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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圆愿 员怨郾 员 员愿郾 源 圆 员园园 怨怨苑 西北坡 中坡

秃杉 圆 员源 员源郾 猿 员猿郾 缘 员 苑园园 员 员圆缘 西坡 上坡

猿 愿 愿郾 远 苑郾 愿 圆 员园园 怨源苑 东北坡 中坡

源 圆愿 员愿郾 圆 员苑郾 圆 员 愿园园 怨愿远 西北坡 中坡

杉木 缘 员源 员圆郾 愿 员圆郾 圆 员 怨愿园 员 员圆园 西坡 上坡

远 愿 怨郾 远 愿郾 猿 圆 圆缘园 怨怨园 东北坡 中坡

木材基本密度试件用生材制作咱远暂 袁 即分别样木袁 于各树干高度渊园袁 员郾 猿袁 猿郾 猿袁 缘郾 猿袁 苑郾 猿袁 怨郾 猿袁
员员郾 猿袁 员猿郾 猿 皂袁 噎噎冤的新锯并经刨光圆盘的北向各截取 员 个完整的扇面遥 扇面的大小视圆盘的大小

而定袁 一般控制取样的质量为 缘园 耀 远园 早袁 其中 愿 年生的样木对其树高 员郾 猿 皂 处圆盘再按年轮位置 员 耀
猿袁 源 耀 远袁 苑 耀 愿 轮分别制样曰 员源 年生的样木对其树高 员郾 猿 皂 处圆盘袁 按年轮位置 员 耀 猿袁 源 耀 远袁 苑 耀 员园袁
员员 耀 员源 轮分别制样曰 圆愿 年生的样木对其树高 员郾 猿 皂 处圆盘袁 按年轮位置 员 耀 猿袁 源 耀 远袁 苑 耀 员园袁 员员 耀
员远袁 员苑 耀 圆圆袁 圆猿 耀 圆愿 轮分别制样遥

其余试件用气干材制作袁 即试材在室内气干后袁 木材含水率达到广西南宁市的木材平衡含水率

渊员缘豫左右冤袁 然后按照 郧月 辕 栽 员怨圆苑 耀 员怨猿园 原 员怨怨员 木材工业标准咱苑暂的有关规定进行制样遥
员郾 圆摇 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测定

除木材基本密度采用排水法测定外咱愿暂 袁 其他的木材物理力学性质均依据 郧月 辕 栽 员怨猿员 耀 员怨源圆 原 员怨怨员
木材工业标准咱苑暂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遥 各项力学性质指标均在欧姆斯诺渊粤皂泽造藻则冤源 贼 木材力学试验机

上测定袁 有效样本数均达到 猿园 个以上曰 除冲击韧性和抗劈力外袁 气干密度和其他力学强度均已调整

为含水率 员圆豫时的数值遥

愿猿员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摇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 摇 秃杉木材物理性质与杉木比较

圆郾 员郾 员摇 密度摇 木材密度是木材重要的品质因子袁 也是判断木材各项力学强度的重要指标遥 研究木材

密度对掌握木材的相关材性及其合理利用意义重大遥 由表 圆 看出院 秃杉和杉木的木材密度均随着树龄

的增加而增大曰 就平均值而言袁 秃杉木材的气干密度和基本密度分别为 猿猿圆郾 苑 和 圆愿圆郾 园 噪早窑皂 原猿袁 依

次占杉木的 怨苑郾 苑豫和 怨缘郾 远豫 袁 即秃杉的木材密度在总体上比杉木的小曰 对两者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

著性 贼 检验袁 表明秃杉与杉木的基本密度差异极显著袁 气干密度差异显著遥
表 圆摇 秃杉与杉木木材物理性质的比较

栽葬遭造藻 圆摇 栽澡藻 贼蚤皂遭藻则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责则燥责藻则贼蚤藻泽 燥枣 栽葬蚤憎葬灶蚤葬 枣造燥怎泽蚤葬灶葬 葬灶凿 悦怎灶灶蚤灶早澡葬皂蚤葬 造葬灶糟藻燥造葬贼葬

