／４英寸的
孔。在实际中（非课堂中），允许小孔数量多一些、对大孔数量则限制严一些。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１２ － １／４＂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 １＂ ｏｆ ｋｎｏｔ ｈｏｌ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虫孔及海虫孔的允许值为：每允许一个１英寸的节孔则可以等效允许１２个１／４英寸的虫孔。虫孔及海
虫孔的限制主要是为了外观。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以最好面的情况评定等级。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ｒｕｂ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ｈｏｌ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ｂｙ １２．
要确定一块材料上虫孔及海虫孔的允许值，先找出该材料中节孔的允许值，再乘以ｌ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示例：			
２ ｘ ４ － １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１－３／４＂ ｈｏｌｅ
２ ｘ ４ － １２英尺 商业级露台板允许１个３／４英寸的孔洞
		
３／４ ｘ １２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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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Ｇｒｕｂ ｏｒ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最好面限制最多有９个虫孔及海虫孔
２ ｘ ８ － １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１ １－１／２＂ ｈｏｌｅ
２ ｘ ８ － １２ 英尺 商业级露台板允许１个１－１／２英寸的孔洞
１ １／２ ｘ １２ ＝ １８
１８ Ｇｒｕｂ ｏｒ ｔｅｒｅｄｏ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最好面限制最多有１８个虫孔及海虫孔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白斑朽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ｓ 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ｅｃｋ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ｃ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ｆｕ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ｏｒ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１／３ ｗｉｄｔｈ， ｆｕ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限制体积，即在商业级露台板中，允许出现全宽、全厚、长度为１／３的白斑朽，或１／３宽度、全厚、
全长的白斑朽。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蜂窝朽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６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在商业级露台板中，限制蜂窝朽为实际宽度的１／６，长度不限。
Ｐｅｃｋ 			
袋状朽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ｐｅｃｋ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６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在优选级露台板中，限制袋状朽为实际宽度的１／６，长度不限。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ｐｅｃｋ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１／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在商业级露台板中，限制袋状朽为实际宽度的１／３，长度不限。
Ｋｎｏｔｓ
节疤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ｎｏ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节疤的数量通常对等级没有影响。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应关注：			－ 尺寸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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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 Ｒｏｕｎｄ， Ｏｖａｌ，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ｋｎｏｔｓ

测量：				－ 圆节、椭圆节、不规则节
				

－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 条状节，等效于圆节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ｏｎｅ ｇｒａｄ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优选级露台板：			－ 背面的节疤可以低一个等级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２ ｘ ８ Ｓ ３＂

示例				

－ 最好面 ２ ｘ ８为３英寸

				

－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２ ｘ ８ Ｓ ３ １／２＂

				

－ 背面 ２ ｘ ８为３ １／２英寸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 ｋｎｏ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２５％ ｌａｒｇｅｒ 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商业级露台板：			－ 背面的节疤可以大２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２ ｘ ８ Ｓ ３ １／２＂

示例				

－ 最好面 ２ ｘ ８为３ １／２英寸

				

－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ｆａｃｅ ２５％ ｌａｒｇｅｒ， ２ ｘ ８ Ｓ ４ ３／８＂

				

－ 背面的节疤可以大２５％，２ ｘ ８为４ ３／８英寸

Ｃｈｉｐｐｅｄ ｋｎｏｔｓ －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ｗｏ ｃｈｉｐｐ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ｐｅｒ １２＇． Ｎ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ｃｈｉｐｐｅｄ ｋｎｏｔ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刨啃节疤 － 优选级露台板：

深度不超过１／３英寸。每１２英尺长度２个刨啃节疤。不允许等效
小刨啃节疤。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ｒｅｓｓｅｄ 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 ＮＬＧＡ Ｐａｒａ
８２０ｂ ｉｓ １ ９／１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ｅｐｔｈ ａ ｋｎｏ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ｉｐｐｅｄ ｏｕ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１／２＂．

示例

根据ＮＬＧＡ ８２０ｂ 款，标准刨光湿材厚度为２英寸的材料，实际
厚度为１ ９／１６英寸。节疤的最大刨啃深度为１／２英寸。

Ｈｏｌｅｓ		
孔洞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对孔洞的数量和大小有限制。
Ｈ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ａ．
孔洞可用出现在材料的任何位置，也可以集中出现在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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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ｚ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ｕｌｌ ｓｉｚｅ ｈｏｌ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允许任何数量的小孔洞，只要它们的总尺寸不超过允许最大尺寸孔洞的总和。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 ｎｏ ｈｏｌ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ｂｅｓｔ ｆａｃｅ

优选级露台板：			－ 最好面不允许孔洞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ｅｃｋｉｎｇ：		

－ 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ｏｌｅ ｐｅｒ １２＇ ｐｉｅｃ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商业级露台板：			

－ 每１２英尺 长度允许一个最大直径的孔洞

				

－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２ ｘ ８ Ｓ １ Ｓ １ １／２＂ ｏｒ ２ Ｓ ３／４＂

				

－ 等效小孔洞 ２ ｘ ８为１个１ １／２英寸或２个３／４英寸

				

