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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D 防腐改性对速生杨木蠕变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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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试验研究，分析室内常规环境条件下承受不同应力水平作用的速生杨木及其氨溶季胺铜（ACQ-D）
防腐处理木材的蠕变规律，对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得到蠕变变形曲线，建立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
的相对蠕变模型，并对不同受荷时间的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的相对蠕变变形进行预测。结果表明，速
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蠕变变形规律相似，其蠕变变形均随着应力水平和受荷时间的增大而增大；由于
ACQ-D 不显著改变速生杨木的力学性能，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初始弹性变形接近，低应力水平下蠕
变变形也相差不大，但 ACQ-D 防腐提高了速生杨木的吸湿性，从而导致高应力水平下防腐改性木材较大的相对蠕
变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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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CQ-D treatment on creep properties of fast-growing poplar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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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ep property of the fast-growing poplar wood and its ACQ-D treated group at different
stress levels under uncontrolled interior grade conditions was analyzed. The relative creep deformation was fitted
and then models for the control and ACQ-D treated groups were developed. The models can be used to forecast
the long-term deformation of the woo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reep deformation of ACQ-D-treated specimen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reep deformation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of stress level and
loading time.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creep deformations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ACQ-D-treated groups was not
obvious according to their similar bending strength. Under a higher stress level, the relative creep deformation of
ACQ-D-treated poplar wood was increasing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which may be caused by the hygroscopicity of ACQ-D.
Key words: wood preservation; fast-growing poplar; ammoniacal copper quaternary; creep property
中国天然林木材目前已全面禁伐，木材资源的
供给结构已发生根本改变，除了一半左右为进口材
外，国产速生木材已成为国内木材工业原材料的主
力军，且在将来一段时间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
国人工速生木材资源丰富，以江苏北部地区的速生
杨木为例，由于其生长周期短、成材速度快等优点，
在木制品中的应用越来越广，但其材质松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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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硬度小、含水率高且分布不均匀、天然耐久性
差及易产生干缩变形等天然和加工缺陷限制了其高
效利用，特别是用作承重构件方面，只有通过增强、
阻燃和防腐等一系列处理才能安全使用[1-3]。
采用防腐措施对木材进行改性，是延长木材使
用寿命、提高木材服役品质的可靠手段，尤其在环
境温暖湿润等木材易为虫、菌等微生物侵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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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速生木材等情况。水载型木材防腐剂改性木
材，其表面清洁无污染，也不掩盖木材纹理，后续
能够进一步进行涂饰、胶合等常规加工，已成为广
泛使用的木材防腐剂。氨溶季胺铜（ammoniacal
copper quaternary，ACQ-D）对常见的木腐菌具有广
普性，不影响木材的力学性能，成本与上一代重铬
砷酸铜（CCA）接近，且对人友好，对环境危害小，
因此成为当前阶段水载型木材防腐剂的首选[4-6]。
作为承载型结构用材，由蠕变产生的附加变形
效应将增大结构的总体变形，严重时甚至导致结构
破坏，因此蠕变成为其安全使用中首要考虑的重要
参数[7]。
目前，中国木材防腐已初具规模，且逐渐成为
产业，防腐木材也已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和广泛应
用，针对主要的 ACQ-D 防腐改性速生木材，其作
为受力构件的蠕变性能尚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
同时，有关学者对木材、复合木构件的蠕变机理、
蠕变性能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8-14]，但大多基于
恒温恒湿理想环境条件开展，研究结果尚缺少对实
际工程的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目的是考察在常
规环境条件下 ACQ-D 防腐改性对速生杨木蠕变性
能的影响，以期可为 ACQ-D 防腐改性材的结构安
全使用提供数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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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压至 0.45～0.5 MPa，保温保压 3 h；
（5）卸压，抽真空至真空度 0.06～0.07 MPa，
并保持 30 min，以排除多余防腐液；
（6）调整至常压状态，试样冷却后出罐；
（7）浸渍后试样在遮阴、通风条件下静置 7 d；
（8）在不高于 60℃的环境下干燥至含水率在
10%～15%范围内；
（9）防腐改性材在温度（20±2）℃、相对湿
度（65±5）%条件下至少调质 10 d，直至质量恒定。
1.2.2 木材蠕变性能测试方法 木材抗弯强度根据
文献[15]中的规定进行，每种条件下试样的重复数
量为 5 个，极限抗弯承载力取其算数平均值。蠕变
性能试验参照文献[16]和[17]的方式进行，试样尺寸
为 15 mm×30 mm×320 mm（横纹径向×横纹弦向
×顺纹纵向）
，每种条件下试样的重复数量为 3 个，
测试结果取其算数平均值，测试采取跨中集中静载
的方式，跨度为 300 mm，应力采用试件极限荷载
的 30 %和 50 % 2 种水平，测试周期为 1 000 h，蠕
变试验环境条件为常规室内条件，温度和相对湿度
分别在 15.7～23℃和 36 %～67 %范围内。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用材采用速生杨木 I-69，木材选自江苏淮
安楚州区白马湖农场圆满通直树木主干，树龄 16 a，
取其中边材，通过人工干燥将其含水率调整至
10%～12%范围内，加工成尺寸为 38 mm×180 mm
×3 050 mm 的规格材。
ACQ-D 防腐剂购自国内木材防护剂生产单位，
为蓝绿色透明液体、微黏，其有效成分的质量百分
数为 15 %，其中铜（CuO）的质量百分数为 10 %，
季胺盐（DDAC）的质量百分数为 5 %。根据中国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2012）》
中 C4A 使用环境的要求 [12]，通过蒸馏水稀释将其
调整至活性成分质量百分数为 2.0 %。
1.2 方法
1.2.1 木材防腐改性处理方法 根据参考文献[4]
和[6]，速生杨木试样的改性处理工艺为：
（1）将木材试样置于真空罐内，抽取真空度至
0.08～0.09 MPa，并保持 1 h；
（2）加入 ACQ-D 防腐液，完全浸没试样；
（3）调整至常压，同时升温至 55～65℃；