项目

基本密度 辕
渊噪早窑皂 原猿 冤

秃杉 杉木

气干密度 辕
渊噪早窑皂 原猿冤

秃杉 杉木

径向干缩系数

辕 豫
秃杉 杉木

弦向干缩系数

辕 豫
秃杉 杉木

体积干缩系数

辕 豫
秃杉 杉木

差异干缩

渊弦颐 径冤
秃杉 杉木

统摇
计摇
量

贼

随
年
龄
变
化

灶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怨园
曾 圆愿圆郾 园 圆怨源郾 苑 猿猿圆郾 苑 猿源员郾 园 园郾 员圆苑 园郾 员圆怨 园郾 圆缘怨 园郾 圆远远 园郾 猿怨愿 园郾 源园源 圆郾 员园 圆郾 员员
杂曾 圆员郾 园 圆苑郾 缘 圆缘郾 怨 圆源郾 愿 园郾 园员猿 园郾 园员员 园郾 园员怨 园郾 园圆怨 园郾 园圆员 园郾 园猿缘 园郾 员猿 园郾 员苑
增 苑郾 源愿 怨郾 猿猿 苑郾 苑愿 苑郾 圆苑 员园郾 圆源 愿郾 缘猿 苑郾 猿源 员园郾 怨园 缘郾 圆愿 愿郾 远远 远郾 猿猿 愿郾 园远
责 员郾 缘愿 员郾 怨苑 员郾 远源 员郾 缘猿 圆郾 员远 员郾 愿园 员郾 缘缘 圆郾 猿园 员郾 员员 员郾 愿猿 员郾 猿源 员郾 苑园

摇 猿郾 缘源 葬 摇 圆郾 员员 遭 摇 员郾 员员 摇 员郾 怨员 摇 员郾 猿怨 摇 员郾 园圆
愿 年生 圆苑猿郾 园 圆远苑郾 园 猿园怨郾 园 猿员猿郾 园 园郾 员圆圆 园郾 员圆园 园郾 圆缘远 园郾 圆缘猿 园郾 猿怨圆 园郾 猿愿怨 圆郾 员园 圆郾 员员
员源 年生 圆愿员郾 园 圆愿怨郾 园 猿猿员郾 园 猿圆怨郾 园 园郾 员圆苑 园郾 员圆怨 园郾 圆源愿 园郾 圆缘愿 园郾 猿愿怨 园郾 猿怨猿 员郾 怨缘 圆郾 园园
圆愿 年生 圆怨圆郾 园 猿圆愿郾 园 猿缘愿郾 园 猿愿员郾 园 园郾 员猿员 园郾 员猿苑 园郾 圆苑猿 园郾 圆愿远 园郾 源员源 园郾 源猿员 圆郾 园愿 圆郾 园愿

摇 摇 说明院 灶 为试件数袁 曾 为平均值袁 杂曾 为标准差袁 增 为变动系数 辕 豫 袁 责 为准确指数 辕 豫 袁 贼 为检验值渊 贼园郾 园员 越 圆郾 缘愿袁 贼园郾 园缘 越 员郾 怨远袁 葬 为

差异极显著袁 遭 为差异显著冤遥
圆郾 员郾 圆摇 干缩性摇 木材的干缩性能影响木材的加工利用袁 差异干缩渊弦向干缩与径向干缩的比值冤则反

映了木材弦向干缩与径向干缩的差别程度袁 差异干缩越小袁 木材的尺寸稳定性越好遥 由表 圆 得出院 员源
年生和 圆愿 年生秃杉的木材干缩系数比同龄杉木的稍小袁 而 愿 年生的秃杉木材干缩系数则比同龄杉木

的稍大袁 其差异干缩数值为 圆 左右袁 与杉木的相近袁 居国产木材的中等级水平咱怨暂 遥 可见袁 秃杉木材的

尺寸稳定性较好遥 就平均值而言袁 秃杉木材的径向尧 弦向尧 体积干缩系数分别为 园郾 员圆苑豫 袁 园郾 圆缘怨豫
和 园郾 猿怨愿豫 袁 依次占杉木的 怨愿郾 源豫 袁 怨苑郾 源豫和 怨愿郾 缘豫 曰 对两者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著性 贼 检验袁 表明

