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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完善公司标准化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指接材(含等外品)原材料技术检验的标准化管理，特制定

本标准。 

本文件由研究开发中心提出、起草并负责解释。 

本文件由行政总务部行政处归口管理。 

本文件密级为：■仅为公司内部使用传阅  □可公司外部使用及传阅 

本文件替代以下文件： 

BZ/OP YF011-1311 《指接材原材料技术检验标准》 

BZ/OP YF012-1311 《指接档材（等外品）原材料技术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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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接材（含等外品）原材料技术检验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司指接材种类、用途、等级、外观质量、规格、物理性能、尺寸公差、检验工具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公司指接材采购及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标注版本号的引用文件，仅该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不

标注版本号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3  《针叶锯材国家标准》 

GB11954  《指接材国家标准》 

LY/T1350 《指接材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3 杉木指接材料要求 

3.1 指接条形材 

项目 技术要求（A 级材） 

材料要求 两面刨光材，宽度≥45mm 

规格尺寸 净尺寸：2080mm×45 mm×28.3 mm 

结构 300mm≤指接单元长度≤500mm，梳齿结构，指接梯形“V”型齿，针眼≤1mm 

活节 任意长度 1000mm 允许≤φ15mm3-4 个，≤φ10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边部 10mm 内每 1000mm 允许≤φ5mm2个 

死节 任意长度 1000mm 不脱落死节≤φ10mm2-3 个，≤φ5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边部 5mm 内不允许 

油脂囊 小于 15mm，任意长度 1000mm范围内允许 1~2 个，不允许密集出现 

表面要求 无腐朽、虫眼、裂纹、开胶、夹皮，轻微蓝变允许 

缺棱 允许单边缺棱，不允许有树皮，缺棱不允许大于 3mm，长度小于 100mm，每批次总量小于 3﹪ 

平整度 

主要指标 

指接材表面（45mm 宽度方向）平整、光洁、不允许缺材（缺棱按照标准、不允许机械加工缺材现象），直线度≤

1.5/1000mm 

尺寸公差 

主要指标 

长度：0～+10mm（负公差不允许）； 

宽度：0～+1mm； 

厚度：±0.2mm。 

含水率 6-12%（主要指标） 

胶合强度 锯切后指节处不允许脱落，常态剪切强度≥7.35Mpa，木材破损率≥40%。（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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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杉木指接档（1米木档） 

项目 技术要求（B 级材） 

材料要求 两面刨光材，宽度≥45mm 

规格尺寸 净尺寸：1000mm×45 mm×23/27mm 

结构 指接单元长度≥300mm 且≤500mm，梳齿结构，指接梯形“V”型齿，指接严密，无缺材，针眼≤1mm。 

活节 1000mm 内允许≤φ15mm 3-4 个，≤φ10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边部 10mm 内每 1000mm允许≤φ5mm 2 个 

死节 1000mm 内不脱落死节≤φ10mm2-3 个，≤φ5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边部 5mm 内不允许 

油脂囊 小于 10mm，任意长度 1000mm范围内允许 1~2 个，不允许密集出现。 

表面要求 无腐朽、虫眼、裂纹、开胶、夹皮，轻微蓝变允许 

缺棱 
允许单边缺棱，不允许有树皮，缺棱不允许大于 5mm，长度小于 100mm，有倾斜的一面应在未刨光的一面，每批次

总量小于 5﹪ 

平整度 材料表面（45mm 宽度方向）平整、光洁、不允许缺材，直线度≤1.5/1000mm 

尺寸公差 

长度：0～+10mm（负公差不允许）； 

宽度：0～+1mm； 

厚度：±0.2mm。 

含水率 6-12% 

胶合强度 锯切后指节处不允许脱落，常态剪切强度≥7.35Mpa，木材破损率≥40%。 

3.3 指接板 

项目 技术要求（B 级材） 

材料要求 两面刨光材，宽度≥45mm 

规格尺寸 

2440 mm×1220 mm×12/16mm  实木门工艺线、边框、门套、拼装门备料、实木直角线条、J 型门套； 

2440 mm×1220 mm×23mm     恒大门套； 

2440 mm×1220 mm×28mm     实木复合门荣耀系列组框； 

2440 mm×1220 mm×33mm     实木复合门恒大门扇组框、门套； 

结构 
指接单元长度≥300mm 且≤500mm，梳齿结构，梯形“V”型齿，（指接条宽度≥15mm 且≤60mm、拼板时相邻两根指

接条相互缝错位间距≥100mm），指接、拼板缝严密，无缺材； 

活节 任意 1 ㎡范围内允许≤φ20mm 6-8 个，≤φ10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 

