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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没有放松对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要

求，并努力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温家宝总理，2009年11月13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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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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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面介绍木材产品和木结构建筑的优缺点，探讨和展望了在建

筑应用上的前景。

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庞大的建筑需求。在今后10年，中国须向迁

往主要城市及其邻近郊区的约3亿人口提供约7,500万套多户住宅。

此外，较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住房更新换代也对住房供应提出了更

大需求。

上图：位于欧洲八层木结构公寓楼



木结构建筑具有绿色环保、保温节能、结构安全、抗震、防火安

全、耐久舒适、节约成本等优点，可以为中国巨大的建筑市场需求

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书包括七个章节，概要介绍了木材在建筑中的应用，木材和木结

构建筑对环境及气候的影响、节能性、成本优势、安全和耐久性，

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以及与可持续林业发展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木

材在应用于建筑结构时存在的某些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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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加拿大四层木结构公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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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介绍了木材在建筑中应用的发展历史和应用形式。中

国的传统木结构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而欧美在现代木结构的研

究和应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木结构适用于建造低层和多层住宅，商用建筑及部分工业建筑。

木结构可与混凝土和钢结构共同组成混合结构，木结构构件可用

做高层和多层建筑的内外填充墙以及屋架。此外，胶合木等工程

木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大跨度大空间建筑。天然耐久的木材和经防

腐处理的木材产品可应用于景观工程，这些都扩大了木材的应用

范围。

1

木材在建筑中的
应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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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介绍了木结构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首先，木结构的使

用可推动森林种植业的发展。树木在生长过程中，能吸收二氧化

碳；在木材原料向产品的转化过程中，大量的碳被固化，碳约占木

材质量的一半，并储存于木材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其次，木材产品的生产和运输不仅耗能较少，也能大量减少废气和

废水的排放。最后，与混凝土、砖石或钢结构相比较，木结构建筑

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更加节能。木结构建筑能降低化石燃料的使

用，减少燃烧化石燃料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从而减轻对全球变

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第三章》介绍了木结构建筑的节能性。多项研究和实地测试成果

证明，木结构建筑与传统建筑结构相比更具节能性。

据中国有关部门预测，随着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中国2010年的能

耗将达30亿吨标准煤，且这一数字将继续提高。能源短缺及能源进

口给国家带来的高额成本已在国内引起关注，降低能源需求现已成

为中国的一大工作重点。

中国每年新建建筑总量约为20亿平米，居世界首位。其中住宅建筑

消耗了建筑总能耗的40％，因此，更多使用木结构有利于减少能源

消耗。

3

节能性能二氧化碳减排和
环境保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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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介绍了木结构建筑与混凝土、钢结构相比具有成本优

势。如今木结构是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主要建筑形式。

在欧洲，木材在建筑结构中的全新应用也能实现成本节约，这些

新应用包括在混凝土结构中使用的木结构屋架和填充墙、以及应

用于多层建筑中的胶合木。

一系列工程实例证明了木结构建筑的建造和使用成本较低。随着

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更广泛的利用和发展，建造和使用木结构的成

本将会不断降低。

《第五章》介绍了木结构建筑安全和耐久性。指出正确的设计和

建筑施工能保障木结构经久耐用。

介绍了中国、欧洲和加拿大科学家参与的研究项目以及取得的成

果。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数起大地震发生后的调查研究证明，木

结构建筑具有出色的抗震性能。此外，欧洲和北美的火灾安全统

计数据也显示，按照规范要求建造的木结构建筑与混凝土、砖石

或钢结构建筑一样能保障人身安全。

第46页 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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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介绍了木结构建筑和木材产品的相关规范和标准。这

些规范和标准为建筑的安全性，耐久性，节能性，舒适性等方面

提供了保证。随着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发展，这些规范和标准将

进一步完善。

《第七章》阐述了木结构建筑与可持续林业发展的重要关系。木

结构建筑与合法采伐、森林更新等可持续森林管理实践的重要关

系。木材产品在建筑结构中的应用为森林更新和可持续开发奠定

了经济基础。

欧洲和加拿大可持续认证森林的比例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拥有全

球最大的森林种植面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森林覆盖率

已从6%增加至约25%。中国在森林发展上取得了骄人成就，堪为

其它森林种植国家的楷模。与木结构技术一样，可持续森林开发

将成为中国和欧洲、加拿大加强合作的又一重要纽带。

本章还介绍了中国及世界林木产品贸易状况。

第62页 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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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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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材在建筑中的应用

传统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历史悠久

现代木结构建筑性能表现优异，能为中国建筑提
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现代木结构建筑适用于单户和多层多户式住宅，
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及部分工业建筑

现代木结构建筑能满足中国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
住房需求

现代木结构建筑能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提高居
住舒适性

结构胶合木是应用于大跨度大空间建筑结构的理
想材料，能充分展现木材的美观

现代木结构建筑具有安全、节能及成本低等诸多
优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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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并非新鲜事物，中国数千年来一直保留着使用木材建造房屋

的传统。很多古建筑，如木塔，庙宇等都是采用了木结构建造，它

们有上千年的历史，技术精湛，一直留传至今。

随着全球木材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和现代木结构技术的发展，木结构

建筑在全球日益普及。在发达国家，70%的住房为轻型木结构。

在中国，钢筋混凝土建筑一直占住宅建筑的主导地位，而与木结构

的有机结合则提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增加建筑物面积，

提高安全性，舒适性，提高施工速度，降低成本的目标。

木材在建筑中的应用历史悠久 

前一页图：北京市区多层住宅楼平改坡

左上图：四川传统中式木结构住宅

右上图：加拿大4层木结构公寓楼

上图：欧洲独户住宅

“中国发展木结构建筑行吗？消费者、开发商、国家决策机构有很多

认识误区。其实，木结构建筑有很多优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发展

木结构建筑，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木结构建筑也一样，需要冷静

的科学分析，使我国建筑上的空白点发展起来…” 

朱光前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长，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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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拥有众多优点：

天然美观
可再生
有机材料，吸收和固化二氧化碳
天然柔韧性，有效吸收和消耗外力，抗震性好
导热性低，节能保温
隔声效果好
大截面木构件具有碳化作用，耐火性能好
质量轻
便于加工，改造和运输
便于施工

木结构混合物建筑简介

某种程度上，木结构混合物建筑是指以木材和混凝土作为主要结构
构件的建筑，其优点是能综合运用木材，混凝土，砖石等材料，充

分发挥其各自特性，从而提高建筑物的性能，提高居住舒适性，而
这种效果是某种单一材料无法实现的。

木结构混合建筑的主要建筑形式

1．多层木结构混合建筑，其中木结构部分在其它结构体系的上部
且不超过三层。

2．多层民用建筑采用木屋盖（含既有建筑平改坡体系）。
3．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与非承重木骨架外墙、内隔墙、木楼盖中

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4．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既有建筑上加木屋顶（不可居

住）

木材拥有众多优点及木结构混合建筑简介

上图：加拿大里士满速滑馆的木屋顶

“木结构房屋由于层数不能太高，一般适合低密度建设。按说我国人多地少，

似乎不太适合发展低密度的木结构房屋，但也未必行不通，日本是世界人口

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口密度高出中国近2.5倍，轻型木结构建筑、低密

度房屋却占有很高的比例，原因在于其发达的轻轨交通体系和私人汽车的普

及，以及人类天性亲近自然的趋向。”

朱光前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长，2010年



轻型木结构不仅有城市的低密度住宅开发项目，而且也有适合农村

地区所开发的低成本住宅。同混凝土和钢结构住宅相比，轻型木结

构住宅的成本优势及良好性能已得到市场认可。

轻型木结构建筑：单户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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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北京独户木结构住宅社区

右图：四川双联排木结构住宅



针对中国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稀少的住宅建设现状，轻型木结构

可用于建造密度较大的多层多户式住宅，欧美的经验表明，多层多

户式住宅在中国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轻型木结构建筑可采用工厂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施工速度和建造

精度，降低了成本。由于自重轻，建造轻型木结构建筑可节省基础

成本，降低基础施工难度。

轻型木结构建筑：多户多层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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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及右图：欧洲5层木结构公寓楼



轻型木结构是指用规格材及木基结构板材或石膏板制作的木构架墙

体、楼板和屋盖系统构成的单层或多层建筑结构。目前轻型木结构

建筑在中国常用于单户或2至3层的多户式住宅、商业建筑、公共建

筑或部分工业建筑。轻型木结构建筑的基础通常为混凝土基础，一

层楼板为木楼板或混凝土楼板，以一层楼板为平台建造一层墙体，

然后以此类推。轻型木结构建筑在屋盖和墙体空间填充保温材料以

达到良好的保温效果。屋面和墙面铺设防水材料以满足防水、防潮

要求。轻型木结构建筑室内墙板采用石膏板以满足防火要求，外墙

外侧面可选用涂料、挂板、贴砖等多种外饰面材料。轻型木结构采

中国轻型木结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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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四川多户式木结构建筑

左图：典型木结构墙体

下页插图：四川多户式木结构建筑

墙面板

防水防潮薄膜

经防腐处理过的竖向木板条

防雨幕墙排水空腔

纸衬拉网

水泥抹灰

多孔支撑条

空腔开口处的防虫网

金属泛水板

石膏板

保温材料

墙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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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尺寸规格材和钉连接，多条荷载传递通路使其具有较高的结

构安全冗余度，在地震和强风作用下结构安全性能高。

轻型木结构建筑在中国仅限于3层以下单户或多户式住宅，但在欧

美国家常见于5至6层住宅。根据防火规范，轻型木结构应设置防

火分区和选择满足耐火极限要求的构件。超过6层的轻型木结构

建筑需要利用支撑墙以及连接不同构件的重型金属连接件来实现

结构的安全要求。噪声控制是多层轻型木结构必须考虑的一大因

素，而现有技术能大大减少声音在楼板和墙体之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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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混合建筑：下部为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上部为轻型木结构