秃杉与杉木的径向尧 弦向和体积干缩系数均差异不显著遥
圆郾 圆摇 秃杉木材力学性质与杉木比较

圆郾 圆郾 员摇 硬度摇 由表 猿 看出袁 秃杉的木材端面和径面硬度比同龄杉木的大袁 而弦面硬度则比同龄杉木

的小曰 就平均值而言袁 秃杉木材的端面尧 径面和弦面硬度分别为 圆缘郾 愿远 袁 员源郾 园猿 和 员远郾 缘怨 酝孕葬袁 依次

占杉木的 员园远郾 远豫 袁 员园远郾 员豫和 怨远郾 源豫 曰 对两者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著性 贼 检验袁 表明秃杉与杉木的

端面尧 径面和弦面硬度均差异极显著遥
圆郾 圆郾 圆摇 抗弯强度和抗弯弹性模量摇 由表 猿 看出袁 秃杉的木材抗弯强度比同龄杉木的大袁 而抗弯弹性

模量则比同龄杉木的小渊愿 年生秃杉弹性模量比同龄杉木的稍大除外冤曰 就平均值而言袁 秃杉木材的抗

弯强度和弹性模量分别为 远员郾 远源 酝孕葬 和 愿郾 员员 郧孕葬袁 依次占杉木的 员园猿郾 源豫和 怨远郾 圆豫 曰 对两者的平均值

进行差异显著性 贼 检验袁 表明秃杉与杉木的抗弯强度差异显著和抗弯弹性模量差异极显著遥
圆郾 圆郾 猿摇 顺纹抗压强度和冲击韧性摇 由表 猿 看出袁 秃杉的木材顺纹抗压强度比同龄杉木的小袁 而冲击

怨猿员摇 第 圆缘 卷第 圆 期 梁宏温等院 不同树龄秃杉与杉木人工林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比较 摇



表 猿 秃杉与杉木木材力学性质的比较
栽葬遭造藻 猿 栽澡藻 贼蚤皂遭藻则 皂藻糟澡葬灶蚤糟葬造 责则燥责藻则贼蚤藻泽 燥枣 栽葬蚤憎葬灶蚤葬 枣造燥怎泽蚤葬灶葬 葬灶凿 悦怎灶灶蚤灶早澡葬皂蚤葬 造葬灶糟藻燥造葬贼葬

项目

端面硬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径面硬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弦面硬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抗弯强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抗弯弹性模量 辕
郧孕葬

秃杉 杉木

顺纹抗压强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统摇
计摇
量

贼

随
年
龄
变
化

灶 怨愿 摇 怨缘 摇 怨愿 摇 怨缘 摇 怨愿 摇 怨缘 摇 怨愿 摇 怨愿 摇 怨愿 摇 怨愿 摇 怨怨 摇 怨怨 摇
曾 圆缘郾 愿远 圆源郾 圆远 员源郾 园猿 员猿郾 圆圆 员远郾 缘怨 员苑郾 圆员 远员郾 远源 缘怨郾 远员 愿郾 员员 愿郾 源猿 猿员郾 苑圆 猿圆郾 愿圆
杂曾 员郾 猿源 圆郾 员圆 员郾 员园 员郾 远圆 员郾 园圆 员郾 愿员 缘郾 猿缘 缘郾 苑猿 园郾 远苑 园郾 苑缘 圆郾 苑愿 猿郾 猿圆
增 缘郾 员愿 愿郾 苑猿 苑郾 愿圆 员圆郾 圆圆 远郾 员苑 员园郾 缘员 愿郾 远苑 怨郾 远员 愿郾 圆圆 愿郾 怨源 愿郾 苑苑 员园郾 员园
责 员郾 园缘 员郾 苑怨 员郾 缘愿 圆郾 缘员 员郾 圆缘 圆郾 员远 员郾 苑缘 员郾 怨源 员郾 远远 员郾 愿员 员郾 苑远 圆郾 园猿

