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斯喀彻温省林产品 
买家指南

 



1

《萨斯喀彻温省林产品买家指南》为全球林产品买家提供关键信息。

萨斯喀彻温省拥有北美最具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之一，经济强劲且不断增长，其中林业经济增长蓄势待发，在满足
全球日益增长的林产品需求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

萨斯喀彻温省位于加拿大西部。北方寒带林占地3400万公顷，覆盖了全省一半的土地面积，其中大部分为萨斯喀
彻温省政府所有。商用林占地约1200万公顷，适宜进行林木采伐活动。现年许可砍伐量(AAC)为820万立方米木
材(其中针叶材480万立方米，阔叶材340万立方米)。

引言

非商用林区

商用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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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萨斯喀彻温省林产品均来自天然林，二次轮伐林(人工林)还未成材，不能采
伐。萨斯喀彻温省主要树种为白云杉、北美短叶松、黑云杉和颤杨。这些生长缓慢
的北方寒带树种出产优质木材，木质密实，强度好。

萨斯喀彻温省林产品来自天然林

林业是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第二大产业，正常市场条件下提供4000多个直接工作岗
位，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金，其中80%来自出口。

萨斯喀彻温省林业公司拥有长期稳定的林木使用权，其使用权纳入基于市场的木材
忠诚体系。在该体系下，林业公司的原木供应有切实的保障，原木供应成本可预见
且极具竞争力。 

当地原住民拥有并成功经营众多林业企业。原住民占当地林业劳动力人口的15%，
是加拿大林业中原住民员工比例最高的地区。

萨斯喀彻温省拥有完备的极具竞争力的林产工业，其工厂配备有最尖端的科技。林
产工业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从规格材、墙骨柱、定向刨花板(OSB)、胶合板、纸
浆，到各种特殊处理木材、橱柜、建筑门窗、屋架、木燃料颗粒、原木屋和木框架
房屋、木柱和电线杆在内的各种产品。 

萨斯喀彻温省强劲的林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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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

萨斯喀彻温省有五家大型锯木厂和各种小型锯木厂，年总生产能力超过6.1亿板英
尺(96万立方米)云杉－松木－冷杉(SPF)混合树种锯材。墙骨柱加工厂生产断面尺
寸为2×3、2×4和2×6英寸长度为5到9英尺的锯材。规格材加工厂生产各种尺寸锯
材，断面尺寸从1×4英寸到2×12英寸不等，还生产8×8英寸的方材。规格材长度为
8到24英尺。也可提供公制尺寸的锯材。

Saskatchewan Large Forest Products Mills

Key Map

Sawmill

Pulp

OSB

Plywood

*Mills using greater than 100,000m3  an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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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喀彻温省大型林产品加工厂

图例

非商用林区

商用林区

加工厂类型*

锯木厂

纸浆厂

定向刨花板厂

胶合板厂
*年消耗10万立方米以上木材的工厂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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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喀彻温省主要锯材树种为白云杉、北美短叶松以及黑云杉。这些树种出产优质、高强重比的木材。锯材由中
部林产品协会(CFPA)根据国际认可的加拿大标准协会(CSA)和加拿大国家木材等级评定管理局(NLGA)的等级评
定规则进行分等评级。中部林产品协会是加拿大锯材标准认证委员会(CLSAB)认可的评等机构。

锯材分4个等级：J-级、 2级及以上、3级和经济级。大部分锯材，包括所有用于出口的锯材，都经过干燥窑干燥
和热处理(KD-HT)。

锯材可用于居民住宅和商业大楼建造，以及用于生产一般建筑门窗、家具、室内装修、板条箱和叉车托货底盘等
产品。 

定向刨花板

萨斯喀彻温省拥有两家大型定向刨花板(OSB)厂，合计年生产能力达12亿平方英尺 
(以3/8英寸厚为基础尺寸计算)(110万立方米)的复合板材。生产定向刨花板(OSB)
的主要树种为颤杨。颤杨的木纤维颜色浅且纹理均匀，是理想的制做轻质、高强度
且加工性能优异的定向刨花板的原料。 