在欧洲和北美，此种结构建筑最高可达6至7层。在中国，在最高

四层的混凝土结构上加盖最高3层的轻型木结构建筑也将成为可

能。

下部的混凝土结构部分在欧美通常用于商业和办公等用途，而上

部木结构部分则可用作住宅。这种木结构混合建筑具有实用、高

效和经济等优点。

左图：欧洲轻型木结构建在多层混凝土建筑上

上图：加拿大公寓楼，下部分混凝土结构停车场，上部分轻型木结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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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规范规定木骨架组合墙体可用作6层及6层以下住宅建筑

和办公建筑的非承重外墙和房间隔墙，以及房间面积不超过100平

米的7－18层普通住宅和高度为50m以下的办公楼房间隔墙。在欧

洲，在节能法规的推动下，混合结构建筑已得到长期和广泛应用，

木骨架墙体作为非承重外墙已应用于14层的建筑。

木结构混合建筑：木骨架组合墙体用于混凝土结构的非承重外墙和内隔墙

左上图：欧洲木骨架组合墙体用于高层公寓楼的非承重外墙和内墙

上图：欧洲多层混凝土结构建筑外墙上安装预制木骨架组合墙体

木骨架组合墙体作为非承重外墙的主要优点：

●  节能环保、保温、隔声效果好、满足防火要求。

●  墙体薄，最大限度增加房屋使用面积，一般情况下可增加2%。

●  工厂预制、批量生产、现场安装、可最大限度控制质量、加
快施工速度、节约成本。

●  减轻建筑物自重，节约基础成本。

●  抗震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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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数既有混凝土住宅建筑多为平屋顶，容易出现漏雨问题，且

隔热、保温、节能效果均不理想。在平屋顶上加盖木桁架坡屋顶，

并在屋顶空腔内铺设保温材料，不仅能美化建筑外观，而且能改善

屋顶保温性能，解决雨水渗漏问题。加层“平改坡”还可以为业主

增加居住空间，或者用于安装改善能效和通风的机械设备。 

木桁架采用工厂预制，现场安装，因此质量稳定，施工速度快，扰

民少，成本低廉。由于其质量轻，对原建筑物承载力要求低。

除既有建筑“平改坡”外，在新建建筑上也可使用木桁架坡屋顶。

混合结构建筑：混凝土结构上加盖木屋顶

上图：北京市区带阁楼的平改坡住宅楼

右上图：北京市区阁楼居住空间

右中图：在木结构阁楼居住空间里安装保温材料

右图：上海徐汇区平改坡的住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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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木结构建筑：实木板材结构

实木板材为6至10层的建筑提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在欧洲已获得

广泛应用，目前这种结构的最高建筑为一幢位于英国伦敦的9层住

宅楼。

这些板材交叉胶合而成，可用于建造墙体、楼板和屋盖。这些板材

构件可在工厂预制，并预留安装门窗、布线所需的开孔。用实木板

材制成的墙体具有优良的保温隔热性能，出众的承重性能、在风力

和地震作用下能保持横向稳定、以及卓越的防火性能，这些使得实

木板材适用于中高层建筑的建造。因使用了大量木材，因此用这种

实木板材建造的建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碳汇”。

环保性能出色的实木板材结构建筑在中国具有广阔前景，适于建造

高密度住宅。

左上图：欧洲采用实木板材的多层公寓楼

上图：欧洲采用实木板材的9层公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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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木结构建筑：胶合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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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木被广泛应用于大跨度大空间的建筑，今天在世界各地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而且胶合木的梁和柱在建筑结构中能充分展现木

材的美观。这种结构在欧美已有近100年历史，今天在世界各地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中国生产和设计水平的提高，规范的完

善，胶合木在中国的应用也将有更大的发展。

胶合木结构适于建造住宅、学校、体育馆、火车站、购物中心、展

览馆、博物馆、音乐厅等商业建筑和公共建筑。胶合木还可用于景

观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使用胶合木建造桥梁等。

胶合木构件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定制设计和预制加工，比如曲

梁，并可通过金属连接件与混凝土或钢结构进行连接。

上页插图，上：四川一游乐园入口构筑物采用胶合木曲梁

上页插图，左：欧洲采用胶合木和木桁架的购物中心

上页插图，右：北京使用胶合木屋顶的游泳馆

右上图：上海2010世博会瑞典馆入口处的结构胶合木

右下图：浙江使用胶合木柱和梁的新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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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工程

上图：欧洲重型胶合木公路桥

右图：加拿大西部红柏用于景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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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新环保防腐剂加工处理的木制产品或天然防腐木例如加拿大

的杉木、西部红柏和黄柏被广泛应用于景观工程，例如露台、平

台、栅栏、亭榭等小型构筑物，并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上图：广州木制产品景观项目

左图：上海浦东木露台及长凳

右图：上海胶合木结构拱桥及木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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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施工 工厂预制

厂房和设备前期投入 投入较小 投入较大，但长远效益明显
人工投入 人数多，技术要求高 人数少，技术要求低
施工速度 较慢 快
管线铺设和设备安装 程序复杂，质量不可控，时间长 程序简单，质量可控，时间短
质量控制 难 容易
成本 较低 前期较高，长期综合成本低

木结构建筑两种主要施工方式：现场施工和工厂预制

上图：北京在既有公寓楼上安装木桁架

下页插图，左：预制木墙体，包括安装管道,管线等

下页插图，右：预制木墙体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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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氧化碳减排和
环境保护

木结构建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小

木结构建筑在其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
和有害固体污染物最少，环境成本最小

木材使用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明显低于任何其
它建筑材料

木材产品能固化树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二氧化碳

木结构建筑保温节能性能好，有助于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显示木结构解决方案在成本
上具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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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天然可再生，因为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所以在建筑中使用木材

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森林资源。树木能洁净空气，为地球创造宜居环

境，并为人类和野生动植物提供自然栖息地。

通常，树木每生长1立方米

能吸收1吨二氧化碳并释放

3/4吨氧气。二氧化碳以碳

的形式储存在树木中。生长

活跃的幼林木比成熟林木能

够吸收更多二氧化碳。

上图：生长中的树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2

CO2
1t

COCO22
1t1t

0.7t

O2

树木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吸收二氧化碳 

木材在抑制气候变化上能发挥重要作用

树木能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每1

立方米树木约可吸收1吨二氧化碳。

在建筑中增加木材的使用能促进中国

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对化石

燃料密集型材料的需求，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   

28

“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增强全社

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

“国务院会议研究决定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新华网，2009年11月26日



砍伐后的树木制成木材产品后，能在其生命周期内始终固化最初

由树木吸收的碳。延长木材产品的生命周期，利用回收木材制造

板材产品，以及在木材产品使用寿命终止时将木材产品用作生物

燃料以回收能源。

可持续森林管理通过不断种植树木取代砍伐的树木，以保持森林

碳储量的稳定，而固化于木材产品中的碳储量可视作“碳吸收”。

木材属于“负碳”性建筑材料，因为木材产品固化的碳比它在生

产和使用过程中释放的碳更多。使用木材产品有助于抑制大气中

二氧化碳含量的增长，减缓气候变化的步伐。

木材产品能储存二氧化碳

“木材产品能固化由树木吸收的碳，木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以及再

利用，二次加工或能源回收时，始终有助于减少大气中的碳。”

欧盟企业报告（DG Enterprise）- 2002-2003年综合报告第四部分

“林产品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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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45%……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

“国务院会议研究决定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新华网，2009年11月26日



在建筑中使用木材有很多优势，如考虑到更多使用木材，减少其他

建筑材料的使用，能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木材在二氧化碳减

排上能发挥积极作用。

木材行业不仅是生物能源的制造者，也是主要使用者，并能为国家

电网提供多余的生物能源。与木材相比，尽管钢材和铝材钢材和铝

材等材料也可循环利用，但生产这些材料的过程仍必须消耗大量能

源。

各国因其主要能源类型不

同，所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也

各不相同。由于中国的能源

生产严重依赖煤炭，因此造

成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水

平居高不下。

在建筑中使用木材代替其它材料能减少建筑建造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

使用1立方米木材代替1立方米其

它建筑材料（混凝土、石材或砖

材）平均能减少0.7至1.1吨二氧

化碳的排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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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宣布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人口众多，经济结

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

长，实现上述行动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国务院会议研究决定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新华网，2009年11月26日

规格材（窑干）

钢梁

混凝土柱和梁

模压PVC

屋面瓦

-1,00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每吨产生的二氧化碳量（kg）

上图：建筑材料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爱丁堡碳管理中心2



木结构建筑在其生命周期内，约2/3二氧化碳来自于建筑的使用阶

段，因此使用阶段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环节。木结构建筑在使用

阶段能耗低，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

木结构建筑在其生命周期内排放二氧
化碳较少

“木材产品代替其它材料使用得越多，木材产品发挥的‘替代效

应’就越大，这将进一步减少大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碳。”

“林产品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欧盟企业报告（DG Enterprise）- 2002-2003年综合报告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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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欧洲“零碳”展示屋

下图：欧洲木结构公寓楼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对循环利用、废物处置、绿色生产以及能源排

放等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并正在制定和完善适用于建筑的可持续

发展的标准。一些国家将这些标准定为强制标准，因此对材料和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评估日益重要。