摇 远郾 圆远 葬 摇 源郾 园远 葬 摇 圆郾 怨猿 葬 摇 圆郾 缘缘 遭 摇 猿郾 员苑 葬 摇 圆郾 缘圆 遭
愿 年生 圆缘郾 员源 摇 圆猿郾 猿愿 摇 员猿郾 缘怨 摇 员圆郾 圆远 摇 员远郾 员苑 摇 员远郾 猿圆 摇 远园郾 员怨 摇 缘苑郾 怨员 愿郾 员苑 愿郾 园远 摇 猿园郾 怨员 摇 猿员郾 圆源
员源 年生 圆缘郾 远远 圆猿郾 圆猿 员猿郾 愿源 员圆郾 愿圆 员缘郾 怨愿 员远郾 源员 远员郾 苑愿 缘愿郾 猿缘 苑郾 怨缘 愿郾 员缘 猿员郾 源远 猿圆郾 缘苑
圆愿 年生 圆远郾 苑怨 圆远郾 员苑 员源郾 远苑 员源郾 缘苑 员苑郾 远猿 员愿郾 怨员 远圆郾 怨远 远圆郾 缘远 愿郾 圆园 怨郾 园愿 猿圆郾 苑愿 猿源郾 远缘

项目

冲击韧性 辕
渊噪允窑皂 原圆冤

秃杉 杉木

径面顺纹抗剪强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弦面顺纹抗剪强度 辕
酝孕葬

秃杉 杉木

径面顺纹抗劈强度 辕
渊晕窑皂 原员 冤

秃杉 杉木

弦面顺纹抗劈强度 辕
渊晕窑皂 原员 冤

秃杉 杉木

统摇
计摇
量

贼

随
年
龄
变
化

灶 怨怨 摇 怨怨 摇 怨远 摇 怨远 摇 怨远 摇 怨远 摇 怨猿 摇 怨猿 摇 怨猿 摇 怨猿 摇
曾 圆猿郾 苑苑 圆猿郾 圆源 猿郾 怨缘 源郾 苑缘 源郾 愿圆 缘郾 远猿 远郾 员怨 缘郾 猿愿 愿郾 缘园 猿郾 猿员
杂曾 圆郾 猿员 圆郾 缘远 园郾 猿远 园郾 源苑 园郾 源缘 园郾 缘员 园郾 缘猿 园郾 源愿 园郾 愿猿 园郾 苑猿
增 怨郾 苑员 员员郾 园圆 怨郾 员远 怨郾 苑怨 怨郾 圆猿 怨郾 园源 愿郾 缘猿 愿郾 愿源 怨郾 苑远 怨郾 怨源
责 员郾 怨缘 圆郾 圆员 员郾 愿苑 圆郾 园园 员郾 愿愿 员郾 愿缘 员郾 苑苑 员郾 愿猿 圆郾 园圆 圆郾 园远

摇 员郾 缘圆 摇 员猿郾 圆猿 葬 摇 员员郾 远愿 葬 摇 员园郾 怨猿 葬 摇 员园郾 猿远 葬
愿 年生 圆圆郾 苑怨 圆员郾 怨猿 猿郾 缘圆 源郾 源猿 源郾 苑源 缘郾 员愿 远郾 员圆 缘郾 园愿 愿郾 猿源 远郾 愿苑
员源 年生 圆猿郾 圆圆 圆员郾 愿愿 猿郾 怨怨 源郾 缘怨 源郾 远缘 缘郾 远愿 远郾 园猿 缘郾 圆猿 愿郾 员怨 苑郾 员源
圆愿 年生 圆缘郾 圆怨 圆缘郾 怨员 源郾 猿缘 缘郾 猿远 缘郾 园远 远郾 园圆 远郾 源猿 缘郾 愿源 愿郾 怨远 苑郾 怨员

摇 摇 说明院 灶 为试件数袁 曾 为平均值袁 杂曾 为标准差袁 增 为变动系数 辕 豫 袁 责 为准确指数 辕 豫 袁 贼 为检验值渊 贼园郾 园员 越 圆郾 缘愿袁 贼园郾 园缘 越 员郾 怨远袁 葬 为

差异极显著袁 遭 为差异显著冤遥

韧性则比同龄杉木的稍大渊圆愿 年生秃杉冲击韧性比同龄杉木的稍小除外冤曰 就平均值而言袁 秃杉木材

的顺纹抗压强度和冲击韧性分别为 猿员郾 苑圆 酝孕葬 和 圆猿郾 苑苑 噪允窑皂 原圆袁 依次占杉木的 怨远郾 远豫 和 员园圆郾 猿豫 曰
对两者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著性 贼 检验袁 表明秃杉与杉木的顺纹抗压强度差异显著尧 而冲击韧性差异