定向刨花板(OSB)制品包括覆墙板、屋顶覆面板、企口地板、平口地板、底层地
板、托梁封头结构板、混凝土模板、楼梯踏板以及经日本农业标准(JAS)认证的定
向复合板。 

所有定向刨花板(OSB)都经过APA工程木材协会根据北美和日本标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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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板

萨斯喀彻温省拥有一家胶合板厂，年生产能力1.35亿平方英尺(以3/8英寸厚为基础
尺寸计算)(11.9万立方米)的胶合板。

胶合板主要用于覆墙板、屋顶盖板、企口地板、平口地板、底层地板、托梁封头结
构板和混凝土模板。 

所有胶合板都经过APA工程木材协会根据北美和日本标准认证。 

纸浆 

萨斯喀彻温省拥有两家纸浆厂，合计年生产能力达75万吨纸浆。其中一家生产北方
长纤木浆(NBSK)，年生产能力35万吨；另一家生产漂白化学热磨机械浆(BCTMP)，
年生产能力达40万吨。 

纸浆用于生产各种纸类产品和包装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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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加工

萨斯喀彻温省的二次加工业也非常活跃。主要产品为
橱柜、建筑门窗和室内装修木饰品、屋顶桁架，销往
海内外市场。萨斯喀彻温省拥有各类木房屋生产商，
为国内外市场生产原木屋、木框架结构屋和木柱-木梁
原木屋。这类产品的标志性特点是富有创意和定制化
的设计、高品质的原木、卓越的工艺以及能源的高效
利用。

木材防腐处理厂利用油基五氯苯酚(penta)或水溶性铬
化砷酸铜(CCA)等防腐剂加压处理松木和云杉木材。
产品包括木篱笆柱、木栏杆、大方材、电线杆和其他
有增强耐久性要求的木制品。

木燃料颗粒

在萨斯喀彻温省，木燃料颗粒是相对较新的产业，但有相当大的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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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喀彻温省大多数商用林都经过一家或多家国际认
可的林业认证系统认证，如可持续森林计划(SFI)、森
林管理委员会(FSC)等。

萨斯喀彻温省政府规范木材采伐活动，并与森林工业
协同工作确保萨斯喀彻温省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继续
保持国际竞争力。

政府的法规、标准和监管活动确保经济、社会和生态
价值的平衡发展。

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和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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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喀彻温省拥有完善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可便捷进入北美和海外市场。加拿大西海岸的两个世界级集装箱
港口可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方便获取萨斯喀彻温省的林产品。 

萨斯喀彻温省林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包括：北美洲、中美洲、欧洲和亚洲。

萨斯喀彻温省林业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市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营销和后勤资助支持林业企业出口。

高效的产品交付和出口

中心地理位置为进入北美和全球
市场提供便利。



萨斯喀彻温省主要商用树种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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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短叶松是加拿大北方寒带林地区分布最广泛的松
属树种。通常可长到20米高。

北美短叶松在萨斯喀彻温省的分布遍及该省整个北方
寒带林地区。该地区的沙质土壤具有透水性好、质地
粗糙的特点，为北美短叶松纯林的生长提供了天独厚
的条件。北美短叶松也常与白云杉、香脂冷杉、颤杨
和黑云杉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北美短叶松占年许可砍伐总量的
26%，占针叶类树种年许可砍伐量的43%。

松分为软松和硬松。北美短叶松属于硬松，其木材主
要由中等硬度和质量的晚材构成。

北美短叶松

学名：Pinus banksiana

常见用途

主要用于云杉-松-冷杉(SPF)锯材和纸浆的生产。其他
用途包括定向刨花板、电线杆、铁路枕木和经防腐处
理的木柱。 

北美短叶松在萨斯喀彻
温省的分布

关键数据

比重 0.42

密度(干材，kg/m3) 444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1020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77.9

硬度(纵切面，牛顿) 2560

颜色 - 边材 接近白色

颜色 - 心材 浅褐色至红褐色

机械加工性能 满意 -- 极好

紧固性能 良好

涂饰性能 一般 -- 良好

主要产品

锯材(SPF)