生命周期评估（LCA）是指评估结构部件在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对

环境产生的影响：

生命周期评估有助于设计师、客户和开发商了解所选材料对环境产

生的全面影响，确保在选择材料时掌握必要的信息，以提升建筑的

可持续性。

32

木结构建筑在其生命周期中对环境影响最小

生命周期评估被广泛应用于比较木材、钢材和混凝

土等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通过生命周期评估，

科学家一致认为木结构建筑在废气和水污染物的产

生、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均低于其

它建筑系统。

左图：欧洲木结构公寓楼

生产阶段

提取

生产 

运输到施工现场

使用阶段

能源利用

热性能

维护

废弃阶段

循坏使用

回收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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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普遍用于评估产品或项目在特定时间段内的成

本，可包括初期资本投入、后期运营成本及处置成本在内的所有相

关成本因素进行分析。 

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结合生命周期评估能针对材料展开全方位的成

本和环境影响分析，以配合决策和制定采购战略。

木结构建筑在其生命周期中对环境影响最小 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显示木结构解决方案在成本上具有竞争优势

右图：加拿大胶合木用于高速地铁站

下图：欧洲采用实木板材建造的8层公寓楼



示例1：实木板材学校建筑

建筑使用的木材越多，越有助于减少“碳足迹”。本例中的学校建

筑在主体结构中使用了实木板材，使建筑材料的“碳足迹”为负

40.9吨二氧化碳。4

示例2：两栋多层公寓建筑

瑞典的一项研究项目按照100年使用寿命比较了两栋建筑在二氧化

碳排放上的差异。两栋建筑物分别为木结构建筑和混凝土结构建

筑,均为4层（16户，共1190m2）建筑。5

对两栋建筑的完整施工过程做了研究。研究显示，混凝土结构建筑

约排放96吨二氧化碳，而木结构建筑不仅没有二氧化碳排放，反而

净吸收150吨二氧化碳。这表明： 

- 木结构建筑的施工所消耗的能源较少。 

- 木结构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木材废料可循环使用，并替代化石

燃料。 

- 木材能固化二氧化碳中的碳。 

- 混凝土的生产过程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 多用木材替代钢材和混凝土有助改善气候。 

案例分析：使用木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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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采用实木板材建造的低碳展示学校

下页插图，左：瑞典二氧化碳比较研究用的木结构公寓楼

下页插图，右：欧洲采用实木板材的在建低碳公寓楼

混凝土结构建筑约排放96吨二氧化碳，木结构建筑净吸收150吨二氧化
碳。

      　　　　木结构建筑                             　　　　混凝土建筑



示例3：实木板材多层公寓建筑

这是一栋建于英国的实木结构公寓楼建筑。该建筑使用锯木厂废料

制成的层压板，在工厂预制而成。层压板最大规格为长12.5m、宽

2.9m和厚170mm。

胶粘剂成分仅占层压板的2%，此建筑共使用了360立方米的层压板

材，与同类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建筑相比，该建筑共减少了约4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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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美国单户住宅中木材与钢材、混凝土的比较研究

雅典娜学院（Athena Institute）对美国明尼苏达州和亚特兰大的单

户住宅使用木材、钢材和混凝土对环境的影响做了对比研究。研究

显示，木材产生的废气和水污染物、以及有害固体物等均比钢材和

混凝土少。6

案例分析：生命周期评估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0 0,2 0,4 0,6 0,80,1 0,3 0,5 0,7 0,9 1

0 2 4 6 81 3 5 7 9 10

0 0,2 0,4 0,6 0,80,1 0,3 0,5 0,7 0,9 1

0 2 4 6 81 3 5 7 9 10

物化能量

全球变暖潜在
二氧化碳量

空气污染指数

水污染指数

固体废物

物化能量

全球变暖潜在
二氧化碳量

空气污染指数

水污染指数

固体废物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木材
钢

木材
混凝土

木结构住宅与钢结构住宅的环境影响比较

木结构住宅与混凝土结构住宅的环境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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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中国木结构建筑、钢结构建筑和混凝土结构建筑的比较研究7

清华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 对同一栋建筑分别

使用木、钢材和混凝土在50年使用寿命内的生命周期进行了比较。

该研究着重分析了三种建筑材料的生产阶段和建筑物的使用阶段。

研究了三栋建筑采用的能源和材料，以及产生的废气、废水和有害

固体物的排放。

研究结果显示，木结构建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比钢或混凝土结构建

筑节能约25%。研究结果表明，与建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消耗的能

源相比，建筑材料本身在生产阶段所消耗的能源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改善建筑的保温隔热、气密性能及采取其它节能措施也能提

高建筑物的节能性能。

示例3：中国木结构建筑与其它结构建筑能耗和环境影响比较8

清华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对占地面积为223平方米和总建筑面积为

607.8平方米的木结构建筑、钢结构建筑和混凝土结构建筑的环境

影响进行了比较。为简化分析数据，研究主要分析了在上述3栋建

筑物中使用的6种主要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这六种材料分别是

水泥、钢材、木材、玻璃、定向刨花板和木工字梁。

下图明确显示，木结构建筑不仅对生态系统的危害最小，且消耗的

资源也最少。

建筑材料

施工

使用操作

整个生命周期

木结构

钢结构

混凝土结构

木结构建筑
钢结构建筑
混凝土结构建筑

生态破坏
资源消耗
总量  

三种建筑形式在每个阶段和生命周期的能耗

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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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性能

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大多数能源生产都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节能建筑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

木材保温隔热性能优异

木结构建筑比其它结构建筑更为节能

典型木结构建筑的节能性能高于中国现行节能规
范的要求

同样达到节能规范要求的条件下，木结构建筑成
本更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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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

耗国。2003年，中国的总能耗约合16.8亿吨标准煤。根据政府近期

公布的预测数据，截至2010年，中国的年能耗将超过30亿吨标准

煤。9

能源短缺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化石燃料储

量，却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

提升能效水平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能源生产对环境影响严重

中国当前的能源供应严重依赖化石燃料，而化石燃料能排放大量二

氧化碳。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能源消费和化石燃料的使用不断增

长，正在对国内的空气质量和水质构成严峻的挑战。 

使用节能环保和可再生材料能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利于

创造更美好的居住环境。 

 

中国面临能源挑战 

左图：混凝土结构建筑内的节能木骨架墙体

下页插图：四川西岭雪山滑雪场节能木结构房屋

“我国的建筑使用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约28%，预计今后这一比

例还将继续增加，但2020年我国城市的大部分建筑都将完成节

能改造。”

仇保兴，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中国建筑报，2009年12月7日11

“大力推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对现有建筑进行适宜的绿

色节能改造，对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仇保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中国建材第一网行业资讯，2009年11月25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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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建

筑消耗的水占全球总耗水量的20%，建筑消耗的能源则占总能耗的

25%至40%，而建筑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固体废物则在总排放量

中均占30%至40%。在建筑总能耗中，施工阶段能耗平均占22%，

使用阶段能耗占78%。12

在中国，根据有关数据，建筑能耗约占能耗总量的1/3，预期这一

比例仍将持续增长。13

 

在建筑总能耗中，住宅能耗约占38%。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住宅能耗将持续增加。14

中国的建筑施工总量在全球居于首位，每年新建建筑总面积约20亿

平方米。在中国的建筑中，超过80%的建筑为非节能建筑，其每单

位面积的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中国政府已制订长远的节

能目标，并开始付诸实施。15

清华大学建筑系江忆教授表示，中国政府如不大力推广建筑节能，

建筑能耗将在2020年比现在增加一倍。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实施建

筑节能战略并提高建筑能效水平的迫切性。15

在建筑中使用木材将有助于实现中国建筑节能目标。

节能建筑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2008年全球建筑能耗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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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公共建筑节能标准和住宅建筑节能

标准并要求强制实施，目前，中国正在着手解决标准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200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又制定了建筑节能验

收标准，加强对建筑节能标准执行工作的监管力度。根据标准要

求，设计院、开发商和施工企业如违反有关节能标准的规定，将

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取消相关资质。

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该节

能规划指出，节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

也是当前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此外，节能规划还制订了如下重

大目标：

- 在十一五期间，新建建筑严格实施节能50%的设计标准，其中北

京、天津等少数大城市率先实施节能65%的标准。

- 结合城市改建，开展现有住宅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大城市完成

改造面积25%，中等城市达到15%，小城市达到10%。

中国政府推出的节能措施

上图：上海木结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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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是优良的隔热材料，其热阻值是钢材的400倍，是混凝土或砖

的10倍。这意味着钢材、混凝土或砖石结构建筑如要达到与木结构

相同水平的节能性能，必须使用更多的保温材料或加厚墙体。

木材十分轻巧，易于在现场施工且木材在运输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也

较少。木结构建筑自重轻，基础施工用材少。此外，木结构建筑施

工速度快，无需或极少使用重型设备。总之，木结构建筑消耗的能

源极少。

木材保温隔热性能优异中国政府推出的节能措施

“清华大学对三类典型类型结构的建筑(木结构建筑,混凝土建

筑和钢结构建筑)在物化阶段和运行阶段的能耗和环境影响做

了研究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木结构建筑的性能普遍优于混凝

土建筑和钢结构建筑。”

林波荣，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工学博士，副教授

上图：木结构建筑提供舒适的保温效果

右图：木结构外墙空腔内安装保温材料, 墙体厚度相对较小，增大使用面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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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混凝土或砖石结构建筑不同，轻型木结构建筑可在墙体龙骨，楼