Figure 1

图 1 抗弯强度和蠕变性能试样取样方法
Sampling method for bending strength and creep
properties

蠕变变形通过人工读数的方式，采用百分表在
试样跨中测定，读数采取前密后疏的方式，前 12 h
内每 5 s 记录 1 次，之后的 2 d 内每 15 s 记录 1 次，
然后 1 周内每小时记录 1 次，之后每天记录 1 次。
木材的抗弯强度和蠕变性能试样取材见图 1。
其中，试样 X-2,-1Y-1,0、X-1,0Y0,1 和 X1,2Y-1,0 为蠕变性能
测试试样，其余 X-2,-1Y0,1、X-1,0Y-1,0、X-1, 1Y-1,0、X-1,1Y0,1
和 X1,2 Y0,1 为抗弯强度测试试样。

2

结果与分析

2.1 应力水平
ACQ-D 质量百分数为 2.0 %，速生杨木试样内
防腐剂沉积量为 6.43～6.60 kg·m-3，根据文献[18]，
ACQ-D 防腐改性材满足 C4A 环境的使用要求。
不同应力水平下空白试件（速生杨木未处理材）
和 ACQ-D 防腐改性材蠕变变形曲线见图 2 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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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变试验过程中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等测试条
件见图 4。

图 2 速生杨木及其 ACQ 防腐改性材 30%应力水平下蠕变
Figure 2 Creep curves of the control and ACQ-specimen under
30% stres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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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试样可能由于过大的蠕变变形而破坏。
根据文献[4]，ACQ-D 防腐改性处理后，速生
杨木的抗弯强度下降 5.42%，变化幅度不大，因此，
在低应力水平下，二者的蠕变变形相近；蒋明亮[19]
的研究结果表明，ACQ 处理后的毛白杨，其吸湿性
强于素材，这是由防腐剂较强的吸湿性造成的。因
此试样经 ACQ-D 防腐改性处理后，其吸湿性发生
变化，更易受环境湿度的影响，木材的短周期力学
性能不仅与环境湿度有负相关关系，蠕变变形也随
着环境湿度的变化而增大。因此，在实际工程应用
中，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在设计时要
控制好合适的应力水平。

图 5
图 3 速生杨木及其 ACQ 防腐改性材 50%应力水平下蠕变
Figure 3 Creep curves of the control and ACQ-specimen under
50% stress level

速生杨木及其 ACQ 防腐改性试件 30%应力水平下相
对蠕变变形及其拟合曲线和相关系数
Figure 5 Model fitted to relative creep deformation at 30%
stress level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ACQ- specimens; the goodness of fit values was 0.9857 and
0.9768,respectively

ACQ-D 防腐改性
本研究采用的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
材蠕变本构模型由虎克弹性体、Kelvin 模型和粘性
体模型串联构成，是一个由 Maxwell 模型和 Kelvin
模型串联而成的 4-element 模型，该模型能够较全面
描述胶合木梁的蠕变过程。
蠕变变形测试中，所有试样在所采用应力水平
下均没有进入到破坏阶段，因此只研究试样瞬态蠕
变和稳态蠕变变形，不涉及加速蠕变变形，即总蠕
变变形为：
2.2