－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２＇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ｓｈａｌ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在长度小于１２英尺的材料中，孔洞的尺寸按比例减小。
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ｙ ｗｏｏ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ｓ．
如果轮裂之间有木材将它们分隔开，它们就不被视为连续性轮裂。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ｓｐｌｉｔ．
端头的贯通轮裂作为劈裂处理。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２＇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ｓｈａｋｅ）．
允许优选级露台板的背面有轮裂，最大长度限为２英尺（以最长的轮裂测定）。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１／４ ｌｅｎｇ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ｓｈａｋｅ）．
允许商业级露台板的背面有轮裂，最大为材料长度的１／４（以最长的轮裂测定）。
Ｓｈ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３／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 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１／４Ｌ）．
在优选级露台板和商业级露台板的背面，如果轮裂从宽面延伸向侧面，则限制其最大深度不得超过
厚度的３／４，而且也会依等级限制其长度（优选级为２英尺／商业级为１／４长度）。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轮裂穿过宽度面上的角度不可以超过待评等级纹理斜度的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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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ａｔｉｏ． 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ｂｏ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轮裂横向穿越宽面的最大距离不可超过商业级露台板允许的孔洞尺寸。这一允许值两个等级都
适用。
Ｓｈａ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３／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ｏｒ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ｅ （３ ｆａｃｅ ｓｈａｋｅ）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ｊｅｃｔ．
如果轮裂从宽面向侧面延伸、超过厚度的３／４、或完全断开侧面至另一面（３面轮裂），将使该材料
自动降级。
Ｉ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ｓｐｉｒ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ｂｅｙｏｎｄ ３／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ｋ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 Ｓ 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 １／４Ｌ）．
Ｔｈｉｓ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ｄ．
如果轮裂从宽面螺旋状延伸向侧面，其穿透深度不超过厚度的３／４，则依等级限制其长度（优选级
为２英尺／商业级为１／４长度）。测量方法是，在宽面上从该轮裂的起点量至终点。
Ｒｉｎｇ Ｓｈａｋｅ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ｓｈａｋ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ｓｅｄ．
环状轮裂与其它轮裂同样评估。注意运用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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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材生产和等级出材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ｏｒ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ｕｇｈ ｃｕｔｓ， ｃ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ｎｋ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ｔｙｐ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以下内容为一些技术要领和考虑事项，目的是帮助锯材再加工生产商能够从作为原材料的锯材中
获得尽可能大的价值。这些策略适用于对粗锯料、木方和坯料进行再加工和／或修整，以生产再
加工用材（除了工厂／车间等级之外）。
Ｗｈｅｎ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ｅｒｍｓ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在锯材再加工中，我们使用下列术语来表述所需要的锯切过程。
Ｒｉｐｐｉｎｇ ｏｒ ｅｄｇｉｎｇ
纵锯或轧边
Ｒｉｐｐ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ａｗ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ｉ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ｔｓ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ｔｏ ｓｐｌｉｔ 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ｗ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ｎ ｅｄｇｅｒ． Ｅｄｇｅｒ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ｓａｗｓ．
纵锯意指沿锯材长度方向锯切，以降低其宽度、或将其剖开为两块或多块。用来进行这一锯切过程
的设备被称为轧边机。轧边机通常使用圆形锯。
Ｒｉｐｐｉｎｇ， ｅｄｇｉｎｇ ｏｒ ｒｅ － ｅｄｇｉｎｇ ｍａｙ ｂｅ ｄｏｎｅ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ｗａｎｅ ｏｒ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纵锯、轧边、或再轧边通常可以用来去除一块锯材的宽面上一侧或两侧的多余钝棱或其它缺陷。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ｗａｎｅｙ ６＂ ｗｉｄｅ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ｒｉｐｐｅｄ ｏｒ ｅｄｇ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ｗａｎｅ－ｆｒｅｅ ４＂ ｗｉｄ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ｒ ｔｗｏ ３＂
ｗｉｄ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ｎｅ ｗａｎｅｙ， ｏｎｅ ｗａｎｅ ｆｒｅｅ， ｏｒ ｂｏｔｈ ｗａｎｅｙ）．
例如：一块含钝棱的６英寸宽的材料，可以经纵锯或轧边后生成一块无钝棱４英寸宽的材料、或两块
３英寸宽的材料（一块有钝棱、一块无钝棱、或两块均有钝棱）。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细（再）锯
Ｔｈｉｓ ｔｅｒｍ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ａｗ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ｉ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ｔ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ｒ ｔｏ ｓｐｌｉｔ ｉｔ ｉｎｔｏ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 ｒｅ－ｓａｗ． Ｒｅ－ｓａｗ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
ｂａｎｄ ｓａｗｓ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ｋｅｒｆ）．
该术语是指沿锯材长度方向锯切，以减小其厚度、或将之剖开为两块或多块较薄的材料。用来进行
这一锯切过程的设备被称为细锯机。细锯机通节使用带状锯（锯路较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ｗａｎｅｙ ４＂ ｔｈｉｃｋ ｐｉｅ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ｓａｗ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ａ ｗａｎｅ－ｆｒｅｅ ２＂ ｔｈｉｃｋ ｐｉｅｃ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ｔｈｉｃｋ ｐｉｅ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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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块含钝棱的４英寸厚的材料，可以经细锯得到一块无钝棱２英寸厚的材料，而将钝棱全部控
制在残留的另一块２英寸厚的材料上。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截锯和横锯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ｉｓ ａ ｔｅｒ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ｓａｗ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ｉｔｓ ｗｉｄｔｈ． Ｔｈｉｓ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ｎ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ｐｉｅｃ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ｏｎｅ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ｇｒａｄ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ｒ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截锯是一个用来描述在宽度方向上横切的术语。它经常是用来将材料锯切到指定长度、或将端头截
为方形，也被用来去除材料端头上会使等级降低的缺陷、或将材料锯为较短的两块。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ｓａｗ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ｉｔｓ ｗｉｄｔｈ ｔｏ ｃｈｏｐ 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ｂｌｏｃｋ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横锯是一个用来描述在宽度方向上横切、将材料锯为两块或多块较短材料的术语。工厂级／车间级
锯材需要进行横锯以得到较短的清材锯块。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再加工规则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ｓ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再加工和再处理都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对一块锯材进行再加工之前，应认真考虑下列事项：
１． Ｎｅｖｅｒ ｒｉｐ ｏｒ ｓｐｌｉ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Ｓａｗ ｔｏ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ｉｅｃｅ ａｓ ａ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ｏｒ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ｎ ｅｄｇ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ｄｅ．
不可将一个缺陷纵锯或剖开到两块材料上。将缺陷
集中锯切到一块低等级材料上，使另一块成为高等
级材料，或将边缘上的缺陷锯除以得到一块较窄
但等级较高的材料。
２．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ｒ ｒｅ－ｈａｎｄｌ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ｇａｉｎ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ｗｉｄｅｒ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ｓｔｌｙ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如果最终产品的价值没有增加，不要对锯材进行
再加工。有时一块较长、而且较宽的低等级锯材比
多块较短、较窄的锯材更有价值（如果将加工成本考虑进去的话）。除了最终产品的价值，还应
记住，加工两块材料的成本要比一块高。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ｉｓ ｔｏ ｒｅｓａｗ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ｗａｙ．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ｈａｐｐｅ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ｉｎ ｓｉｚｅ （ｅｇ ３ｘ４）．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ａｉｄ 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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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ｉｔ ｉｓ ｆ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ａｗ． 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ｅｎ ｒｉｐｐｅｄ ｔｏ ｗｉｄｔｈ ｏｒ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ｌｏｓ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以错误的方式将锯材细锯。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原料两个方向的尺寸很相
近时（如３ｘ４）。在将材料放入锯中时，要特别留意材料的方向。放错方向会导致将应按宽度纵锯的
材料按厚度方向细锯了，或者与上述情况相反。这会导致价值损失，而且还需要额外的加工和处
理来纠正。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 Ｄｅｃａｙ ｉｓ
ｌｅｆｔ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ｍａｋ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ｄｅ．
不正确 － 腐朽仍留在
材料上，否则可以生
产出一块较高等级。