板和屋顶搁栅空间内填充保温材料，因此保温隔热效果好且成本

低。矿物纤维保温材料是木结构建筑常用的保温材料，这种材料成

本低，施工的人工成本也低，因此投资回报率高。木材的低热导性

使木结构保温隔热率达到90%，而热桥损失仅为10%。为进一步提

升节能性能，木结构建筑还可以方便地架设额外的外墙外保温或外

墙内保温。

轻钢结构建筑的墙体中也可以填充保温材料，但钢材是一种高导热

性材料，由于钢材的热桥损失，保温材料保温性能的利用率低于

50%，所以钢结构必须采取额外措施解决热桥问题，以防止水蒸汽

凝结和减少能量损失。此外，轻钢结构外墙的冰冷表面容易使灰尘

聚积，因此墙体内表面容易出现俗称“鬼印”的黑色污迹。
上图：木结构建筑便于安装保温材料

下页插图：外墙红外线温度图

木结构建筑比其它结构建筑更为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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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木结构建筑的节能性能高于中国现行建筑节能规范的要求

木结构建筑在节能性能和成本上均优于其它结构建筑。典型木结构

建筑的节能性能高于中国现行建筑节能规范的要求，且不需要增加

任何额外成本。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规定，

北京地区建筑外墙的传热系数应在0.55（w/m2.k）到1.16（w/m2.k）

之间。典型的轻型木结构墙体的传热系数一般为0.3（w/m2.k）至

0.5（w/m2.k），实际传热系数因龙骨规格、龙骨间距、保温材料

不同而有所变化。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哈尔滨对一栋轻型木结构住宅和一栋砖混复

合住宅进行了节能实测对比研究。轻型木结构住宅墙体使用

38mm×140mm木龙骨，龙骨中间填充玻璃纤维保温棉，外墙铺

设30mm厚聚苯乙烯外保温板。而砖混复合住宅外墙铺设60mm聚

苯乙烯保温板。17

两栋住宅墙体传热系数（K值）实测结果为：木结构墙体为0.244 

(w/m2.k)，砖混复合结构墙体为0.526(w/m2.k)。检测显示，木结构

建筑能节约近50%的耗煤量。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计算了不同轻型木结构墙体的传热系数。墙

体龙骨规格为38mm × 89mm、分别使用岩棉和玻璃纤维作为保

温材料。计算结果为，使用岩棉的墙体传热系数为0.46-0.49（w/

m2.k），而使用玻璃纤维的墙体传热系数为0.37-0.40（w/m2.k）。

如果墙体龙骨使用38mm × 140mm或更大的规格且增加外墙外保

温，上述传热系数可进一步降低至0.3（w/m2.k）或以下。通过比

较发现，钢材、混凝土或砖石结构的墙体必须增加成本更高的外保

温板才能达到与木结构墙体类似的保温性能，且将大大增加墙体的

厚度。

同样达到节能规范要求的条件下，木结构建筑成本更低

所有混凝土、砖石和钢结构建筑必须采用外墙保温板才能达到中国

现行节能标准的要求。在混凝土或砖石结构外墙在北京和上海必须

分别采用厚度为50至80mm和厚度为50mm的保温板才能达到最低

的节能标准。而典型的轻型木结构建筑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使用38 

× 140mm和38 × 89mm的龙骨，再填充纤维保温材料即能达到节

能标准。因此轻型木结构建筑成本更低。

如不进行额外的保温处理，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建筑的采暖和制冷

能耗非常大。在中国，使用过轻型木结构建筑的用户发现轻型木结

构采暖和制冷能耗却很低。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气候条件多种多样，轻型木结构建筑能够适应所有气候条

件，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其节能性能更为优异。

实测证明木结构的节能性能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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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成本

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各地应用广泛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木结构建筑在建造和使用阶
段具有成本优势

中国的研究成果表明，各种类型的木结构建筑，
如商业、休闲娱乐和住宅建筑具有成本优势

尤其是对建筑物的节能性能和抗震安全要求较高
时，木结构建筑的成本优势更为突出

随着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日益普及，其成本优势更
具竞争力4



成本比较涉及众多因素，例如，材料的市场供需变化，汇率波动，

地区差别，不同的建筑形式、施工工艺、管理水平、开发规模、专

业技能、工厂预制能力等均会对建筑成本产生影响。因此，对不同

材料和建筑体系进行成本比较绝非易事。

发达国家平均70%的住宅建筑为木结构建筑，在北美，这一比例更

是高达90%。木结构建筑之所以如此普及主要是源于它的成本优

势。

48

木结构是在发达国家应用最广泛的建筑体系

“木结构建筑构件适合工厂化生产，现场施工效率高，施工周期

是同类混凝土结构的2/3，成本低，资金周转快。以277m2独栋

住宅为例，木结构建筑为105天，混凝土建筑为144天。另外木

结构建筑重量轻，墙体自重为混凝土的1/10，楼板及屋盖为混

凝土的1/8，对地基要求低，既降低成本又有利于抗震。”

朱光前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长，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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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开展的建筑成本比较研究显示，木结构建筑比钢结构和

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成本优势。这说明，随着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

不断发展，其成本优势也将得到体现。

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木结构住宅比相同的钢结

构住宅节省14%的施工成本。18

此外，近期的一项成本研究对使用木材和混凝土建造的3层汽车

旅馆示范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仅使用木材一项即能节约

7-9%的建筑成本。19

在欧洲，经验表明，木结构建筑因设计和用途不同，具有较好的成

本优势。如果使用工厂预制构件，与其它建筑形式相比，木结构的

施工周期能缩短2/3。 

即使在像台湾这样，木结构建筑技术还相对较新的地区，当地的设

计专业人员从他们的实际经验中得出结论，木结构建筑比混凝土结

构建筑节省约10%的成本，木结构屋顶比混凝土屋顶成本低。20

当对建筑物的节能性能要求较高时，木结构建筑的成本优势更为突出。

同其它结构材料相比，木材具有卓越的隔热性能，所以木结构建筑

更容易达到在世界各国日趋严格的节能标准。 

木结构建筑比其它结构建筑多2-5%的使用面积，这是因为在达到

同样保温隔热性能的条件下，木结构墙体比其它结构的墙体更薄。

虽然这个因素通常在标准成本分析中不予考虑，但却是显而易见的

成本优势。

在英国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对建筑物围护结构节能要求越高，木

结构的建设成本优势就越明显。21

上图：欧洲6层木结构公寓楼

上页插图：加拿大木结构公寓楼

在美国，对一栋3层木结构建筑和混凝土结构建筑进行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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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建筑具有成本优势



虽然现代轻型木结构进入中国不久，其综合成本优势有待得到共

识，但就一些项目的深入调查表明，不同用途的轻型木结构建筑具

有成本优势。 

例如，在中国进行了一项成本对比研究，同一栋建筑物，使用不同

结构材料建造，比较其建造成本。

研究结果显示，不带可居住阁楼的木结构建筑，其成本比混凝土结

构或砖石结构建筑低，尤其是基础成本节约最为显著。带可居住阁

楼的木结构建筑，其成本比另两种结构略高，但其单位面积的成本

仍是最低的。

该项研究结果还显示，木结构屋顶比混凝土屋顶具有成本优势，而

且木结构屋顶更节能、抗震和舒适。

轻型木结构住宅在农村地区发展前景广阔

轻型木结构建筑不仅适用于城市住宅建设，也能满足广大农村对低

成本、抗震、节能和舒适住宅的需求。22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

中，轻型木结构建筑以其低廉的价格，优异的性能受到当地政府和

人民的欢迎。

木骨架组合墙体用于多、高层建筑可节约建设成本 

欧洲的实践经验表明，木骨架组合墙体因其自重轻，抗震安全，保

温节能性能好，环保，舒适等特点而得到广泛应用。在中国，在混

凝土多、高层结构建筑中推广使用非承重木骨架组合墙体将具有成

本优势，这必将为中国推行“绿色”建筑做出贡献。

50

中国的轻型木结构建筑具有成本优势

上图：哈工大用于能耗研究的木结构住宅

“人们一般认为木结构房屋造价高，太贵，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

说明，第一，现在在中国盖的木结构房屋，定位在“别墅”，

配置太高，而且是按国外建房概念，住宅各种设备基本配置齐

全，比我们的精装修配置要高很多，因此造价高，第二，各种

木结构材料全部进口，甚至钉子和金属连接件。如果降低配

置，房屋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木结构件和五金件等构件材料实

现本土化生产，造价一定会降下来。”

朱光前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长，2010年



木结构建筑未来的成本优势将愈加显著

在中国，随着建筑规范和标准的不断制定和完善，设计和施工培训

的广泛开展，施工经验的逐步积累，新适用建筑技术的开发，施工

规模的增加，木结构建筑相比其它结构建筑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中国与欧洲、加拿大正在就以上方面展开紧密的交流合作，这一合

作进程必将加快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成本进一步下降。

木结构建筑的成本优势只有通过正确的设计和施工才能充分得到体

现。木结构建筑对比其它结构建筑的成本优势必须通过对建筑物的

所有主要性能进行全面、综合比较才有意义。

51

上图：四川青川县木结构重建住宅

右图：在新建和既有多层建筑上添加轻型木结构楼层

虽然现代木结构建筑进入中国还不久，但研究表明如果考虑木结

构建筑出众的节能和抗震性能, 环境成本低以及给居住带来的舒

适性，和其它传统建筑形式相比,木结构建筑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总成本更具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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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性和耐久性

规范和标准确保木结构建筑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木结构建筑的抗震性能非常优越，能够抵御严
重的地震

木结构构件在中国经检测证明木结构能达到防
火安全要求

不同气候条件下，木结构的构造节点应有所不
同

在中国进行实地调研证明木结构建筑具有耐久
性

大量的研究为木结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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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建筑的抗震性能非常优越