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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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表

北美短叶松 北美黑松 花旗松

密度(kg/m3)
湿材 421 410 450

风干材 444 430 487

比重 0.42 0.41 0.45

硬度(牛顿)
纵切面 2560 2190 2990

端面 3200 2990 402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8070 8760 11100

风干材 10200 10900 135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43.5 39.0 52

风干材 77.9 76.0 88.6

干缩 径向干缩(OD) 4.0% 4.7% 4.8%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5.9% 6.8% 7.4%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9.6% 11.4% 11.9%

体积干缩(Air) 5.7% 6.6% 7.0%

弦/径比 1.5 1.4 1.50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浅褐色至红褐色

边材 接近白色

心边材对比度 边材较宽，一般至少占树干体积的50%

早晚材对比度 生长轮明显，年轮边界由一圈深色晚材划定。早材区窄到宽，早晚材突变

纹理

木材纹理不均匀，质地中等细致，多脂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晚材带清晰可辨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几乎无花纹

其他：劈裂的弦切面可有漩涡纹路。有很多纵向树脂道，在横切面上形成白色小点，或在弦切面上沿木纹形成褐色的条纹

木节

一般多木节

其他

木材有树脂气味，但无独特味道。抗弯强度中等，抗压强度略差，抗冲击性较好。多树脂，但树脂囊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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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容易。刨光质量极好 推荐刨 设置：前角20o，Kmpi(每寸 痕数)16或20。

车 容易 表面质量良好

锯切 容易锯切，便于工具操作 几乎无钝化效应

钻孔 容易。钻孔质量很好

开榫眼 容易。榫眼质量很好

成型铣 容易铣削和压模成型。成型质量良好

贴面 无数据

砂光 一般 -- 良好

紧固

螺钉 容易。握螺钉效果：良好 平均螺钉防松力为458磅

直钉 容易。握直钉效果：良好 平均直钉防松力为103/104/77磅(弦向/径向/端向)

胶粘 容易 效果好

涂饰

染色 染色结果较好

上漆 油漆结果良好

上釉 釉面较好 釉面剥离试验中表现良好

打蜡 打蜡结果较好 -- 良好 比较容易到容易。推荐使用浅色蜡

耐久性

耐腐性 非常有限

可处理性 防腐剂难以渗透

北美短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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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杉
学名：Picea glauca

白云杉是加拿大分布最广的北方寒带林针叶树种之
一。通常可长到30米高。

白云杉在萨斯喀彻温省的分布遍及整个北方寒带林地
区。常见于潮湿、透水性好的淤泥质土壤。白云杉可
形成纯林，但更典型的是作为混生林的主要树种，与
颤杨、白桦和香脂冷杉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白云杉占年许可砍伐总量的16%，
占针叶类树木年许可砍伐量的28%。

常见用途

白云杉在云杉-松木-冷杉(SPF)锯材、层积材和胶合板
生产中非常重要。其他用途包括纸浆、定向刨花板和
电线杆。

白云杉锯材具有很高的强重比，用途极为广泛。

白云杉拥有罕见的共振特性，非常适合制作乐器的共
鸣板。

主要产品

锯材(SPF)

软木胶合板

纸浆

关键数据

比重 0.36

密度(干材，kg/m3) 390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993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62.7

硬度(纵切面，牛顿） 1880

颜色 - 边材 接近白色

颜色 - 心材 浅银黄色-浅褐白色；木材光滑或有光泽，心材不
明显

机械加工性能 良好

紧固性能 满意-良好

涂饰性能 良好

白云杉在萨斯喀彻温省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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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表

白云杉 北美黑松 花旗松

密度(kg/m3)
湿材 360 410 450

风干材 390 430 487

比重 0.36 0.41 0.45

硬度(牛顿)
纵切面 1880 2190 2990

端面 2470 2990 402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7930 8760 11100

风干材 9930 10900 135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35.2 39.0 52

风干材 62.7 76.0 88.6

干缩 径向干缩(OD) 3.2% 4.7% 4.8%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6.9% 6.8% 7.4%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11.3% 11.4% 11.9%