不显著遥
圆郾 圆郾 源摇 顺纹抗剪强度和抗劈力摇 由表 猿 看出袁 秃杉木材的径面抗剪强度和弦面抗剪强度均比同龄杉

木的小袁 而径面抗劈力和弦面抗劈力均比同龄杉木的大曰 就平均值而言袁 秃杉木材的径面抗剪强度尧
弦面抗剪强度分别为 猿郾 怨缘袁 源郾 愿圆 酝孕葬袁 占杉木的 愿圆郾 缘豫和 愿缘郾 远豫 曰 径面抗劈力和弦面抗劈力分别为

远 员怨猿和 愿 源怨苑 晕窑皂 原员袁 依次占杉木的 员员缘郾 园豫 和 员员远郾 猿豫 曰 对两者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著性 贼 检验袁
表明秃杉与杉木的顺纹抗剪强度和抗劈力均差异极显著遥
圆郾 猿摇 秃杉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变化及相关性与杉木比较

圆郾 猿郾 员摇 木材基本密度沿年轮和树高的变化摇 圆愿 年生尧 员源 年生和 愿 年生秃杉和杉木木材基本密度沿年

轮的径向分布渊以树高 员郾 猿 皂 处为例冤见图 员遥 由图 员 表明袁 第 员园 轮之前袁 随着年轮的增加袁 秃杉木

园源员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摇



材的基本密度逐渐减小袁 但比杉木同期的高曰 第 员园 轮以后袁 随着年轮的增加袁 秃杉木材基本密度则

逐渐增大袁 但比杉木同期的低遥 对 圆愿 年生秃杉和杉木进行了树干生长速率的测定渊将另文报道冤袁 结

果表明秃杉早期渊员园 年生之前冤的生长速率较杉木的慢袁 而后期渊员缘 年生之后冤的生长速率比杉木的

快遥 对于松杉类针叶树袁 其木材基本密度一般与立木的生长速度呈负相关咱怨暂 遥 以上结果也验证了这

一规律遥
图 圆 表明袁 圆愿 年生秃杉的木材基本密度沿树干高度变化趋势与杉木相似袁 均随着树干高度的增

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袁 即以树干中部的密度较大袁 基部和梢端的较小遥 图 圆 还表明袁 圆愿 年生秃杉

木材基本密度沿树干高度的分布与杉木相比有所不同袁 即在树干高度 怨郾 远 皂 以下袁 秃杉木材基本密度

均比杉木的低曰 但在 怨郾 远 皂 以上则相反袁 均比杉木的高遥

图 员摇 木材基本密度沿年轮分布 图 圆摇 木材基本密度沿树高变化渊圆愿 年生冤
云蚤早怎则藻 员摇 栽蚤皂遭藻则 遭葬泽蚤糟 凿藻灶泽蚤贼赠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葬灶灶怎葬造 则蚤灶早泽 云蚤早怎则藻 圆摇 悦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贼蚤皂遭藻则 遭葬泽蚤糟 凿藻灶泽蚤贼赠

综合图 员 和图 圆 可以看出袁 在 员园 年生之前袁 秃杉木材的基本密度尚不稳定遥 因此袁 秃杉作为实

木利用的树龄一般不要小于 员园 葬遥
圆郾 猿郾 圆摇 木材径向渊面冤与弦向渊面冤力学强度之间的关系摇 木材径向渊面冤与弦向渊面冤力学强度之间的

关系袁 可用径向渊面冤与弦向渊面冤强度的差值除以其中较小的强度值所得的百分数表示咱愿暂 遥 经计算得

到袁 秃杉木材顺纹抗剪强度径面与弦面的差异百分数为 圆圆郾 园豫 袁 抗劈力和硬度的差异百分数分别为

猿苑郾 猿豫和 员愿郾 圆豫 袁 杉木的依次为 员愿郾 缘豫 袁 猿缘郾 苑豫和 猿园郾 圆豫 袁 均比大叶栎 匝怎藻则糟怎泽 早则蚤枣枣蚤贼澡蚤蚤 木材咱 远暂和马

占相思 粤糟葬糟蚤葬 皂葬灶早蚤怎皂 木材咱怨暂的高遥 由此可见袁 秃杉和杉木木材力学强度的各向异性比较明显遥
圆郾 猿郾 猿摇 木材密度与各项强度之间的关系摇 比强度即为木材各项力学强度与气干密度的比值咱怨暂 袁 用来

