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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杉木树木含水率与密度分布规律
江京辉，周

凡，翁

翔，付宗营，赵有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 要：以人工林杉木原木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水分和密度在径向和高度方向分布，以及原木气干周期，运用
切片法和 X 射线法测试水分和密度。结果显示，在径向上，边材含水率为 184.41 %，是心材与含髓心含水率的 2.65
倍和 2.58 倍；边材与含髓心材的绝干密度均为 0.375 g·cm-3，与心材绝干密度 0.361 g·cm-3 存在显著性差异。X 射
线测试生材和绝干材密度，计算生材含水率，与切片法测试结果接近。在高度上，随树木高度增加，心材含水率逐
渐下降，边材含水率有增加趋势；从根部至梢端心材绝干密度变化很小，然而，边材绝干密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径级 18 cm 原木初含水率 126.92 %气干至 25 %，气干时间约 42 d，表裂严重；但气干可作为原木预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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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moisture content and oven density of plantation Chinese fir green wood
JIANG Jinghui, ZHOU Fan, WENG Xiang, FU Zongying, ZHAO Youke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od Industry,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istribution of moisture content and density in radial and altitudinal directions of
Chinese fir log were studied. The moisture content and oven density of green wood were measured by slicing and
X-ray methods, the air-dry period of log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radial direction,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sapwood was 184.41 %, which was 2.65 times and 2.58 times of that of heartwood and pithy heartwood,
respectively. The oven density of sapwood and pith of heartwood were 0.375 g·cm-3,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apwood and pith of heartwood in oven density of 0.361 g·cm-3. X-ray could measure the density of green and oven wood, which calculated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green wood that was near to the result of
slicing method. In altitudinal direc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ree height,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heartwood decreased gradually, while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sapwood increased. The oven density of heartwood from root to
tip was a constant, but the oven density of sapwood increased gradually. The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126.92 %)
of log with diameter of 18 cm was reduced to 25 %, and the air-drying time was about 42 days, shake of log was
very heavy. Air-drying can be used as a way of pre-drying log.
Key words: Chinese fir; green wood; log; moisture content; density
树木生材含水率是指树木砍伐后，断面水份未
蒸发前的含水率。含水率是木材干燥过程参数控制
与 调 准 的 主 要 依 据 。 杨 木 （ Populus deltoids cv.
I-69/55）
、香梓楠（Miceliahedyosperma Law）、刨花
润楠（MachilusPaunoiKanenira）和中山杉（Taxodium
hybrid‘Zhongshansha 302’ ）生材含水率径向变化为
自髓心至边材呈下降趋势[1-4]。而云南省西畴县人工
林杉木[Cuninghamialanceolata(Lamb.)Hook]生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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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髓心至边材呈增加趋势，边材为心材的 1.24 倍；
在垂直方向，根基含水率较大，树干中部最小，树
梢部分最大 [5]。对上述树种木材而言，基本密度的
的径向变化随树龄增加而增大，纵向变化随树高增
加而减少。然而，树木生材含水率与密度因树种不
同，树种内不同单株，同株内心、边材和树干不同
部位，不同生长季节和不同立地条件都有差异[1]。
树干内生材含水率和密度分布规律是影响原木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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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工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以人工林杉木为研究对象，在南方地区，
人工林杉木原条应用在我国木结构古建筑中历史悠
久，主要用于制作成新木结构房屋中的梁和柱，或
者更换古代木结构中梁和柱等大截面木构件。根据
修缮与重建现场施工经验，加工木构件的内部（10
cm 以下）含水率多在 40%左右，有时更高，5 cm
深处含水率多在 30%左右，这样的含水率在干燥过
程中仍然会使木材开裂和变形[6]。与我国《木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木构件含水率须在 20 %以
下相差甚远，该标准要求原木构件含水率小于
25%[7]。古建筑维修与重建中原木含水率不达标是
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掌握原木
水分和密度分布，气干原木质量和周期。因此，进
一步研究人工林杉木树木含水率与密度的分布规律
以及气干原木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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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 30 mm，切片厚度 8～10 mm，如图 1 所示，
测试含水率和绝干密度[8]；2 株树利用 X 射线仪器
测试生材密度和绝干密度，获得生材含水率，试样
尺寸：20（L：纤维长度）×50（T：弦向）×圆盘最
大尺寸（R：径向），X 射线步长为 0.036 62 mm，
如图 2 所示。