体积干缩(Air) 6.8% 6.6% 7.0%

弦/径比 1.6 1.4 1.50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浅黄色到浅褐白色；木材光滑或有光泽

边材 接近白色

心边材对比度 通常边材与心材难以区分

早晚材对比度
明显的年轮界线由晚材和下一年轮早材的高对比度划分。早材区通常比晚材区宽几倍，早晚
材渐变

纹理

纹理通直，质地较细致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浅淡年轮纹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花纹很少

木节

云杉锯材可有很多小活节或针状死节

其他

木材无特别气味或味道。木质软但坚实，质量相对较轻。木材多脂，但几乎不含树脂囊。无法根据其总体或细节特征明确区分白
云杉、黑云杉、红云杉以及恩格尔曼氏云杉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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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容易，质量较好
刨平质量良好。推荐刨 设置：前角12o或
20o，Kmpi(每寸 痕数)20

车 满意
使用旋 车床加工表面质量满意； 使用单刃车 车
床加工表面质量较差。常见缺陷：纤维撕裂

锯切 良好
使用手动和电动工具，操作容易。轻度到中度的钝
化效应

钻孔 质量中等 使用三尖定心钻头钻孔质量中等

开榫眼 良好 使用空心凿和链式榫眼机榫眼质量均很好

成型铣 良好 成型质量好。推荐：端铣时用垫板抵靠加工件

贴面 无数据

砂光 很好

紧固

螺钉 握螺钉效果：满意 -- 良好 抗裂性很好。平均螺钉防松力为347磅

直钉 握直钉效果：满意 -- 良好
抗裂性很好。平均直钉防松力为111/101/69磅(弦向/
径向/端向)

胶粘 胶粘难度：比较容易

涂饰

染色 良好
着色性好。可获得光滑的饰面。自然效果的涂料   
(清漆)或者轻微染色呈现的视觉效果最佳

上漆 满意

上釉 良好 效果良好，胶带拉拔试验中表现很好

打蜡 良好 容易且效果良好。使用浅色蜡效果最好

耐久性

耐腐性 差 心材耐腐性差

可处理性 难 防腐剂渗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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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杉

学名：Picea mariana

黑云杉是加拿大分布最广的北方寒带林针叶树种之
一。通常可长到20米高。

黑云杉在萨斯喀彻温省的分布遍及整个北方寒带林地
区。通常生长在有机土壤中形成纯林，但也可在矿质
土壤中生长，与白云杉、北美短叶松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黑云杉占年许可砍伐总量的15%，
占针叶类树种年许可砍伐量的26%。

常见用途

由于其强度特性以及长纤维的特点，黑云杉在纸浆生
产中非常重要。其他用途包括云杉-松木-冷杉(SPF)锯
材和定向刨花板。

主要产品

锯材(SPF)

纸浆

关键数据

比重 0.41

密度(干材，kg/m3) 440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1040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78.3

硬度(纵切面，牛顿） 2430

颜色 - 边材 白色至黄白色

颜色 - 心材 白色至浅黄色，且质地光滑有光泽

机械加工性能 一般 -- 良好

紧固性能 良好 -- 很好

涂饰性能 一般 -- 良好

黑云杉在萨斯喀彻温省
的分布



17黑云杉

物理特性表

黑云杉 北美黑松 花旗松

密度(kg/m3)
湿材 410 410 450

风干材 440 430 487

比重 0.41 0.41 0.45

硬度(牛顿)
纵切面 2430 2190 2990

端面 3210 2990 402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9100 8760 11100

风干材 10400 10900 135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40.5 39.0 52

风干材 78.3 76.0 88.6

干缩 径向干缩(OD) 3.8% 4.7% 4.8%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7.5% 6.8% 7.4%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11.1% 11.4% 11.9%

体积干缩(Air) 6.5% 6.6% 7.0%

弦/径比 2.0 1.4 1.50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白色到淡黄色，质地光滑且有光泽

边材 白色到黄白色

心边材对比度 边材与心材难以区分

早晚材对比度 生长轮窄到非常窄，狭窄的晚材带清晰地划出年轮界线。早晚材渐变

纹理

生长轮窄到非常窄，狭窄的晚材带清晰地划出年轮界线。早晚材渐变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年轮不明显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无花纹