Ｃｏｒｒｅｃｔ － Ｄｅｃａｙ 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ｏ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ｌｏｗ－ｇｒａｄｅ ｐｉｅｃｅ．
正确 － 腐朽被分开到
另一块较低等级材
料上。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ｋ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
不正确 － 轮裂被分至
两块材料上，这使得
两块材料的等级均被
降低，而且产生了加
工费用。

Ｃｏｒｒｅｃｔ － Ｌｅａｖｅ ｓｈａｋｅ
ｏｎ 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ｒ ｅｄｇｅ
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ｔｏ
ｂｅ ｓｈａｋｅ－ｆｒｅｅ）．
正确 － 将轮裂留在一
块材料上（或纵锯成
其中一块较窄但不含
轮裂）。

Ｅｄｇｉｎｇ
轧边（纵锯）
Ｅｄｇｉｎｇ，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ｉｚｅｓ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ｏ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ｅｄ ｉｎ．
轧边是根据产品目标而进行的。通过这需要一个目标产品清单，该清单已考虑了产品的价值和需要
们的尺寸。为了获得最大价值，准确而及时的价格信息应该被考虑在内。
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 ｍｉｌｌ ｍａ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ｒ ｃ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ｌｉｔｃｈｅｓ 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ｗｉｄ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ｇｏｏ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ｒｏｋｅｎ ｄ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ｌ．
在一个锯材厂，轧边包括将大木方或大料，锯成规定的宽度。在这种情况下，轧边机操作员必须对
产品、等级以及材料在下一步的生产中如何进一步锯切有良好了解。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ｓ ｄｏｎｅ ｏ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ｓａｗｎ
ｔｏ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ｄｇ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ｕ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ａｎ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ｗｉｄｔｈ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ｌｏｓｓ． Ａ ｇｏ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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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加工中的轧边过程大部分是在已锯切至相关厚度的材料上进行的。轧边的目标是从每一块
材料上获得最高价值。操作员必须在去除钝棱、要求的宽度和价值、等级价值及出材率损失等方面
做出决定。所以对产品和其价格具有良好了解是必须的。
Ｅｄｇ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轧边目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ｅｄｇ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轧边的目的通常包括：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ｎｙ ｗａｎｅ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ｄｇｅｓ．
去除有钝棱或缺陷的边缘。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ａｎｔ ｏｒ ｆｌｉｔｃｈ．
在木方或大料中隔离缺陷或分隔等级。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ｗｉｄｔｈ．
生产出宽度较窄的锯材。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ｄｕ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ｏ ｃｕ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ｆ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ｉ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轧边机操作员的任务就是，根据定单的要求将木方锯成需要的尺寸和等级。操作员必须能够从木
方中区分出不同的等级，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必须完全熟悉该订单，而且对最终的等级也有非常
好的了解。
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轧边和再（细）锯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ｅｄｇ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ａｗ ｍｕｓ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ｋｅｐｔ ｉ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Ｉ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ａｒｂｏｒ， ｔａｂｌｅ， ｓａｗｓ， ｅｔｃ．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 ｇｏｏ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ｔ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ｏｆｆ－ｓｉｚ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ｏｒ ｃｒｏｏｋｅｄ ｌｕｍｂｅｒ．
为了使轧边的效率和价值最大，轧边机和细锯必须总是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状态。如果滚筒、转轴、
机台、锯片中的任何一个不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或没有对齐、或不水平，就可能会产生尺寸不
对、有机器损伤、或变形的锯材。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ｓ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ｓａｗ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
ｓｉｚｅ ｏｒ ｓｈａｐｅ） ｉ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ｉｚｅｓ．
每次换锯后、及每个班次中都应定时检查产品的尺寸。这样做只花费相对较少的时间，但可以显著
节约成本。因为当锯材的锯切偏差大于允许公差值时（尺寸或形状不对），它们只能被重新加工为尺
寸较小的规格。
Ｗｈｅｎ ｏｎｅ ｓａｗ ｉｎ ａｎ ｅｄｇｅｒ ｉｓ ｏｕｔ ｏｆ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ｏｆｆ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ｎ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ｗ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ｉｚ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Ｂｏｔｈ ｐｉｅｃｅ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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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ｅｓ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ｌ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ｌ．
当轧边机中的一个锯条偏线时，就会同时使两块材料偏尺。锯条一侧的材料可能尺寸不足、另一侧
的一块则可能偏大，可能两块都必须重新加工。这意味着锯材材积降低、合乎尺寸要求的材料变
少、价值降低、在工厂生产线末端的产品堵塞更加严重。
Ｗｈｅ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ｐｌｉｔ ｏｎ ａ ｒｅｓａｗ， ａ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ａｗ ｓａｗ
ｋｅｒｆ （ｋｅｒｆ ＝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ｓａｗ ｔｏｏｔｈ） ．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ｓ ｓａｗｓ １／８ ｏｆ ａｎ ｉｎｃｈ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４ｘ４＇ｓ ｔｏ ２ｘ４＇ｓ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ｈｅ ４ｘ４ ｗｏｕｌｄ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３－５／８＂．
Ｔｈ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２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ｅｄ １－９／１６＂ ｗｈｉｃｈ ｔｏｔａｌｓ ３－１／８＂， ａｄｄｉｎｇ １／８＂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ｗ ｋｅｒｆ，
ｔｈｉｓ ｌｅａｖｅｓ ３／１６＂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ｎ ｅａｃｈ ｐｉｅ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ｉｚ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ｖ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ｌｌｓ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ｖｓ． ｄｒｙ）， ｒｅｓａｗ ｋｅｒ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ｉｚｅｓ．
当需要在细锯上对木方进行分割时，必须为锯路（锯路 ＝ 锯齿的宽度）留下余量。目前的锯床中，１／８
英寸已经足够。关于这种情况，可以将４ｘ４英尺细锯为２ｘ４英尺（名义尺寸）为例说明。４ｘ４最小尺寸
大约为３－５／８英寸。所获得的两块材料刨光后的厚度为１－９／１６英寸 ，两块合计为３－１／８英寸，加上１／８
英寸 的锯路，这样最终在两块材料上各留下３／１６英寸作为刨光余量。不同工厂中，这一尺寸余量不
同，主要取决于产品是否干燥（湿材或干材）、细锯的锯路大小、及该工厂控制尺寸精度的能力。
＂Ｏｖｅｒ 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ｄｇｉｎｇ＂
“过度轧边和轧边不足”
Ｏｖｅｒ ｅｄｇｉｎｇ ｉｓ ａ ｔｅｒｍ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ｅ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ｌｏ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ｗａｎｅ （ｗｈｅｒｅ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ｏｒ ｂｙ ｐｌａｃｉｎｇ ｓａｗｌｉｎ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过度轧边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这轧边过多而导致价值损失。这可以表现为没有必要地去除了太多的
钝棱，或在没有必要的地方开锯。
Ｗａｎｅ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ｅｄｇｅ ｄｅｆｅｃｔ
钝棱和其它边缘缺陷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ｏｓｓ ｏｃｃｕｒｓ ｗｈｅｎ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 ｉ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ｗｈｅ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ｅｄｇｅ ｗａｎ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ｍａｙ ｂｅ ｐｏｏ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ｏｒ ｐｏｏ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ｇ ｌａｓ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ｓ） ｏｒ ｓａｗｓ．
当试图过多去除边缘的钝棱时，会过多去除木
材，从而发生价值和材积的损失。原因可能
是判断失误、或对等级允许值不了解、或
指示系统（例如激光线、直边线）与锯条
不对齐。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等级区分
Ｅｘｔｒａ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 ｃｏｓｔ ｉｎｃｕｒ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ｐｉｅｃ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ｗｉｄｔｈ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ａ ｗｉｄｅｒ ｗｉｄｔｈ ｐｉｅ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当产出较低价值的材料时（如宽度较窄的材料），就会产生过多的块数和额外的费用，而较宽的材
料则具有相同或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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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 ｅｄｇｉｎｇ
轧边不足