在地震高发地区，木结构建筑的安全性能比混凝土和砖结构建筑更

好。木结构房屋不但能够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同时建造成本更

低。

木材具有强度高、质轻、柔韧性好的特点。木结构的自重远比混凝

土结构轻，吸收的地震力小；木材的天然柔韧性能有效吸收和消耗

外力；木结构构件采用钉连接，是多次超静定结构，结构安全冗余

度高，抗震性能好。

地震多发区可以采取的其它措施

在四川等地震高发和强震地区，对木结构建筑增加抗震措施方法简

便，成本低。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支撑墙，加强基础与楼面、墙体

与屋面之间的连接，以及用抗震金属拉条将墙体顶部至基础拉接固

定起来。

抗震安全

剪力墙

“同济大学正在积极地对木结构建筑在地震作用下的抗震能力进行

研究。我们曾对两层轻型木结构建筑进行了振动台试验研究，结

果表明轻型木结构有着优越的抗震性能，能够抵御强震而没有明

显的破坏。”

何敏娟教授，同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期从事木结构研究，2010年3月

上图：四川北川中学遗迹

右图：木剪力墙图解

特定等级和
厚度的木结构
墙面板

特定树种的墙骨柱

底部抗剪锚栓

特定钉尺寸以及间距

抗拔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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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各地大地震后的抗震性能调查23

调查范围包括建于不同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在全球大地震中的表现，

其中包括发生在日本和美国的大地震。 

大多数木结构房屋在地面峰值加速度达到0.6g甚至更高的地震中留

存下来，并且没有出现倒塌或严重的结构性破坏，地震所造成的伤

亡情况也很轻微。只有在极少数如山体滑坡等特殊情况下，木结构

房屋曾经出现坍塌。但是，几乎所有现代木结构建筑都几近完好无

损地在地震中保留了下来。

右图：三栋未受破坏的现代木结构建筑（背景）紧邻一栋底层完全坍塌的建筑
（前景）。——1995年日本兵库县南部地震中西贡市

地震 里氏震级 预计 受到 总伤亡人数（人） 木结构房屋中的 

 M “强烈震动”  伤亡人数 （人） 

  的木结构房屋数量（栋）  

阿拉斯加 

1964 8.4 - 130 <10

加利福尼亚圣费尔南多   

1971 6.7 100,000 63 4

新西兰埃奇克姆   

1987 6.3 7,000 0 0

魁北克萨格奈市  

1988 5.7 10,000 0 0

加利福尼亚洛马普列塔 

1989 7.1 50,000 66 0

洛杉矶北岭  

1994 6.7 200,000 60 16 + 4*

日本神户兵库县南部 

1995 6.8 8,000** 6,300 0**

*  山坡上基础被破坏导致房屋倒塌。 ** 与轻型木结构房屋（即2x4’木结构）相关。

全球地震伤亡情况统计

位于日本西宫市的轻型木结构房屋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中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

来。而背景中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建筑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日本西宫市一幢倒塌的日式木结构建筑旁有三座完好无损的现代轻型木结构房

屋。 1995年兵库县阪神地震。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木结构建筑调查24 

2008年5月12日灾难性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地震中木结构房屋的坚固程度远超出其它材料建造的房

屋。木结构房屋的受灾程度很轻，但大量的砖填充墙却在地震中倒

塌，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以下图片是在都江堰拍摄，位于成都西北方40公里，距离汶川地震

的震中约21公里。大量的混凝土及砌体结构房屋受灾严重，多间房

屋倒塌，其中包括中小学的校舍。尽管并非所有的混凝土和砌体房

屋都出现了坍塌，但砌体填充墙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住户的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目前四川受灾地区正在进行灾后重建。中国的有关部门和专家与支

持重建的加拿大和欧洲专家紧密合作，重建项目包括房屋、学校和

特殊设施。这些都是永久性的结构，必须满足所有建筑规范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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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在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只受了轻微破坏、只需少量修补的木结构住宅

上图：汶川地震后的北川（成都市西北100公里处）

“轻型木结构建筑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相对钢结构和钢筋混凝

土结构而言，轻型木结构建筑一般具有较大的结构阻尼，在地

震中能消耗大量的地震能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多次大震中，

轻型木结构建筑都表现出了很好的抗震性能，造成的人员伤亡

较少。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建筑物发生了倒塌，但

建在灾区的轻型木结构建筑全都幸免于难。”

            吕西林教授，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10年3月

抗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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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制定建筑规范的基础

各国科学家与同济大学合作通过震动台试验对木结构房屋的抗震性

能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获得木结构房屋的抗震性能数据，并将这

些数据用于规范的制订，进一步指导木结构建筑和木结构混合结构

建筑的抗震安全设计。试验中模拟的地震强度与加州发生的极端地

震的强度相当。25

试验结果显示多层混合结构的房屋可以在最高震级的地震中留存下

来

科学家们对一栋足尺7层木结构混合建筑（底层为钢结构，以上6层

为木结构的住宅）进行了抗震试验。试验在日本神户进行，是世界

上迄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地震试验。在试验中，该房屋经历的地震

强度是加州北岭地震的180%，但是却没有受到明显的损坏。这说

明即使中高层的木结构房屋也能够在最严重的地震中几近完好无损

地留存下来。

上图：上海同济大学振动台实验

左图：日本6层木结构建筑地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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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安全

木结构建筑和其它结构建筑一样，必须满足建筑防火规范的要求

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建筑防火安全。在中国，木结构房屋和其它结

构建筑一样，必须满足相关的建筑防火规范、标准，达到规定的防

火安全要求。中国在引入新的建筑体系如轻型木结构或胶合木结构

时，由于缺乏国内应用经验，通常会比较谨慎，相应的防火规范规

定也较严格。 

欧洲和北美的建筑规范是基于建筑性能的规范而不是具体规定材料

的选择。这些国家的规范对建筑物结构构件能承受的火灾荷载做出

规定，设计师只要证明他们设计的建筑能够满足这些规定。 

目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正在与欧洲、加拿大和美国防火专家进

行合作，对木结构建筑所用材料以及结构构件的耐火性能进行大量

的研究。专家组对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防火安全性能进行了评估，

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

各国防灾统计数据显示：大量使用木结构建筑的国家和其它国家在

火灾中遭受的损失没有明显的区别。北美和欧洲的统计数据显示，

符合规范要求的木结构建筑与钢结构、混凝土结构或砖结构建筑一

样能保证防火安全。

防火安全取决于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 

木结构建筑的防火安全性能与结构材料的燃烧性能关系不大，而是

取决于如墙体和屋顶等整个构件的燃烧性能。木结构构件的内侧都

用石膏板覆面，石膏板是难燃的，而且构件龙骨空腔内填充的是不

可燃的矿物纤维保温材料，所以整个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能

满足防火规范的要求。 这一点已通过构件的燃烧性能试验得以证

实。

左上图：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胶合木柱耐火实验，2007年

右上图：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木结构墙体耐火实验，墙体石膏板表面贴有热电
偶， 2007年

上图：实验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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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据统计，各种类型的中低密度建筑发生火灾时，导致人员伤

亡的主因并非房屋坍塌，而是由于受困的住户吸入了大量的有毒烟

雾和气体所致，只有约0.25%的人员伤亡是由屋顶、墙体或地面坍

塌直接造成的。在火灾发生的早期，可以借助表面不燃材料，自动

喷淋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等减轻火灾风险。防火规范要求各类建筑

物，包括木结构建筑，必须考虑在火灾情况下为住户提供安全、快

捷的疏散通道。

大型木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是可以计算并用于建筑设计的。由于其

燃烧速度是已知和可控的，因此可以计算出在着火后一定时间内某

构件的剩余截面面积，从而确定剩余部分能否在该时间段内承受要

求的荷载。而钢构件则会在一定温度下会完全丧失承载能力。

胶合木的燃烧试验表明，木材的碳化率是可控的。木材的碳化率为

0.7mm/分，因此构件燃烧后的剩余截面面积和荷载力可以通过其

与火灾时间函数关系计算出来。

最上层图：耐火实验后的胶合梁。木表面按可预测的速率碳化。未碳化部分保持结
构强度。

上图：木材按可预测的速率燃烧

最右侧图：石膏板满足防火需求

“我们与加拿大和欧洲的防火专家进行了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防火安

全性能的研究，并且在天津消防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木结构构件耐

火极限的验证性试验。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提出木结构在中国应用

的防火安全要求并进一步指导相关规范的完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研究将推动木结构在中国的应用。”

倪照鹏，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规范室主任，研究员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范组副组长，主编，2010年3月 

碳化层

热分解层

正常木材



古代的木结构建筑充分证明了木材突出的耐久性

在人类历史上，木材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包括中国在内，

木结构建筑在各种气候环境下留存数百年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例

子证明了只要房屋的设计和建造符合特定的气候环境要求，并且能

够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妥善的维护, 木结构建筑是可以永久保存

的。

在中国建造木结构建筑,必须全面考虑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结构设

计、构造细节、处理和维护 等各方面因素

适当的设计、材料的选择、施工和维护将会确保木材不会由于受潮

而腐烂发霉，或受到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白蚁的啃噬侵蚀。

木结构建筑的耐久性取决于是否能防止木材大面积受潮。木结构建

筑围护结构的设计应防止水汽在围护结构内部凝结，并能够将潮气

排出。在潮湿的环境中，可以采用坡度较大的屋面、大房檐和 防

雨罩等以减轻房屋的受潮程度。和其他建筑体系一样，木结构建筑

围护结构必须是密封的，以防雨水从窗户、门和其他外墙面的开口

处，包括屋面和阳台渗透进来。 

在白蚁肆虐的地区，可以通过适当的设计和施工实现有效的防控。

最近几年,现代木结构建筑中已融入了多层防护措施，以确保房屋

的防潮性和抗白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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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