死节 任意 1 ㎡范围内不脱落死节≤φ15mm3-4 个，≤φ5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修补允许； 

油脂囊 小于 20mm，任意 1 ㎡范围内允许 2~3 个，不允许密集出现； 

表面要求 无腐朽、虫眼、裂纹、开胶、夹皮长度小于 40mm、宽度小于 3mm，轻微蓝变允许，缺棱材不允许； 

平整度 指接板材表面（板材长度、宽度方向）平整、光洁、不允许缺材、无啃、戗刨现象（修补不影响强度允许）； 

尺寸公差 长度：0～+5mm；宽度：0～+5mm；厚度：±0.2mm； 

翘曲度 ≤1.5/1000mm； 

含水率 6-12%； 

胶合强度 锯切后指节处不允许脱落，常态剪切强度≥7.35Mpa，木材破损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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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指接档材（等外品） 

项目 技术要求（B 级材） 

材料要求 两面刨光材，宽度≥45mm 

规格尺寸 
23mm×45mm×2050mm                  用于欧派雅居生活门扇锁垫木档、杉木填充实芯门龙骨材； 

24/26/28.3mm×45mm×2050mm          用于杉木填充实芯门龙骨材、锁垫木用材、辅助组框档材； 

结构 
指接单元长度≥300mm 且≤450mm，梳齿结构，指接“V”型齿，接缝在材表（宽面），针眼≤1mm；允许指接后拼板

锯切条形材（指接条宽度≥15mm），指接严密； 

活节 任意 1000mm 长度，允许≤φ30mm，数量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 

死节 任意 1000mm 长度，死节≤φ20mm  8-10 个，≤φ5mm 不计，不允许密集出现； 

油脂囊 小于 15mm，任意长度 1000mm范围内允许 5~10 个，不允许密集出现； 

表面要求 无腐朽，虫眼、裂纹、开胶、夹皮、轻微蓝变允许； 

缺棱 允许两面缺棱，缺棱宽度小于面宽的 1/3，缺棱处不允许树皮存在； 

平整度 指接材表面（45 宽度方向）平整、光洁，直线度≤1.5/1000mm； 

尺寸公差 

长度：0～+10mm； 

宽度：+1mm； 

厚度：±0.2mm； 

含水率 6-12%； 

胶合强度 锯切后指节处不允许脱落，常态剪切强度≥7.35Mpa，木材破损率≥40%。 

4 检验方法 

4.1 外观质量检测 

自然光线下检测。 

4.2 含水率检验方法 

用木材测湿仪测量，选三个不同位置抽样，每个抽样选取三个点测量，以超标点的数量不超过总测

量点的10%视为整批合格。 

4.3 规格尺寸检验 

4.3.1 幅面尺寸测量：钢卷尺 精度1mm，在板材长边或宽变两边垂直测量，精确度1mm； 

4.3.2 对角线尺寸测量（指接板）：钢卷尺 精度1mm，测量对角线长度，精确至1mm； 

4.3.3 厚度尺寸测量：卡尺，精度0.01mm，分别取中间部位与两个端头三个点进行检测。 

4.4 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 

检验采用GB/T 2828.1中的二次抽样方案，检测水平为Ⅰ，接受质量限为4.0，详下表（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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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尺寸及外观抽样方案（单位：张）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量 累计样本量 接受数 拒收数 

≤150 
第一 5 5 0 2 

第二 5 10 1 2 

151～280 
第一 8 8 0 2 

第二 8 16 1 2 

281～500 
第一 13 13 0 3 

第二 13 26 3 4 

501～1 200 
第一 20 20 1 3 

第二 20 40 4 5 

1 201～3 200 
第一 32 32 2 5 

第二 32 64 6 7 

4.5 物理性能检验方法 

按照 LY/T1350 《指接材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所列举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或对应供方的企业标

准，特殊用途按特殊要求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