Ｕｎｄｅｒ ｅｄｇｉｎｇ ｉｓ ａ ｔｅｒｍ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ｄｇｅｄ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ｗａｎｅ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ｄｅｆｅｃ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ｒ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轧边不足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轧边过小而残留了过多的钝棱在材料上。它也被用来指去除缺陷不
足或等级区隔不够。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ｖｓ． ｆｒｅｅ ｌｉｎｅ ｅｄｇｉｎｇ
直边与自由轧边
Ｌｉｖｅ ｃａｎｔｓ （ｗａｎ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ｅｄ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ｄｇｅｄ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Ｂｙ ｅｄｇｉｎｇ ａ ｌｉｖｅ ｃａ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ｓ 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ｔｒｕｄｅ ｍａｙ ｈｉｔ ｔｈｅ
ｐｉｎ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ａ ｗ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ｋｉｎｋｓ ｏｒ ｄｏｇ ｌｅｇｓ．
在对“活木方”（两边均有钝棱）进行轧边时，应将木材离开锯床上的直边器，除非木方的边非常
平直。如果将活木方靠在锯床直边上操作，节疤或其它突出的部分会碰撞到限位钉，从而引起抖
动而形成扭结或双向折弯。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ｇ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ｗ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ａｒ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ａｌｉｇｎ ｆｌａｒｅｓ， ｃｒｏｏｋ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ｒ 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ｋｎｏｔ ｓｔｕｂｓ， ｅｔｃ．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现代的轧边机通常有结实的直边器，它可以消除抖动作用，但依然几乎无法有效对齐喇叭形树
桩、弯曲材料、或表面有节疤桩的木方。
Ｏｎ ｃ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ｄ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如果木方的边均为方形的话，那么使用轧边机台上的直边器就肯定有益处。这些好处包括：通直
的锯材、更高的出材率、和较少的加工。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ａｗｎ ｏｎ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ｅｓ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 ｗｉｌｌ ｓｏｏ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ｕｐ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ａｒ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ｒｕｎ ｈｅａｖｙ ｌｉｖｅ ｃａ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ｅｄｇ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ａｐ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ｗｅｄｇ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ｐｉｅｃｅ．
当你在生产大尺寸材料时，使用至少三个面被锯平的木方有明确的优势。任何额外的费用都会从
高出材率上得到补偿。由于原木的天然锥度，要想在轧边机上持续地加工活木方而不出现“跑
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会产生锲形的材料，从而导致额外的截锯和再加工。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ａ 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ｉｓ， ｍａｎｙ
ｍｉｌｌｓ ｕｓｅ ｌａｓ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ａ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ｍ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ｗｓ． Ｍｏｖｅａｂｌｅ ｌｉｎｅｓ ａｓ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ｉｎ
ｌｉ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ｔｏ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ｔ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 ｓａｗ
ｔｏｕ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Ｌａｓ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ｄｒｉｆｔ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ｅｄｇｉｎｇ．
要从木方中获得最大的出材率，木方必须放置正确。要做到这一点，许多锯木厂使用激光线作为
引导。激光线随锯条移动。移动的激光线可帮助操作员在木方上对齐及确定木方的准确宽度。此
外，在锯条碰到材料前，激光线可以使操作员通过目视较为精确地区分木方中的不同等级。激光
线的精度应经常校正，如果激光线偏移位置，会对操作员产生误导，从而形成不适当的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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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等级分隔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清材出材率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ｗｏｒｔｈ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ｗｏ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ｄｇ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ｏｋ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ｒ ｗｏｏｄ ｉｎ ａ ｃａｎｔ． Ａｓ
Ｃｌｅａｒ ｗｏｏｄ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ｔ （ｗｉｎｇｓ）．
清材的价格通常大约为建筑类锯材的２倍到３倍。因此轧边的人员应当总是寻求在木方中锯出清
材。由于清材是从原木外层产生的，因此在木方中要关注的地方是其外侧。
Ｏｎ ｍａｎｙ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ｄｅｄ ｔａｐｅｒｅｄ ｃ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ｓｉｄ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ｌｏ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ｗ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ｍｏｓｔ 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ｉｆ ａｎｙ ｏｆｆ－ｓｉｚ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ｏｒ ｗａｓｔｅ ｓｈｉ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ｓｉｄｅ （ｌｅｓｓ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ｔ．
在许多三面锯切、自然锥度的木方中，钝棱一侧应与直边器对齐，以获得较长的清材。换句话
说，先锯原木最外侧的部分，如果偏尺材料或废料条产生的话，它们会出现在木方中心一侧（较
少清材）。
Ｓｈａｋｅ
轮裂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ｌ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ｓｉｚｅ ｗｈｅ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ａ ｌｏｇ，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ｍｏｒ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ｈａｋｅ．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ｈａｋｅ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ａｃｅ）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ｏ３ ｏ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无论是建筑用材还是外观用材，锯材中出现轮裂都会降低的等级。因此，只要可能，纵锯操作员
应尽量将轮裂集中在一块尽可能小的材料上。由于原木的中心经常有轮裂，从中心剖开的做法应
尽量避免，因为这将使多块材料含有轮裂。
Ｌａｒｇｅ ｋｎｏｔｓ
大节疤
Ｗｈｅｎ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ｋｎｏｔｓ，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ａｗ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ｔ ｗｉｄｔｈ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ｋｎｏ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３＂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６＂ ｗｉｄ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ａ Ｎｏ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３＂ ｋｎｏｔｓ ｃｕｔ ｉｎｔｏ １２＂ ｗｉｄｔｈｓ ｗ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ａ Ｎｏ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ｙｏｕ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ｋｎｏ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ｄｇｅ－ｋｎｏ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在锯切含大节疤的木方时，值得推荐的方法是，尽量将木材锯成最宽、以尽量降低节疤的占据位
置、提高锯材等级。例如，在６英寸宽锯材上出现３英寸的节疤可评为３级结构材，而如果在１２英
寸宽锯材上出现３英寸的节疤，则可评为１级结构材。为了尽量提高结构材等级，必须熟悉各等级
允许的节疤尺寸。对结构材而言，节疤尽尺寸取决于其在锯材横切面上所占据的面积。如下所列
是结构材中所允许的边缘节疤的最大占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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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２０％
优选结构材 － ２０％
Ｎｏ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２５％
１级结构材 － ２５％
Ｎｏ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３３％
２级结构材 － ３３％
Ｎｏ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５０％
３级结构材 － ５０％
Ｗｈｅ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ｋｎｏ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ｋｅｐｔ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ａｓ
ｅｄｇｅ ｋｎｏ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ｓｉｚｅ， ｔｈ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ｋｎｏｔｓ．
在规格材（结构材）制造中，应避免让大节疤出现在边缘，因为对边缘节疤尺寸的限制比对中心线节
疤更严。
Ｗａｎｅ
钝棱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ｎ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ｒ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ｎ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ｏ ｉｎ ｒｏｕｇｈ
ｓｔｏｃｋ ｗｈｅｒｅ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ｏｆｆ ｉｎ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ｒｏｕｇｈ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ａ Ｎｏ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ｗａｎ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ｆ 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３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ｄｒｅｓｓ－ｏｆｆ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ｗａｎｅ ｗｈｅ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ｎ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ｌｏｓｓ
在大部分清材等级和外观等级中，对钝棱的允许值很低或不允许。而在规格材中，则允许相当程
度的钝棱。这一点在毛面材料中尤其明显，因为很大一部分钝棱将在表面加工中被消除。作为大
致的原则，在２级结构材中，只要它不超过厚度的１／３，则钝棱可以为全长。在规格材生产中，试