左图：挪威木结构教堂，建于1150年，梁柱结构

上图：中国腐朽和白蚁危害分布区域划分26

“对中国木结构建筑的耐久性进行了评估之后，只要建筑的设计、建造

和使用能够满足相应的规范要求，且木材得到适当的保护和维护，中

国的木结构建筑具有很好的耐久性，我们应有信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蒋明亮研究员，木材保护研究室主任，2010年3月

一区：低危害区

二区：一般危害区，无白蚁危害

三区：一般危害区，有白蚁危害

四区：严重危害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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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栈道和其他景观项目的外

用木制品通常采用天然持久的

树种，如中国杉木、西部红

柏、黄杉的心材，或经过加压

防腐化学处理的木材。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的严格要求确保了

这些化学防腐剂对人体温和无

害，但是却可以杀虫和杀菌。

出色的设计、制作工艺和维护

可以有效地延长户外木制品的

使用寿命。

现代木结构建筑有良好的耐用历史

现代木结构建筑具有良好的耐用历史。木结构建筑在欧洲和北美历

史悠久，且迄今仍有一些古老的木结构房屋保留下来。北美和欧洲

很多木结构民宅超过100年的历史。截止2005年，美国木结构房屋

存量中，17%的房龄超过75年。

木结构房屋是北美最普遍的住宅类型，甚至在夏威夷和美国南部这

样腐朽和昆虫危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新西兰、英国、日本、韩

国和中国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建筑方法。近几十年来，木结构建

筑的设计、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施工技术以及维护都有了长足的发

展，使木结构建筑的使用寿命不断延长。

木结构建筑使用寿命调查27

建筑物被拆除的原因通常并非年久失修或结构不稳，而多半是因为

在同一地块上要建造更大或更现代化的建筑。由于易于维护和维

修，木结构建筑可以灵活地翻新改造，以适应新的要求。在经济寿

命的末期，木结构建筑可以被拆除，而回收的木材还可以再利用，

再循环或用作生物能源。

左上图：杭州六和塔，超过1000年历史

右上图：加拿大150年历史的住宅，现代木结构建筑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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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结构建筑的耐久性调查28

加拿大林产工业研究院于2006年和2007年对中国的木结构建筑的耐

久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中国逐步将耐久性的要求和规定纳

入相关的建筑规范和标准体系中，如《轻型木结构建筑技术规程》

（上海），中国木结构建筑的耐久性得到了加强。（详见第六章规

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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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林业

多使用木材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树木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属可再生
资源，并且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木材

在建筑中增加木材的使用，是增加可持续森林
资源的经济动因

中国是全球植树造林的领军者

中国可种植建筑用针叶材树种，为木结构房屋
建造提供木材产品

国际贸易为不断增长的木材产品需求提供了保
障 

国际贸易将进一步要求使用产自第三方认证和
可持续管理森林的木材产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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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地球上仅次于海洋的第二大碳库，每年可以吸收大约3000

亿吨二氧化碳。砍伐森林将继续成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大

规模砍伐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地区。在北美、欧洲和中国，森林面

积不断扩大，吸收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与此同时，造林也源源不

断地为木结构建筑和木材产品提供了低碳原材料。

树木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并提供可再生、可持续的建筑材料

树木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树木每生长1立方

米就可以吸收大约1吨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在树木中，与此同

时释放大约3/4吨的氧气。幼龄树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是最快的。

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将随着树龄的增加而不断减弱，最终随着

树木枯死或燃烧将二氧化碳全部释放出来。因此，如果树木在碳循

环周期逆转之前被采伐和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可以在木材的

整个使用周期中固存在木结构建筑或其他木材产品中。木材的再循

环利用使碳的固存得以延续。木材使用寿命结束时，作为生物质燃

料，其能源可以再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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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

左图：欧洲可持续林地针叶林育苗区

“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在应对气候变暖、维护生态安全

等方面，林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

焦点之一。2010年，国家林业局将依靠深化改革，扎实开展植

树造林，全面推进林业改革，大力发展林业产业，着力加强生

态保护和森林经营…”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010年1月15日国家林业局大会

《中国绿色时报》报道29

“若没有了遍布全球的大片森林，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战役是不可

能获得胜利的。[联合国REDD计划，即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

林退化的温室气体排放计划]将不仅向我们证明森林在2012年以

后的气候制度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将帮助我们建立

相当的信心，让我们确信一旦这个计划获得批准，全球社会能够

做好准备支持一个包容、宏大并且全面的气候制度的执行和落

实。”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30

联合国挪威应对由于森林砍伐产生的气候变化大会，200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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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林业发展，增加森林碳汇功能，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

共识和行动”

贾治邦  国家林业局局长，中国林业网，2009年12月07月31 

使用木材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使用可持续森林中的木材为什么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在可持续林

业管理制度的要求下，以及一定经济效益的趋动下，森林所有者在

砍伐后会立即重新种植新的树木。这种制度确保为市场提供源源不

断的木材产品，同时促进森林资源的增加，从而更有效地吸收二氧

化碳。另一方面木制品中也可以固化更多的二氧化碳，并有利于减

少碳密集材料的使用。

全球森林概况

森林约占地球面积的30%，相当于40亿公顷，且其分布很不均

匀。2005年，全球约43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超过其国土面积的

50%。一些国家，如俄罗斯联邦、巴西、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的森

林面积的总和约占全球森林面积的一半。 

在亚太地区（不包括俄罗斯联邦），森林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

1/3—约7.34亿公顷—相当于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9%。2000-2005

年，亚太地区每年的森林面积净增63.3万公顷，这主要得益于中国

积极的植树造林政策。32

热带地区大多出产阔叶材，而北方地区如北欧和加拿大主要出产针

叶材。针叶材更适合用作建筑结构用材。全球超过11%的森林面积

已经被专门划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中国的森林面积不断增加

2005年，中国森林总面积为1.97亿公顷，其中58%主要用于木材加

工。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森林面积大幅增长，为保育土壤，减

少洪涝灾害和净化大气环境作出贡献。 

在第二个和第六个国家森林蓄积五年计划（1977-1981和1999-

2003）期间，中国的森林总面积增加了60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也在逐年提高。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2008

年已经提高到18.2%。政府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森林覆盖率提高至

26%，同时森林总面积至少达到3.1亿公顷。33

中国有许多原生阔叶木和针叶木树种，其中东北的红松，南方的

中国杉木和马尾松都是重要的木材树种。一些普通树种通常需要

20-25年才能成材，包括中国北方的杨树、南方的中国杉木和桉树。

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人工林已达5000万公顷，占全球的40%。在过去10年中，政府

对林业的财政投入一直在增长，主要是为了满足未来长期的林业需

求和实现保育土壤的目标。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34

2005年以前，政府在造林和护林方面共投入220亿美元，相当于每

年60亿美元，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植树造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巨

大决心。近期，中国开始了第六个森林保护和再生，野生动物和湿

地保护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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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人工林已达5千多万公顷，居世界首位。中国每年增加的林

地，不仅可以抵消亚太地区每年减少的面积，还使亚太地区林地在

总量上保持增加….大力发展林业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提出的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的重要倡议，

被国际社会誉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森林方案，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

和高度评价。”

贾治邦  国家林业局局长，新华网，2009年7月15日35

上图：中国人造林面积世界领先



中国鼓励可持续林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森林和林产品的重要性。包括国家林业局

在内的多个政府部委联合出台了《林业产业政策要点》，表明发展

林业对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林业产业

政策要点》也强调了推动资源的再循环和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是政府

促进林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此外，林产品的可再生性和天然有

机分解特征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36

《林业产业政策要点》也强调了森林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木材与钢

材、水泥和塑料并称全球四大原材料之一。《要点》指出确保中国

木材供应的最佳方法是加速林业的发展，而林业的发展也是促进就

业，提高人民收入，特别是改善农村地区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

战略措施之一。 

生产结构用材可为中国带来经济效益

《林业产业政策要点》特别强调速生林和经济林的开发。现阶段，

中国林木种植主要用于生产纸浆、纸张和木基复合材，而不是用于

生产建筑结构用材。随着木结构建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种植适用

于建筑结构用针叶材树种，不但可以确保中国国内长期的木材供

应，而且也可以因此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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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鼓励可持续林业的发展

“在大宗建筑材料中，唯有木材来自于可再生资源，只要可

持续经营，森林不但可以持续地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还可以永续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建筑材料，这是其它大

宗建筑材料不可比拟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钢铁、水

泥和塑料均来自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或石化资源，按照

现在已探明的储量和开采消耗速度将很快消耗殆尽，只有

木材才有可能成为人类永远使用的建筑材料。因此，在更

多更好地植树造林基础上，选择建筑材料应该本着“适材

适用”的原则尽可能多地合理利用木材，部分替代其它来

自于不可再生的建筑材料。”

叶克林  木材工业研究所所长，中国林科院，2010年



森林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木材产品的生产、交通

运输和为建筑业提供就业机会。森林创造的经济效益又成为植树造

林、新林区的开发以及可持续林业开发的动力。

可持续林业开发的好处不胜枚举，森林不仅能产生各种规格木材和

多类林副产品，更具有固氧释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大气

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还为人类提供休闲、度假、游

憩等社会服务。特别是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

殊作用。 

全球林木产品贸易现状

2007年全球林产品的贸易额达4600亿美元，相当于各类贸易总额

的4%。锯材的贸易额约为300亿美元， 原木300亿美元，而木基板

材的贸易额则约680亿美元。37

欧洲是全球最大的林产品进出口地区。2008年，该地区的锯材进

出口总额超过90亿美元，原木的进出口总额近30亿美元。38

加拿大、智利、新西兰、美国等国家和欧洲则是主要的锯材出口国

家和地区。2008年加拿大的锯材出口总额达50亿美元。39

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林产品进出口大国，主要出口纸浆和纸张，

硬木地板，木基板材，家具和二次加工木制品等。中国主要从东南

亚进口阔叶木锯材，从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进口针叶木锯

材。40此外，中国也是原木的主要进口国，主要从北方寒带森林区

和南部热带地区的邻国进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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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建筑有助于促进森林的再生、森林资源的增长和森林的可持续开发，
而不是破坏森林资源