其他：横向树脂道明显，横切面上有宽射线

木节

云杉锯材可有很多小活节或针状死节。

其他

无独特气味。黑云杉木质较软，但坚实、重量轻，有很高的强重比。与白云杉相比，黑云杉木材往往更重，也更耐用。木材多
脂，可能存在树脂囊。无法根据其总体或细节特征明确区分白云杉、黑云杉、红云杉以及恩格尔曼云杉木材



18黑云杉

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刨平比较容易。结果：一般到良好
推荐刨 设置：前角20o，Kmpi(每寸 痕数)20。典
型缺陷：刨面起毛、纤维撕裂

车 结果：一般到良好

锯切 锯切容易 轻度到中度的钝化效应

钻孔 结果：一般到良好 比较容易到容易

开榫眼 结果：一般到良好 比较容易到非常容易

成型铣 结果：一般到良好 比较容易到非常容易

贴面 无数据

砂光 比较好

紧固

螺钉 握螺钉效果：很好 平均螺钉防松力为386磅

直钉 握直钉效果：良好 平均直钉防松力为88/87/68磅(弦向/径向/端向)

胶粘 胶粘容易且效果好

涂饰

染色 一般 -- 良好

上漆 平均

上釉 结果：较好 产生有光泽的釉面。釉面剥离试验中表现良好

打蜡 结果：一般到良好

耐久性

耐腐性 耐腐性差

可处理性 难 防腐剂渗透难度心材：困难；边材：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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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脂冷杉

学名：Abies balsamea

香脂冷杉分布在加拿大三分之二的北方寒带林区。通
常可长到25米高。

在萨斯喀彻温省，香脂冷杉遍及整个北方寒带林地
区。常见于混生林，生长于中细土质、透水性好的土
壤，主要与白云杉、颤杨以及白桦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香脂冷杉占年许可砍伐总量的2%，
占针叶类树种年许可砍伐量的3%。

常见用途

主要用于云杉-松-冷杉(SPF)锯材和纸浆的生产。其他
用途包括胶合板和定向刨花板。

主要产品

纸浆

关键数据

比重 0.34

密度(干材，kg/m3) 350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965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58.3

硬度(纵切面，牛顿） 1820

颜色 - 边材 白色至奶白色

颜色 - 心材 乳白色至浅褐白色

机械加工性能 良好

紧固性能 一般 -- 良好

涂饰性能 良好

香脂冷杉在萨斯喀彻温
省的分布



20香脂冷杉

物理特性表

香脂冷杉 北美黑松 花旗松

密度(kg/m3)
湿材 335 410 450

风干材 350 430 487

比重 0.34 0.41 0.45

硬度(牛顿)
纵切面 1820 2190 2990

端面 3170 2990 402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7790 8760 11100

风干材 9650 10900 135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36.5 39.0 52

风干材 58.3 76.0 88.6

干缩 径向干缩(OD) 2.7% 4.7% 4.8%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7.5% 6.8% 7.4%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10.7% 11.4% 11.9%

体积干缩(Air) 5.7% 6.6% 7.0%

弦/径比 2.8 1.4 1.50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奶白色至浅褐白色。醒目的心材通常由霉菌感染或者化学变色所致

边材 白色至乳白色

心边材对比度 心边材通常难以区分

早晚材对比度 生长轮明显。晚材区一般较窄；早材区通常占年轮宽度的三分之二或以上。早晚材渐变

纹理

纹理通直均匀，质地中等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花纹明显，但生长轮不明显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细小斑点；年轮条浅淡不明显

木节

可有易碎的木节

其他

木材无臭无味。风化后成灰色，几乎无光泽



21香脂冷杉

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刨平质量中等
推荐刨 设置：前角20o，Kmpi(每寸 痕数)12典型
缺陷：纤维撕裂、毛刺