反映材料强度与密度之间的关系袁 适用于既要求强度又限制质量的用途遥 对桥梁尧 建筑等用途选材

时袁 除考虑其用材具有一定的强度之外袁 更注重其比强度和比弹性模量等材质指标袁 以较轻的结构支

撑较大的荷载袁 充分发挥木质材料在强度比方面的优势袁 亦可以大大减轻施工用材运输的质量遥 经计

算得到秃杉木材顺纹抗压强度尧 抗弯强度尧 弦面顺纹抗剪强度和抗弯弹性模量与其气干密度的比值分

别为 怨缘郾 猿袁 员愿缘郾 员袁 员源郾 缘 和 圆源 猿猿怨郾 猿袁 杉木的依次为 怨远郾 圆袁 员苑源郾 愿袁 员远郾 缘 和 圆源 苑圆员郾 源遥 可见袁 秃杉和

杉木木材的强度品质系数都较高遥
猿摇 结论与讨论

广西南丹县山口林场秃杉的木材密度在总体上比当地杉木的稍小袁 其尺寸稳定性与杉木的相近袁
居国产木材的中等级水平遥 秃杉木材的弦面硬度尧 抗弯弹性模量尧 顺纹抗压强度和顺纹抗剪强度比当

地杉木的略低袁 但其端面硬度尧 径面硬度尧 抗弯强度尧 冲击韧性和顺纹抗劈力比当地杉木的高遥
秃杉木材基本密度沿年轮的径向变化袁 在第 员园 轮之前比杉木同期的高袁 员园 轮之后则相反曰 圆愿 年

生秃杉木材基本密度沿树干高度的分布袁 在 怨郾 远 皂 以下比同龄杉木的低袁 在 怨郾 远 皂 以上则相反遥

员源员摇 第 圆缘 卷第 圆 期 梁宏温等院 不同树龄秃杉与杉木人工林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比较 摇



木材作为建筑等承重构件用材袁 顺纹抗压强度和抗弯强度是 圆 个很重要的指标遥 山口林场 愿 年

生尧 员源 年生和 圆愿 年生秃杉的木材顺纹抗压强度为 猿园郾 怨员 耀 猿圆郾 苑愿 酝孕葬袁 已达到建筑材承重结构木材

渊针叶树材冤应力等级检验指标咱员员暂的 低等级 粤缘 级渊圆怨郾 怨 耀 猿圆郾 圆 酝孕葬冤要求曰 其木材抗弯强度范围为

远园郾 员怨 耀 远圆郾 怨远 酝孕葬袁 也达到针叶树材弦向静力弯曲检验标准咱员圆暂的高等级 栽悦员远 级渊远园 耀 苑园 酝孕葬冤要求遥
因此袁 秃杉木材作为承重构件的质量是可以保证的袁 可作为房屋建筑尧 门窗尧 天花板尧 船尧 车尧 家具

及室内装饰等用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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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刨切微薄竹生产技术与应用冶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圆园园愿 年 员 月 愿 日上午袁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袁 浙江林学院 野刨切微薄竹生

产技术与应用冶 获 圆园园苑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遥 该成果由工程学院李延军尧 杜春贵尧 刘志坤等

共同完成遥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学技术的 高奖袁 分为国家 高科学技术奖尧 国家自然科学奖尧 国家技

术发明奖尧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袁 每年评审一次遥 由

学校科技处组织申报的 野刨切微薄竹生产技术与应用冶 是 圆园园苑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唯一的林业类

获奖项目袁 同时是浙江林学院建校以来在国家科技大奖上的首次突破遥
野刨切微薄竹生产技术与应用冶 是浙江林学院科技工作者积极服务 野三农冶尧 加强实用科技研究

所取得成果中的一个代表遥 研发刨切微薄竹能替代珍贵硬阔叶材用作贴面装饰材料袁 起到 野以竹代

木袁 以竹胜木冶 的作用袁 能极大地提高竹材的利用率和附加值袁 是竹材精深加工的新技术袁 对节约

森林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袁 促进农民增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该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竹材加工领域的

空白袁 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先后获得近 员园 项国家专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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