左图：木材产品运输成本低廉且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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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中国市场对木材产品的供需量不断增加。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建筑和装修市场（含公共建筑和住宅

建筑）的规模已超过30000亿人民币，其中主要包括木材在内的建

材市场。例如，仅上海一个城市，建筑和装修行业对木材产品每年

的需求量就相当于300多万立方米的原木，占上海对木材和木材产

品总需求量的50%。中国对木材产品的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

外国对中国林业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全国共有523个外

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速度较快的种植业和木材加工业，涉及外

资7.86亿美元。42因此，林业和相关建筑和装修行业的新增就业岗

位也在不断增加。

中国市场对木材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锯材的生产、贸易和消费43

    million m3

0  10 20 30 40 50 60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消耗（CAF估计值）                进口
            生产（CAF估计值）    出口
        生产（官方统计）
     

木板的生产、贸易和消费 

    million m3

0  10 20 30 40 50 60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消耗                   进口
            生产       出口



70

中国对建筑用木材和其它用途木材产品进口总量在不断增长。全球

有些木材产品出口国拥有充足的森林蓄积，能够满足中国市场对高

质量结构用木材的旺盛需求。 

中国进口针叶材符合世贸规则和政府的政策方向。中国从1999年

开始对进口原木和锯材实行零关税。政府特别鼓励从可持续森林资

源产地进口木材产品，44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

标。研究表明，木材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大大少于木材中固化的二

氧化碳，也少于使用化石燃料密集型建材排放的二氧化碳。 

中国对建筑用木材的需求可以通过木材国际贸易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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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自可持续管理森林木材的重要性

森林认证是一个自愿的过程。由合格的独立第三方根据当前的标准对森林的规划、系统和现场管理绩效进行审核。森林认证促

使森林资源的管理持续得到改善，以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的目标。认证与积极的立法相结合，有助于确保在可持续

的森林开发过程中，采伐的区域可以重新种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护。

 

叶克林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所长

木材产品的环保性能主要取决于生产这些木材产品的原材料是否来

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毁林和非法砍伐，尤其是在热带雨林地区和

一些寒带森林地区的乱砍乱伐行为导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热带

雨林的砍伐行为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年排放总量的18%，

相当于每年排放80亿吨的二氧化碳。根据专家推测，一些北方寒带

森林地区的非法砍伐行为也非常猖獗。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禁止使用从非法砍伐和不可持续管理的森林获取的木材。独立可靠

的第三方森林认证已得到各国林业企业、政府和木材贸易商的认可

和重视。森林认证能确保木材产品来自合法、符合环保和可持续管

理要求的森林。32 

中国与加拿大和欧洲在现代林业管理，如森林认证、可持续森林开

发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加拿大的原始森林覆盖率达到

91%，并且受保护森林的面积（超过4000万公顷）也比世界其它任

何国家大得多，加拿大经认证森林面积占全球认证森林总面积的

40%。几十年来，加拿大的毁林率为零。32

欧洲有全世界最密集的森林，全球25%的林木产品来自欧洲。欧洲

的森林覆盖面积每年平均增长66.1万公顷。

各国森林认证体系

目前有四大国际公认的森林认证机构，可以为合法和可持续林业管

理提供可靠的森林认证。它们是：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PEFC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SFI (可持续林业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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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范和标准

中国现有的木结构建筑规范和标准在不断更新
和完善   

为木结构建筑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并建立在大量、长期的科研基础上 

对木结构建筑的结构安全、防火安全、人身和
财产保护、耐久性、舒适性、环境影响和公众
利益等诸多方面提出要求

符合中国建筑管理体系的要求

仍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木结构建筑在节能和抗震性能等方面远远超出
了相关建筑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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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完整的木结构建筑规范、标准体系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3年制定了《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

此后又相继制定和修编了适用于木结构建筑的其它国标和行业规

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已渐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以确保木结

构建筑的设计、施工、验收满足安全和性能要求。”

龙卫国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院长

《木结构设计规范》管理组主任，2010年3月



中国的标准规范体系包括国家规范、标准、地方规范、标准和企业

标准。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制定和颁布建筑业国家规范、标

准及建筑业行业规范、标准：

• 建筑业国家规范、标准，通常以GB 或GB/T开头 

• 建筑业行业规范、标准，通常以JGJ或JGJ/T开头

地方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建筑业地方规范、标准，通常以DBJ或

DGJ开头 。

企业标准（以QB开头）。由相关企业自行制定，并报建设主管部

门备案。主要包括国家标准尚未涉及的工业产品。

国家建筑规范和标准是最低要求。地区规范的要求不能低于国家规

范。国家和地方推荐性规范和标准以“T”表示，如有与规范要求

不符，通常因违反推荐性规范而受处罚的程度低于强制性规范。

在中国，木结构建筑与其它结构建筑一样必须满足有关结构安全、

防火安全、人身和财产保护、耐久性、舒适性、环境影响和公众利

益等方面的要求。中国木结构建筑规范仍在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中，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与木结构建筑和木材产品相关的

规范和标准，并已渐成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些规范和标准包括：

75

木结构建筑的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

木结构建筑的结构安全、抗震、防火和耐久性

木结构混合建筑 

胶合木的设计与生产

金属齿板木桁架

木骨架组合墙体在混凝土结构中的应用

目测分级和机械应力分级结构材

木材防腐剂和防腐木材

地方规范，如《轻型木结构建筑技术规范程》（上海）

上页插图：欧洲室内网球中心的胶合木屋顶
上图：上海在建木结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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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规范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

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指导1至3层

木结构建筑设计的国家规范。

本规范共11章和16个附录，主

要内容包括木材产品和其它材

料；基本设计规定；木结构构件

连接计算；普通木结构；胶合木

结构；轻型木结构；木结构防火

和木结构防护等。

目前该规范正在修编，修订版预

计将于2012年颁布。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6)

本规范用于指导木结构建筑工程中

木材、其它材料，以及木结构框架

和防腐等施工质量的验收。

本规范共8章，主要包括1）方木和

原木结构；2）胶合木结构；3）轻

型木结构；4）木结构的防护。

目前该规范正在修编，预计修订版

将于2012年颁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本规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建筑结构

体系，包括9层以9层以下的居住建

筑，高度小于等于24m的公共建筑

等。其它规范的有关建筑防火要求

必须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保持

一致。

目前该规范正在修编，有关木结构

建筑的防火要求也要作出相应修

改，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 扩大木结构建筑的适用范围，除可用于民用建筑外，还可用于

商业建筑和部分工业建筑；

• 降低单户和多户式轻型木结构住宅的防火要求；

• 扩大木屋架在既有混凝土建筑中的应用范围；

• 规定木骨架组合墙体用作混凝土结构的非承重外墙和内隔墙；

• 提高混合木结构建筑的最高允许层数；

• 允许在一些民用和工业建筑中使用胶合木。

修订版预计将于2010年颁布。

“中国防火规范对木结构的防火安全要求较严，这是出于对保护生命

财产和安全的考虑。相关规范条文是基于中国的试验和研究，也借

鉴了国际上的经验和成果。”

倪照鹏，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规范室主任，研究员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范组副组长，主编；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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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相关国家规范和行业规范

木结构建筑的相关规范和标准正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使得木结

构建筑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同时符合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趋

势和要求。例如，正在修编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将对混合木结构建筑、木骨架组合墙体和胶合木结构提出相关的

防火要求，从而推进这些新体系、新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

《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 XXXX 

本规范预计将于2010年由中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并正式颁布。本

规范用于指导胶合木结构的设计、

施工和验收。规范的编制将有助于

推动木结构在大跨度、大空间商业

建筑和部分工业建筑中的应用。规

范对适合制造胶合木构件的树种提

出相关规定，速生树种也可以用于

制造大型胶合木构件。

《轻型木桁架技术规范》JGJ XXXX

本规范预计将于2010年由中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并正式颁布，是

中国第一本有关轻型木桁架的技术

规范。本规范适用于轻型木桁架结

构体系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

管理，对木桁架的标准设计和生产

流程提出要求从而确保木桁架的工

程质量。同时为木桁架的设计软件

开发提供了技术基础，简化了相关

的设计。 

《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

（GB/T 50361）

本规范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05年颁布，是中国第一本有关木

骨架组合墙体的技术规范。本规范

适用于住宅建筑、办公楼和丁、戊

类工业建筑的非承重墙体的设计、

施工、验收和维护管理。本规范拓

宽了木结构在其它建筑体系中的应

用范围，并为建筑节能提出了新的

解决方案。

本规范对木骨架组合墙体用于6层及6层以下住宅建筑和办公楼的

非承重外墙和房间隔墙，以及房间面积不超过100m2的7-18层普通

住宅和高度为50m以下的办公楼的房间隔墙提出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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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方规范

《轻型木结构建筑技术规程》（上
海）（DG/TJ08-2059）
本规程是上海市地方规范，于2009
年末颁布。

本规程与国家规范中有关木结构的
规定保持一致，但是内容更加丰
富。规范适用于上海市轻型木结构
和混合轻型木结构建筑的设计、施
工及工程质量验收。具体包括结
构、防火、节能与通风空调、耐久
性及隔声设计等。