Figure 4

图 4 蠕变试验环境条件
Environment condition during creep test

由图 2 和图 3 可见：在不同应力水平下，空白
试件和 ACQ-D 防腐改性材的蠕变变形遵循类似的
规律：随着试验时间的持续，试样蠕变变形以非线
性规律增加；试样蠕变变形随着应力水平的提高而
增加；在低应力水平下，试样蠕变变形在经历短暂
的瞬态蠕变后，随即进入稳态蠕变过程，其变形增
长非常缓慢，该情况不会导致试样的最终破坏；在
高应力水平下，试样蠕变变形的速度明显高于低应

 (t )   (1  at b ) / E

（1）

式中，t 为蠕变变形试验时间；a、b 均为试验
系数。
根据式(1)，有总变形与时间的关系，见式（2）
：

 (t )   0   c (t )

（2）

式中：δ(t)为总变形；δ0 为初始弹性变形；

δc(t)为蠕变变形，且  c (t )  At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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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蠕变试验进行中，所测量总变形中包含弹性
变形，为更直观清晰分析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
腐改性材的非线性粘弹性和粘性变形规律，采用相
对蠕变变形进行进一步讨论，相对蠕变变形定义见
式（3）：
 (t )- 0 At b

 at b
0
0

（3）

利用 Origin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并
对试样长期变形进行预测，拟合结果见图 5 和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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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
 (t )-0
 0.1179  t 0.2548
0
 (t )- 0
 0.1231 t 0.2413
0

（4）
（5）

图 6 中，50 %应力水平下，速生杨木空白试件
和 ACQ 防腐改性材总变形拟合公式分别为式（6）
和（7）：
 (t )- 0
（6）
 0.0977  t 0.2697
0

 (t )- 0
 0.2437  t 0.2327
0

图 6

速生杨木及其 ACQ 防腐改性试件 50%应力水平下相
对蠕变变形及其拟合曲线和相关系数
Figure 6 Model fitted to relative creep deformation at 50%
stress level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ACQ-Dtreated specimens; the gooddesses of fit values were
0.9844 and 0.9752,respectively

图 5 中，30 %应力水平下，速生杨木空白试件
和 ACQ 防腐改性材总变形拟合公式分别为式（4）

Table 1

（7）

从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相对蠕变变形拟合曲
线的精度较高，相关系数 R2 均在 0.97 以上，接近 1，
说明建立的模型精度较高，并具有较好的长期蠕变
变形预测特点。
根据图 5 和图 6，结合试验过程中所记录环境
条件图 4，可知在环境湿度有剧烈变化之处，试样
的蠕变变形均会有小幅度的跃升，扣除掉弹性变形
的相对蠕变变形曲线平滑度下降，这更能反映真实
使用环境条件下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
的使用特性，因此，其在设计时要控制好合适的应
力水平，同时，应采取材料表面防护措施，以降低
环境温湿度对其蠕变性能的影响。
根据得到的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
相对蠕变变形式（4）～式（7），其在不同应力水平
下的长期变形预测见表 1。

表 1 不同应力水平下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相对蠕变变形预测
The forecast of relative creep deformation of control groups and ACQ-D-treated specimens at different stress levels

时间/年
Time/a

空白试样 Control group
30 %

ACQ-D 防腐改性材 ACQ-specimen

50 %

30%

50%

0.5

93.41

99.50

92.79

170.94

1

112.61

118.72

109.68

200.85

2

135.76

141.66

129.65

236.01

5

173.81

178.91

161.73

292.10

10

209.54

213.47

191.18

343.23

由表 1 可见，所有试样的相对蠕变变形均随着
荷载作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且随着应力水平的提
高，其相对蠕变变形增大。如材料不发生过大变形
而导致的破坏，则空白试样在 30 %和 50 %应力水
平作用下，半年后的相对蠕变变形分别为 93.41 %
和 99.50 %，10 年后分别为 209.54 %和 213.47 %；
经过 ACQ-D 防腐改性处理后，其半年后的相对蠕
变变形分别为 92.79 %和 170.94 %，10 年后分别为
191.18 %和 343.23 %。考虑到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的初始变形较大，其更长服役周期时的
变形将更大，如果依照《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2003）》[20]或《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T
50708-2012）
》[21]，仅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
可能导致长期受荷构件的挠度偏大。

3

结论

速生杨木及其 ACQ-D 防腐改性材蠕变变形规
律相似，总体上具有较为典型的瞬态蠕变和稳态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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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形特征，且其蠕变变形均随着应力水平和受荷
时间的增大而增大。
ACQ-D 防腐改性不显著改变速生杨木的短周
期力学性能，其初始弹性变形接近，低应力水平下
蠕变变形相差不大；但 ACQ-D 防腐提高了速生杨
木的吸湿性，从而导致高应力水平下防腐改性木材
较大的相对蠕变变形，因此在设计时要控制好合适
的应力水平，必要时，应采取材料表面防护措施，
以降低环境温湿度对其蠕变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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