车 表面质量中等 常见缺陷：纤维撕裂

锯切 容易加工 轻微钝化效应

钻孔 钻孔质量较好 使用三尖定心钻头和单槽麻花钻头钻孔质量均较好

开榫眼 使用空心凿开的榫眼质量良好

成型铣 成型加工质量中等 推荐：端铣时用垫板抵靠加工件

贴面 无数据

砂光 良好

紧固

螺钉 握螺钉效果：中等 抗裂性好，平均螺钉防松力为361磅

直钉 握直钉效果：差 抗裂性好

胶粘 胶粘效果好

涂饰

染色 良好

上漆 油漆附着力良好

上釉 良好

打蜡 良好

耐用度

耐腐性 差 心材和边材都没有耐腐性

可处理性 难 防腐剂渗透难度 心材：极难；边材：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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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杨

颤杨在萨斯喀彻温省的
分布

学名：Populus tremuloides

颤杨是加拿大北方寒带林的优势阔叶树种。通常可长
到25米高。

在萨斯喀彻温省，颤杨遍布该省整个北方寒带林地
区。颤杨可在多种土壤条件中生长，多见于纯林，但
也常见于混生林，与香脂白杨、白桦、白云杉以及香
脂冷杉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颤杨占年许可砍伐总量的34%，占
阔叶类树种年许可砍伐量的83%。

常见用途

主要用于纸浆和定向刨花板生产。其他用途包括胶合
板、家具、板条箱和叉车托货底盘。

主要产品

纸浆

定向刨花板(OSB)

关键数据

比重 0.37

密度(干材，kg/m3) 408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1120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67.6

硬度(纵切面，牛顿） 2140

颜色 - 边材 接近白色

颜色 - 心材 米黄色 -- 乳白色 -- 浅灰褐色

机械加工性能 良好

紧固性能 一般 -- 良好

涂饰性能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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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表

颤杨 美国鹅掌楸 红橡

密度(kg/m3)
湿材 374 400 581

风干材 408 510 640

比重 0.37 0.40 0.58

硬度(牛顿)
纵切面 2140 2400 6170

端面 2820 734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9030 8400 10800

风干材 11200 10900 119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37.6 41.0 64.5

风干材 67.6 70.0 98.7

干缩 径向干缩(OD) 3.6% 4.6% 4.0%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6.6% 8.2% 8.6%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11.8% 12.7% 13.7%

体积干缩(Air) 8.3%

弦/径比 1.8 1.80 2.15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颜色变化范围：米黄色 -- 乳白色 -- 浅灰褐色

边材 接近白色

心边材对比度 无明显心边材色差

早晚材对比度 散孔材，年轮区分困难

纹理

纹理通直，质地细腻均匀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浅淡年轮纹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无花纹

节子

木节上下部分变色形成“彗星尾”或“锁眼”状木节

其他

湿材有异味，干材无色无臭。木质软而轻。风化渐成浅灰色并有丝绸般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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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刨平质量较好 推荐刨 设置：前角12o，Kmpi(每寸 痕数)16或20

车 表面质量良好
常见缺陷：纤维撕裂，加工面起毛(不太严重)。砂
光可去除这些缺陷

锯切 锯切阻力变化范围很大
不宜采用用加工较高密度阔叶材的设备加工参数，否
则加工表面质量差。此外，颤杨含较多应拉木，锯齿
易变钝，可造成加工面起毛

钻孔 质量中等 推荐设置：使用三尖定心钻头

开榫眼 很好 使用空心凿开的榫眼质量良好

成型铣 很好

贴面 无数据

砂光 良好
加工面起毛严重影响砂光。推荐设置：初次砂光后使
用细砂纸去除茸毛纹，并频繁更换砂纸

紧固

螺钉 握螺钉效果：良好
握螺钉力良好。抗裂性良好。平均螺钉防松力为482 
磅

直钉 握直钉效果：满意 -- 差
抗裂性良好，平均直钉防松力为166/170/102磅(切
向/径向/端向)

胶粘 胶粘：中等难度 粘着力良好

涂饰

染色 良好
染色效果良好。染色剂颜色加深会造成大块斑点。推
荐：轻度或中度染色

上漆 良好

上釉 良好 胶带拉拔试验中表现良好

打蜡 满意 使用淡色蜡效果最好

耐久性

耐腐性 差 低耐腐性限制了活立木树龄

可处理性 很好 木材渗透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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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脂白杨