《木结构设计手册》（第
三版）
《木结构设计手册》主要
内容包括：建筑用材的主
要特性，设计的基本规定
和设计指标，普通木结
构、胶合木结构和轻型木
结构的设计及构造，应用
于混凝土结构中的木结

构，木结构的防火设计，防护措施，木结构的检查、维护与加固。
手册中还包括计算、设计实例。

《木结构住宅》（07SJ924建筑标
准图集）
《木结构住宅》建筑标准图集适
用于3层及3层以下的独立和联排
居住建筑、低层小型商业建筑、
旅游建筑等。包括轻型木结构建
筑构造、室外景观木结构建筑小
品与连接构造。为设计师提供了
木结构标准设计节点详图，大大

提高了设计效率。

《木桁架坡屋面改造标准图集》
（2009沪J/T-223）
《木桁架坡屋面改造标准图集》
适用于既有多层混凝土结构建筑
平改坡工程。本图集根据上海地
区一般建筑荷载要求和原建筑屋
面跨度等给出轻型木屋架体系的
标准设计节点详图，旨在帮助设

计师提高设计效率。本图集还给出老虎窗、挡水板、屋面瓦安装的
节点详图，可供工程施工人员参考，确保施工质量。

“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及建筑专家和国外木结构专家紧密合作，共同

编制了这本内容全面的上海木结构地方规程。这本规程补充完善

了国标《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的内容，并结合了上海

地区的特色对耐久性和节能等方面的设计提出了要求。”

徐君伦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0年3月

木结构建筑配套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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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工程规范外，还有一系列木材产品标准正在制定或修编过程中。

这些标准对木材产品的加工制造和质量验收提出技术要求。主要木

材产品标准包括： 

《机械应力分级锯材》GB/T XXXX

机械应力分级锯材主要应用于木结构建筑构件。机械分级是采用机

械分级设备对规格材进行非破坏性检测以确定木材应力等级的方

法。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应力分级锯材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以及机械

应力分级锯材的生产质量控制方法，以确保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得到

最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获得最佳的木材利用率。 

《结构用锯材特征值的测试方法》（GB/T XXXX） 

本标准目前正在编制过程中。这是中国首次针对中国树种和进口原

木加工而成的规格材，规定了建立相应强度性质特征值的标准程序

和步骤。

《结构用集成材标准》（GB/TXXXX）

本标准正在编制中。是中国第一本胶合木产品标准。它对用中国树

种和进口树种生产的胶合木，以及国外进口胶合木在中国木结构建

筑中的应用提出技术要求。

《木材防腐剂》（LY/T 1635）

《防腐木材的使用分类和要求》（LY/T 1636）

《防腐木材》（GB/T 22102）

上述标准对木材暴露在室外环境中使用时，用化学防腐剂对木材产

品进行防腐处理，确保其耐久性，提出技术要求。

上述标准规定了木材防腐剂的生产和使用要求，以及防腐木材在不

同应用环境和使用条件下的分类和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木材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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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欧洲和其它多个国家的有关科研机构和专家与中国进行了

多项联合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木结构规范制定的科学依

据。其中，已完成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 

- 木结构典型构件耐火极限验证试验研究。项目对包括承重及非承

重墙体、楼板、胶合木梁、柱等木结构构件进行了耐火极限试

验，以验证其与国外实验室试验结果的可比性。项目主持单位：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 木结构房屋足尺模型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项目对一栋两层轻型

木结构和一栋三层轻型木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的混合结构建筑进行

了结构动力特性和地震反应研究。项目主持单位：同济大学。

- 目测分级规格材强度测试研究。项目对中国树种规格材进行目测

分级，并测试其主要物理性能进而得出确定规格材强度等级的方

法。项目主持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  中国木结构建筑耐久性研究。项目对若干栋已建成十年左右，位

于中国不同气候区的木结构建筑的防水、防潮、防腐和防白蚁等

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国木结构建筑的设计、施工和维护提供

技术参考。项目还对木材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防腐、防虫性能做

了研究。项目主持单位：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

除以上研究项目外，中外专家还共同对木结构节能性能和对环境影

响等方面开展联合研究，这些研究将为木结构建筑规范的进一步完

善和发展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在中国开展的木结构研究项目

“目前中国木结构建筑相关规范和标准是基于国内最新的研究和

发展成果以及应用要求，随着木结构建筑的技术进步和市场需

求的变化，标准规范也将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龙卫国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院长

《木结构设计规范》管理组主任，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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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颁布的木结构建筑规范、标准及配套技术资料：

• 《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2003）

•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2002）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 2006）

• 《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GB/T 50361-2005）

• 《木材防腐剂》（LY/T 1635-2005）

• 《防腐木材的使用分类和要求》（LY/T 1636-2005）

• 《防腐木材标准》（GB/T 22102-2008）

•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329-2002）

• 《木结构设计手册》(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 《木结构住宅》（07SJ924建筑标准图集）

• 《轻型木结构建筑技术规程》(上海)（DG/TJ08-2059-2009）

• 《木桁架坡屋面改造标准图集》（2009沪J/T-223）

2)正在编制的木结构建筑规范和标准：

• 《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 XXXX）

• 《结构用集成材标准》（XXXX）

• 《轻型木桁架技术规范》（GB XXXX）

• 《木结构工程施工技术规程》（JGJ XXXX）

• 《机械应力分级锯材》（GB/T XXXX）

• 《结构用锯材特征值的测试方法》（ GB/T XXXX）

3) 与木结构建筑相关的其它主要规范、标准：

•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

•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

•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03）

•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 118-88）

•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中国木结构建筑相关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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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家宝总理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11-13

2. 英国爱丁堡碳管理中心

3. 欧盟企业报告2002-2003年综合报告第四部分，林产品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

作用

4. 英国爱丁堡碳管理中心碳足迹计算

5. Gustavsson, L. 和Sathre, R. 木结构建筑和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二氧化碳排放上

的差异，瑞典中部大学，2006

6. 加拿大渥太华雅典娜学院

7.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木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多层公寓楼生命周期评

估，2009

8.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设备研究所，2006年12月15

日

9. Fu Jing，清洁能源比例日益扩大，《中国日报》，2008-3-19 

10. 中国建材第一网行业资讯 2009-11-25

11. 中国建筑报，2009-12-7 

1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处（http://www.unep.fr/scp/bc/）

13. David Fridley、Nathaniel Aden和Nan Zhou，《中国的建筑能源消费》，劳

伦斯 •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报告 LBNL-506E，2007年

1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筑和气候变化：形势、挑战和机遇，2007年

15. 新华社2006年《中国推进节能建筑发展》（http://www.chinese-embassy.

org.za/eng/zxxx/t254500.htm）

16. Davis Langdon，世界建筑2007/8，2008年（http://www.davislangdon.

com/upload/StaticFiles/EME%20Publications/Other%20Research%20

Publications/WorldConstruction07_08.pdf）

17.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节能技术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校区院内一栋轻型

木结构住宅与呼兰区碧水山庄C6栋砖混复合保温墙体结构别墅的建筑节能及

空调供热系统同步对比检测报告，2008年

18.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制定和研究办公室，钢结构与木结构的成本比

较，波弗特示范小区，2002年

19. 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市场和经济部、加拿大BC省林业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木结构和钢结构在美国非住房建筑中的施工成本基准比较，2010

年

20. David Cartwright，台湾木结构建筑与传统混凝土结构的成本比较，2004年

21. 英国木结构建筑协会，零碳项目, 可持续发展能源研究，2009年

22. 加拿大林木业协会，农村项目研究，2008年

23. 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木结构建筑在地震中的表现，1999年

24. 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木结构建筑调

查，2009年

25. 同济大学、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木结构振动台试验，2009年

26. 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关于中国木结构生物危害区域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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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提供

封面 Martinsons AB，Sweden（桥）

页码 

2 Ole Jais AB，Sweden

3 Polygon Homes Ltd，Vancouver，Canada

8 楼宇北欧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10 Villa Nordic，Sweden

11 www.naturallywood.com （main photo）

12 杨学兵先生（下）

13 Derome AB，Sweden

15 加拿大BC省林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6 www.naturallywood.com（右）

18 www.naturallywood.com（右下）

20 Haaring &Co. AG，Switzerland（游泳池）

21 Haaring &Co. AG，Switzerland（寺庙）

22 Moelven，Norway（公路桥）；www.naturallywood.com（景观）

23 www.naturallywood.com（景观）；Martinsons AB，Sweden（人行桥）

25 The Stewart Milne Group，on behalf of the UK Timber Frame Association 

（主图）

30 www.naturallywood.com

31 ProHolz, Austria（左）；Kingspan UK（右）

33 Martinsons AB，Sweden（主图）

41 Derome AB，Sweden

42 www.naturallywood.com

43 Polygon Homes Ltd，Vancouver，Canada

44 加拿大BC省林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5 哈尔滨工业大学

48 Polygon Homes Ltd，Vancouver，Canada

49 Martinsons AB，Sweden

52 加拿大BC省林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4 APA – 工程木协会（图表）

56 同济大学熊海贝教授（左）

57 Simpson Strong-Tie （左）

58 Norman Werther，Technisches Universitaat，Muunchen，Germany 

（TUM）

59 SP Traatek，Sweden，for the technical guideline Fire safety in timber 

buildings

  （左）; 加拿大BC省林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右）

61 City of New Westminster，Canada（右上）

64 SCA Skog，Sweden

72 Simpson Strong-Tie

74 proHolz，Austria

75 加拿大BC省林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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