图过多地去除钝棱会造成不必要的出材率损失。
Ｔｈｅ ｔｏｐ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ｄｇｅｄ （ｗａｎｅ－ｆｒｅ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ｓ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ｌｅａ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ａｎｅ． Ａ ｇｏ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ｗａｎｅ．
在清材的最高等级中，锯材必须是方边的（无钝棱）。然而有些低等级的清材中（价值相对较低），可
以允许有限的钝棱。在评估钝棱时，对等级和相对价值的良好了解有助于在价值的基础上做出准
确决策。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腐朽木和蜂窝朽
Ｄｅｃａｙｓ ｏｆ ａｎｙ ｓｏｒ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ｔ ｍａｙ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ｏ ４ ｏｒ Ｄ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 ａ ＂Ｃｕｔ－Ｏｕｔ＂．
在清材的最高等级中，任何形式的腐朽都是不允许的。在低等级的清材中，例如４级或Ｄ级清材中，
可以允许含有一段待锯除的“废料”，所以个别材料上可以有一块腐朽。
Ｔｈｅ ｔｏｐ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ｏｒ ｓｏｆｔ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ｉｓ Ｎｏ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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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３ｒｄ ｌｅｓ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Ｎｏ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在规格材中，可以允许腐朽或软蜂窝朽的最高等级是３级结构材。通常３级结构材的价值最起码比
２级结构材低１／３。因此，在规格材和清材的生产中，对锯材等级的了解、正确的等级区分是非常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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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截锯和横锯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截锯的目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ｂｙ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ｅｎ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通过将端头的缺陷去除来提高锯材价值。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ｙ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ａｄ ｅｎｄｓ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ｊａｍ－ｕｐｓ）
在下游生产中，通过去除差的端头（可产生跳级）
来提高产量。
Ｃｒｅａｔ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ｆｏ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ｋｉｌｎ ｄｒ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ｎｄ ｕｓｅ．
为下游加工处理、有效地进行窑干、或产品的最
终使用，生产出长度一致或指定长度的产品。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这些目标可通过下列过程实现：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截去缺陷，提高等级。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ｓｑｕａｒｅ ｔｏ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ｓ．
截锯到名义长度，形成合理的方边。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ｅｎｄｓ ｎｏｔ ｕｓａｂｌｅ ａｓ ｌｕｍｂｅｒ．
截去锯材中不能使用的端头。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横锯锯材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横锯的目的
Ｒｅｄｕｃｅ ｌ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将原始长度降低为最终需要的长度。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ａｔ ｏｎ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将高等级集中到材料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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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ｌａｔｅ ｏｎｅ ｅｎｄ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将需要再加工的部分集中在一端。
Ｒｅｍｏｖ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ｌｏｎｇ ｐｉｅｃｅ．
在一块长料中，去除中间有缺陷的部分。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ｕ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ｐｉｅｃｅ．
生成两块比原先一整块更有价值的材料。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等级分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 ｆｏ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为了精确横锯、将价值最大化，你必须了解你所制造产品的分级原则。价值最大化的很大一部来自
于精确的等级分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ｌｌｏｗ ｓｏ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ｏｒ 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ｋｎｏｔｓ． Ｉ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ａｓ ａ ｆｌａｗｌｅｓｓ ｃｌｅａｒ，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ｙ ｂｅ ｌｏｓｔ．
例如，很多“清材”等级允许一些小的或出现不多的节疤。如果把该锯材生产为毫无缺陷的清材，
就会损失很大的价值。
Ｓｏｍ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ｍａｙ ｏｎ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ｂｅ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ｋｎｏｔ－ｆｒｅ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ｉｎ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ｃｋ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ｌｌｏｗ ｓｏｍ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有些等级可能只要求一面为清材或没有节疤，因为该产品在使用时背面不可见。因此，这一类产品
（露台板、内墙板）允许背面有一些缺陷。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ｒ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工厂级或车间级锯材的截锯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ｅｎ ｔｒｉｍｍ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ｓａｗ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Ｃｕｔ－Ｏｕｔ， ｏｒ 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ａ ｄｅｆｅｃｔ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ｖｏｉ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ｇｒａｄｅｓ
ｉ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ａｓ ｍａｎｙ ｌｏｎｇ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为了在截锯或横锯工厂级或车间级类型的锯材时能最大地提高出材率和价值，应将锯线放置在将要
锯除的废料部分、或尽量靠近缺陷。只要可能，尽量避免在清材锯块中开锯。在处理工厂级或车间
级类型的锯材时，主要目标就是获得尽量长的清材锯块。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平纹与直纹
Ｗｈｅｎ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ｓｑｕａｒ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ｅｑｕ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４ｘ４ ｆｏ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ｆａ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ｂａｒ．
在剖开方形锯材（等尺寸），例如４ｘ４，以获得垂直纹清材时，必须将垂直纹面面向对齐横杆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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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ｉ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ｆａ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ｅｄｇｅ ｏｒ ｌｉｎｅ ｂａｒ．
相反，对于建筑类型的锯材，水平纹可以避免条状节，而因更符合要求。这可以在锯切时，将水平
纹面对向直边器或对齐横杆实现。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得到的锯材为平纹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得到的锯材为直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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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ｇｒａｄｅｓ．
计算工厂级或车间级锯材的清材出材率
ＮＬＧＡ Ｓｈｏｐ
ＮＬＧＡ 车间级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ｈｏｐ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ｙｐ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Ａｌｌ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ｓ ｄｏｎｅ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ｅｒ ｍａｙ ｂｅ ｏｆｆ－ｇｒａｄｅ
了解车间级（工厂级）类型的锯材是从中获得期望的价值的基础。所有准确分级的车间级都有一个
预定的清材最小出材率。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的操作适当，但无法得到标明的出材率，则该锯材原
料可能达不到等级标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Ｍｏｓｔ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ｔｏ ｒｉｐ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ｂｌｏｃｋｓ．
下列图示显示了加工不同车间等级时如何计算清材出材率。大部分的车间等级都假定用户将通过
纵锯（减小宽度）和横锯（减小长度）来获得较短、较窄的清材锯块。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尺寸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９ ４／１＂ 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ｓ ｓｈｏｒｔ ａｓ １８＂．
－ 在宽度为９ ４／１英寸或更大的锯材中，锯块最短为１８英寸。
－ Ｉｎ ｌｕｍｂ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５＂ 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 在宽度为５英寸或更大的锯材中，锯块必须为 ３英尺或以上。
－ Ｉ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ｌｕｍｂｅｒ （ｕｎｄｅｒ ５＂ ｗｉｄ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ａｎｄ ３＇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 在窄（宽度为５英寸以下）锯材中，锯块必须为全宽、长度为３英尺或以上。
－ Ｓａｓ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Ｎｏ３ ｓｈｏｐ） ｌｏｏｋｅｄ ｆｏｒ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ｒ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 窗扇锯块 — （仅在车间３级中允许）仅在更高价值锯块不足或没有时使用。
Ｓｈｏｐ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车间级锯块 — 通过纵锯和横锯来获得清材锯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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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ｅｓ Ｇｒａｄｅｄ
评级面

