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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松工程木的材性研究

曹 海日乒f

(黄山学院建筑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工程木是现代木结构建筑的常用材料，依据相关标准试验测定花旗松的物理力学性能，得出了

花旗松木构件的本构关系。即木材受拉时为线弹性，受压时为弹塑性，这为木结构构件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

究提供了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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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性试验研究

本试验所采用的木材均为花旗松工程木，由绿

色建材中心加工厂所生产。工厂通过：制材_+窑

干_木材分级-÷指接_刨光一涂胶-+加压胶合一

整形加工_+检验等主要加工工艺制成。

1．1木材密度、含水率测定

1．1．1试件设计

取10个尺寸为20mm×20IIlm×2m衄的试件进
行木材密度和含水率测定。清除干净附在试件上的

木屑、碎片等后。采用分辨率为0．02锄的游标卡尺
复核所有的试件．所得数据见表1。

1．1．2试验步骤

根据我国《木材密度测定方法》(GBl933—91)和

《木材含水率测定方法》(GBl931—91)进行试验研

究。【1习

1．1．3试验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得花旗松胶合木的平均气干密度为

0．436∥cm3，变异系数为3．99％；平均含水率为9．95％，

表1木材的物理性能：：}詈嚣台妻搴茄謦主：-号 长t lt 一魔 台苎宰 盘千
％ 舢比￡：耵 比t

啪 一

变异系数为2．98％：平均全干比重为O．393，变异系

数为4．25％。

1．2木材顺纹抗拉试验

1．2．1试件设计

取10个试件进行木材顺纹抗拉试验。由于本试

验木材采用胶合木，考虑到木材构造中不可避免的

存在着指接部分，所以试件的选取分为5个顺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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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接抗拉试件，5个顺纹有指接抗拉试件(具体尺寸

见图1)，且指接部分必须在有效测试段中部。

图1抗拉构件尺寸与试验装置

1．2．2加载、量测方案

根据我国《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试验方法》

(GBl938—91)和ASTM D143—94进行木材抗拉试

验。四

1．2．3试验结果分析

表2木材抗拉强度

图2顺纹抗压试验装置

1．3．3试验结果分析

表3木材抗压强度

通过计算得花旗松工程木的平均顺纹抗压强

度为45．47N／删吡2。平均顺纹抗压弹性模量为

7296．31N／蚴2。弹性模量测定完成后，对试件进行
连续均匀加荷，并读取相应变形值，直至试件破坏。

测得花旗松受压极限应变为O．028。

1．4木材抗剪试验

1．4．1试件设计

取20个试件进行木材抗剪试验．10个试件为

径面受剪，另10个试件为弦面受剪，定义长度为顺

纹方向，试件形状、尺寸见图3。

1．3木材顺纹抗压试验

1．3．1试件设计

取10个顺纹抗压试件进行木材抗压试验，且试

件都是正方形截面。具体尺寸分别为：顺纹抗压时

采用300mmx60n蛐×60mm。两端面平整、相互平行

并垂直于纵轴线。

1．3．2加载、量测方案

根据我国《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图3

50329—2002)、《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1．4．2加载、量测方案

(GBl935—91)、《木材顺纹抗压弹性模量测定方法》 根据我国《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试验方法》
(GB／T 15777—1995)进行木材抗压试验。㈣如图2 (GBl937—91)阴和AsTM D143—94进行木材抗剪

所示。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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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试验结果分析

表4木材抗剪强度

1．5花旗松工程木物理力学性能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及分析。井补充密度与含水

率试验结果，将木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汇总于表5。
表5木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注：①Ew为木材弹性模量；

②8-为木材极限拉应变，为抗拉强度与弹性模量之比值；

瓯为木材屈服压应变，为抗压强度与弹性模量之比值；
g)e_为未材极限压应变。

2小结

本文对花旗松工程木的材料性能进行了一定

的试验研究，内容包括密度、含水率、和木材的抗

拉、抗压、抗剪强度，针对各组试验的不同要求。分

别进行了试件的设计、加载和量测方案的确定以及

试验结果的分析，现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本文采用的花旗松工程木的平均含水率为

9．95％，相对12％的含水率低2．05％，但在9％-15％范

围内．所以测出的工程木强度不需考虑含水率调整

系数可直接作为工程设计值的参考。

2．从木材的抗拉、抗压试验及前期研究发现木

材受拉时为线弹性，受压时为弹塑性，并且给出了

相应的物理力学参数，为今后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

析奠定了基础。

3．木材的顺纹受剪强度明显低于木材的顺纹抗

拉、压强度，因而在构件受弯承载设计时应尽量避

免木材受剪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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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ouglas-fir Engineered Wood
Cao Hai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 1，China)

Abstract：Engineered wood iS a commonly used material for modem wooden architecture．According to

relevant standards，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ouglas—fir are tested．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 of timber compoments for douglas—fir wood iS obtained：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 iS linear—elastic in

tension，but elastic-plastic in compression．Th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wood structural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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