图 1 手动切片
Figure 1 Manual slice

材料与方法

试材来自四川省雅安，海拔 850 m，坡向东，
坡度 25o，人工林杉木树龄约 40 年，选择 9 株树木，
胸径范围 18～32 cm。从根部每 2.4 m 截取截圆盘厚
度为 25 mm，每株树截取 5～7 个圆盘不等，最小
头直径为 80 mm。其中：7 株树手动切含水率片，

Table 1
位置
Postion
髓心 Pith
心材 Heartwood
边材 Sapwood

Figure 2

2

图 2 X 射线测试试样
The sample was measured by X-ray

结果与分析

2.1 径向分布
7 株人工林杉木共 34 个圆盘，将含有髓心、心

表 1 髓心、心材、边材三者的生材含水率与绝干密度多重比较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moisture content and oven density of pith, heartwood and sapwood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绝干密度/g·cm-3 Oven density
试样数
Sample number
均值 Mean
变异系数（%）CV
均值 Mean
变异系数（%）CV
53
813
393

71.57a
69.70a
184.41b

20.04
25.37
20.08

0.375b
0.361a
0.375b

13.41
11.52
13.43

注：同列数据间小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P＜0.05), 相同字母者差异不显著 (P＞0.05)
Note: In the same column,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 superscript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s（P＜0.05）, while with the same or
no letter supscripts mean no significant (P＞0.05)

图 3 圆盘四个方向从髓心至边材含水率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 of MC from pith to sapwood in four
directions of disc

材和边材的切片分为 3 组统计，如表 1 所示。髓心
和心材的生材含水率分别为 71.57%和 69.70%，差
异不显著；边材生材含水率为 184.41%，是髓心、
心材生材含水率的 2.58 倍和 2.65 倍，并存在极显著
性差异。图 3 显示，圆盘 4 个方向的髓心和心材含
水率接近，边材含水率显著大于心材与髓心含水率，
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5,9-11]，立地条件和砍伐的季节
差异，是导致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之一。然而，髓心与边材的绝干密度基本等同，均
为 0.375 g·cm-3，与心材绝干密度 0.361 g·cm-3 存在
极显著性差异。
长方块试样测出生材和绝干材的体积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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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平均含水率、平均水分密度及木材平均密度。
薄片厚度为 20 mm 厚度均匀一致，扫描方向沿木材
径向，厚度方向为纤维长度方向，测得杉木生材和
绝干材 X 射线透射密度谱如图 4 所示。该试样是从
圆盘中截取最大长方块，从图 4（a）生材密度曲线
可知，心边材有明显区分线，两端为边材，中间部
分为心材，其中边材生材密度明显大于心材，二者
密度分别是 1.080 g·cm-3 和 0.565 g·cm-3；从图 4（b）
绝干材密度曲线可知，心边材密度区分不明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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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密度分别是 0.367 g·cm-3 和 0.363 g·cm-3，该结果
与切片法获得绝干密度结果接近。根据生材与绝干
材密度图谱推算出生材含水率，如图 5 所示，边材
含水率显著大于心材，二者含水率分别是 209.48%
和 53.82 %，树木内边材含水率明显高于心材，与
切片法测试结果接近，同时分界线也一致，X 射线
方法测试木材含水率方法可行[12-14]；X 射线法与切
片法含水率差别在于测试方法存在差异，另外不同
株间含水率也存在差异。