Ｇｒａｄｅ （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ｅｓｔ ｆａｃｅ，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ｎｌｙ ａ ４＂ ｗｉｄ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ａ ５＂ ｗｉｄ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ｆａｃｅ ｏｎｌｙ．
等级是以较差面评定的（与即将获得的清材锯块部分的评定方式一致），如上图所示。在该图中，在
节疤左侧只能得到一个４英寸宽的锯块，尽管仅从表面观察时似乎可以有一块５英寸宽的锯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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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
工厂级／车间级锯材出材率 － 示例 ＃１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ｏｎｌｙ．
在该例中，锯块为全宽，因此计算时只要使用长度即可。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ｓ：
锯块长度：
- ４＇
- 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出材率：
- （７＇ ／ １２＇） ｘ １００ ＝ ５８．３％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Ｎｏ １ Ｓｈｏｐ
等级为车间 ｌ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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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
工厂级／车间级锯材出材率 － 示例 ＃２

Ａｖｏｉ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ｇ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ｋｎｏｔｓ．
在大节疤周围，避开严重纹理
扭曲形。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ｉｅｃｅ：
锯材面积：
- ６＂ ｘ （１０＇ ｘ １２＂ ｐｅｒ ｆｏｏｔ） ＝ ７２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６＂ ｘ （１０＇ ｘ １２＂ 每英尺） ＝ ７２０ 平方英寸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面积：
- ５＂ ｘ ６０＂ ＝ ３０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５＂ ｘ ６０＂ ＝ ３００ 平方英寸
- ５＂ ｘ ５７＂ ＝ ２８５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５＂ ｘ ５７＂ ＝ ２８５ 平方英寸
-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５８５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总出材量 ＝ ５８５ 平方英寸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出材率百分比：
- （５８５ ／ ７２０） ｘ １００ ＝ ８１．２５％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ｈｏｐ
等级为优选车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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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Ｓｈｏｐ Ｌｕｍｂ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３
工厂级／车间级锯材出材率 － 示例 ＃３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ｉｅｃｅ：
锯材面积：
- １０＂ ｘ （１２＇ ｘ １２＂ ｐｅｒ ｆｏｏｔ） ＝ １４４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１０英寸 ｘ （１２英尺 ｘ １２英寸 每英尺） ＝ １４４０ 平方英寸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面积：
- ６＂ ｘ ４２＂ ＝ ２５２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６英寸 ｘ ４２英寸 ＝ ２５２ 平方英寸
- １０＂ ｘ ２２＂ ＝ ２２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１０英寸 ｘ ２２英寸 ＝ ２２０ 平方英寸
- １０＂ ｘ ２４＂ ＝ ２４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１０英寸 ｘ ２４英寸 ＝ ２４０ 平方英寸
-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７１２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ｃｈｅｓ
总出材量 ＝ ７１２ 平方英寸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出材率百分比：
- （７１２ ／ １４４０） ｘ １００ ＝ ４９．４４％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２ Ｓｈｏｐ
等级为车间２级