A. 生材密度分布；B. 绝干密度分布 A. The distributional density of green wood; B. The distributional oven density
图 4 人工林杉木薄片的 X 射线扫描密度曲线
Figure 4 The oven density of Chinese fir wood slice by X-ray scanning

Figure 5

Figure 6

图 5 人工林杉木生材含水率分布
The distributional moisture content of plantation Chinese Fir wood

图 6 心边材从根部至梢端含水率变化
The change of moisture content form root to tip of heartwood and sap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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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度方向分布
7 株杉木在高度上生材含水率变化规律，如图 6
所示，心材根部含水率最大为 143.24%，随着树木
高度的增加，含水率逐渐下降，至梢端直径 80 mm，
含水率最小为 47.69%；心材的木质部分子的细胞壁
有所加厚、管胞的闭塞纹孔出现、胶质、树脂或其
他内含物侵填体的形成等表现，这些表现可能影响
水分纵向的渗透，导致了根部心材含水率低于梢端
心材[15]。边材含水率大趋势为随树木高度增加，含
水率逐渐增加，根部含水率最小为 150.69%，梢端
含水率最大为 239.55%。边材具有木质部全部的生

Figure 7

959

理功能，除具有支持的机械力外，同时对水分运输、
矿质和营养物的运输和储存等作用，管胞或导管要
经过一段时间后死亡，但仍能起运输水分的作用
[15]
，根部至梢端边材的材积逐渐降低，树木蒸发水
量是一定的，每一个截面运输水分亦恒定，因此，
单位根部边材水分低于梢端边材，即根部边材含水
率低于梢端边材。如图 7 所示，从根部至梢端心材
绝干材密度变化很小，平均值分别为 0.367 g·cm-3，
变异系数为 7.30%；然而，边材绝干密度变化趋势
为逐渐增加，0.374 g·cm-3，变异系数为 7.56%；该
结果与表 1 中的心边材绝干密度接近。

图 7 心边材从根部至梢端绝干密度变化
The change of oven density form root to tip of heartwood and sapwood

不同，但缺陷严重；但可通过对原木进行机械处理，
即刻痕、开缝和长度方向开孔等机械处理，结合常
规干燥，提高原木的干燥质量与效率[17-19]。然而，
气干仍然是预干原木的一种方式。

3

图 8 原木气干含水率变化
Figure 8 The change moisture content of log in air dry of room

2.3 原木气干含水率变化
5 根长度为 1.5 m，径级 18 cm 的原木初含水率
为 126.92 %。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10 月 25 日，
原木在中国林科院木材所气干棚内进行气干[16]，气
干环境温度和原木含水率变化如图 8 所示。截止 10
月 25 日，原木含水率为 12.12 %，随着气干时间延
长，原木含水率进一步下降。气干作为原木一种传
统干燥方法，但是原木干燥缺陷大，表裂至髓心，
宽度约 10 mm。《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6-2012)》规定原木含水率不大于 25 %[7]，
对于径级 18 cm 与初含水率 126.92 %的原木而言，
假设将该原木气干至含水率 25 %左右，气干时间为
42 d 左右。原木初含水率和径级不同，气干周期也

结论

边材含水率为 184.41 %，是心材与含髓心含水
率的 2.65 倍和 2.58 倍；边材与含髓心材的绝干密度
均为 0.375 g·cm-3，与心材绝干密度 0.361 g·cm-3 存
在显著性差异。
利用 X 射线测试生材和绝干材密度，推算生材
含水率的方法是可行的，并与切片法测试结果接近。
随着树木高度的增加，心材含水率逐渐下降，
边材含水率趋势是增加；从根部至梢端心材绝干材
密度变化很小，然而，边材绝干密度有逐渐增加的
趋势。
径级 18 cm 原木初含水率 126.92%气干至 25%，
气干时间约 42 d，表裂严重，但气干可作为原木预
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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