锯材生产和等级出材率 LUMBER REMANUFACTURING & GRADE RECOVERY

221

Ｆｌｉｔｃｈｅｓ
大料
Ｌ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ｌｉｔ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ａｗｎ ｉｎｔｏ ｃｌｅａｒ １＂ ｗｉｄｅ ｓｔｒｉｐ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ｌｉｔ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ａｗｎ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ｇ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ｒｅ－ｓａ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ｏｎｌｙ 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ｐｉｋｅ ｋｎｏｔｓ．
以大料分级规则分级的锯材，预定将被锯切成１英寸宽的条状清材。因此大料级通常以平纹从原
木上被锯切下来，以方便再加工时锯成直纹。此外，平纹中只含圆节，这样可以有更高的清材出
材率，而直纹则含有条状节。
Ｆｌｉｔｃｈ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ｌｕｍｂｅｒ，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ｒｏｋｅｎ ｄｏｗｎ （ｒｉ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１＂ ｓｔｒｉｐ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ｇａｎｇ－ｓａｗ． Ａ ｇａｎｇ ｓａｗ ｉ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ｓ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ｒｉｐ ａ ｆｌｉｔｃｈ ｉｎｔｏ １＂ ｓｔｒｉｐｓ ｉｎ ｏｎｅ ｐａ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 ｔｏ ｂｅ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大料等级的锯材，预定将通过圆形排锯进一步剖开（纵锯成１英寸宽的条状）。排锯是一组圆形
锯，它在一次过锯中将大料锯成１英寸的条料。因此，很难在这一过程中调整方向以获得更好
锯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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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ｌｉｔｃｈ

原木部位

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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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锯块

Ｆｌｉｔｃｈ ｒｉ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１＂ ｓｔｒｉｐｓ
大料纵锯为１英寸条料

Ｗａｓｔｅ ｔｏ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ｙ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通过横锯去除废料

Ｎｏｔｅ： ３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ｎｏｔ ｓｈｏｗｎ．
注释：３块全长清材锯块没有在图中显示出来。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ｃｌｅａｒ， ｆｉｎ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ｗｏｏｄ．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废料 包括除清材、良好质地木材之外的所有缺陷。一些例子有：
- Ｋｎｏｔｓ
节疤
- ｈｏｌ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孔洞（所有类型）
- ｂｒｕｉｓｅｓ
损伤
- ｐｏｃｋｅｔｓ
树囊
-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ｗｏｏｄ （ｄｅｃａｙ）
腐朽木（腐朽）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ｇｏｏ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ａ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ｄ．
为了向客户展现漂亮的产品外观，钝棱之类的缺陷也应当尽量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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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
门料清材出材率 － 示例 ＃１

２＂ ｘ ４＂ － １２＇

Ｓｔａｙ １＂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在计算清材锯块时，距节疤应１英寸。
４＂ － ６＂ ｗｉｄｔｈｓ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 ｓｔｉｌ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ｏｒ ＃１ Ｓｈｏｐ．
４英寸－ ６英寸宽度必须含有一块边框料才能达到工厂优选级或车间１级。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该例的出材率计算：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ｔｈ， ｏｎｌｙ ｌｉｎｅａｌ ｉ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由于锯块为全宽，只要计算线性长度即可。
- （１２＇ ｘ １２＇ ｐｅｒ ｆｏｏｔ） ＝ １４４＂
（１２英尺 ｘ １２英寸 每英尺） ＝ １４４＂ 英寸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每个等级的出材率百分比为：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７０％ （１４４ ｘ ７０％ ＝ １００．８ ｏｒ １０１＂）
工厂优选级 ７０％ （１４４ ｘ ７０％ ＝ １００．８ ｏｒ １０１英寸）
＃１ Ｓｈｏｐ ５０％ （１４４ ｘ ５０％ ＝ ７２＂）
车间１级 ５０％ （１４４ ｘ ５０％ ＝ ７２英寸）
＃２ Ｓｈｏｐ ３３１／３％ （１４４ ｘ ３３１／３％ ＝ ４７．９ ｏｒ ４８＂）
车间２级 ３３１／３％ （１４４ ｘ ３３１／３％ ＝ ４７．９ ｏｒ ４８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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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ｕｎｄ：
得到的锯块：
- １ － ９６＂ ｓｔｉｌｅ
１ － ９６英寸边框
- １ － ３０＂ ｔｏｐ ｒａｉｌ
１ － ３０英寸顶档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９６＂＋ ３０＂ ＝ １２６＂
总出材量为 ９６英寸 ＋ ３０英寸 ＝ １２６英寸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１２６＂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１４４＂ ｔｉｍｅｓ １００％ ＝ ８７．５％
出材百分率为１２６英寸除以１４４英寸乘以 １００％ ＝ ８７．５％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等级为工厂优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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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ｏｒ Ｓｔｏｃｋ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
门料清材出材率 － 示例 ＃２

２＂ ｘ ６＂ － １２＇

Ｓｔａｙ １＂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ｔｓ ｗ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在计算清材锯块时，距节疤应１英寸。
４＂ － ６＂ ｗｉｄｔｈｓ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 ｓｔｉｌ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ｏｒ ＃１ Ｓｈｏｐ．
４英寸 － ６英寸宽度必须含有一块边框料才能达到工厂优选级或车间１级．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该例的出材率计算：
- （１２＇ ｘ １２＂ ｐｅｒ ｆｏｏｔ） ＝ １４４＂
（１２英尺 ｘ １２英寸 每英尺） ＝ １４４英寸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ａｄ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每个等级的出材率百分比为：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 ７０％ （１４４ ｘ ７０％ ＝ １００．８ ｏｒ １０１＂）
工厂优选级 ７０％ （１４４ ｘ ７０％ ＝ １００．８ 或 １０１英寸）
＃１ Ｓｈｏｐ ５０％ （１４４ ｘ ５０％ ＝ ７２＂）
车间１级 ５０％ （１４４ ｘ ５０％ ＝ ７２英寸）
＃２ Ｓｈｏｐ ３３１／３％ （１４４ ｘ ３３１／３％ ＝ ４７．９ ｏｒ ４８＂）
车间２级 ３３１／３％ （１４４ ｘ ３３１／３％ ＝ ４７．９或４８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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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ｕｎｄ：
得到的锯块：
ｎｏ ｓｔｉｌｅ
无门边框料
１ － ４８＂ ｍｕｎｔｉｎ
１ － ４８英寸门梃
１ － ３０＂ ｔｏｐ ｒａｉｌ ａｎｄ １ － ３６＂ ｔｏｐ ｒａｉｌ ＝ ６６＂
１ － ３０英寸顶档和 １ － ３６英寸顶档 ＝ ６６英寸
-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４８＂ ＋ ６６＂ ＝ １１４＂
总出材量为 ４８英寸＋ ６６英寸＝ １１４英寸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１１４＂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１４４＂ ｔｉｍｅｓ １００％ ＝ ７９．２％
出材百分率为１１４英寸除以１４４英寸乘以 １００％ ＝ ７９．２％
- Ｇｒａｄｅ ｉｓ ＃２ Ｓｈｏ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５０％ 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ｎｏ ｓｔｉｌｅ）
等级为车间２级（出材率５０％及以上，无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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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STAMP FACSIMILES
等级章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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