香脂白杨在萨斯喀彻温
省的分布

学名：Populus balsamifera

香脂白杨广泛分布于加拿大北方寒带林地区。通常可
长到25米高。

在萨斯喀彻温省，香脂白杨分布整个北方寒带林区。
香脂白杨一般生长于水分充足、透水性一般的土壤
中。可形成纯林，但更常见于混生林，与颤杨、白桦
和黑云杉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香脂白杨占年许可砍伐总量的4%，
占阔叶类树种年许可砍伐量的11%。 

常见用途

主要用于生产纸浆和定向刨花板。其他用途包括板条
箱和木燃料颗粒。

主要产品

纸浆

定向刨花板(OSB)

关键数据

比重 0.37

密度(干材，kg/m3) 415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1150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69.8

硬度(纵切面，牛顿) 1840

颜色 - 边材 接近白色

颜色 - 心材 灰白色至灰褐色，常带一丝红褐色调

机械加工性能 差 -- 中等

紧固性能 差 -- 中等

涂饰性能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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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表

香脂白杨 美国鹅掌楸 红橡

密度(kg/m3)
湿材 372 400 581

风干材 415 510 640

比重 0.37 0.40 0.58

硬度(牛顿)
纵切面 1840 2400 6170

端面 2740 734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7930 8400 10800

风干材 11500 10900 119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34.5 41.0 64.5

风干材 69.8 70 98.7

干缩 径向干缩(OD) 3.9% 4.6% 4.0%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6.4% 8.2% 8.6%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11.6% 12.7% 13.7%

体积干缩(Air) 9.5%

弦/径比 1.8 1.80 2.15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灰白色至灰褐色，常带一丝红褐色调

边材 接近白色

心边材对比度 区别不明显

早晚材对比度 生长轮窄到宽，年轮由一轮细窄的轮界薄壁组织清晰划分

纹理

一般纹理通直，可有螺旋纹或交错纹。质地比较均匀一致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浅淡年轮纹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无花纹

其他：木材有浅淡的生长轮花纹

木节

无数据

其他

湿材有臭味；彻底干燥后无臭无味。香脂白杨很象颤杨，但质地较粗，湿心材较多发，颜色较深，少光泽或无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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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刨平质量差
推荐刨 设置：前角20o，Kmpi(每寸 痕数)8。  
典型缺陷：加工面起毛、纤维撕裂

车 表面质量良好

锯切
与其他低密度树种相比，性能中等；
与高密度树种(如枫树)相比，性能差

使用传统方法锯切杨木木材(如颤杨)，易发生夹锯
及/或撕裂

钻孔 钻孔质量差 推荐设置：使用三尖定心钻头

开榫眼 使用空心凿开榫眼质量差 常见开榫眼缺陷：隼眼外木材碎裂，榫眼内纹理压溃

成型铣 成型表面质量差
常见成型缺陷(按发生频度由高到低排列)：边角碎
裂、端纹粗糙、加工面起毛、毛刺和纤维撕裂。 推
荐：端铣时用垫板抵靠加工件

贴面 无数据

砂光 表面质量比颤杨差

紧固

螺钉 握螺钉效果：差 抗裂性良好

直钉 握直钉效果：差
抗裂性良好。平均直钉防松力为108/101/71磅(弦向/
径向/端向)

胶粘 胶粘效果：满意

涂饰

染色 较好
质地软，多木纹。染色效果多变。推荐：使用固体
颜料染色

上漆 油漆附着良好

上釉 无数据

打蜡 无数据

耐久性

耐腐性 差

可处理性 防腐处理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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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

白桦在萨斯喀彻温省的
分布

学名：Betula papyrifera

白桦广泛分布于加拿大北方寒带林地区。通常可长到
20米高。

在萨斯喀彻温省，白桦分布在整个北方寒带林地区。
白桦一般生长于潮湿、透水性好的沙质或淤泥质壤土
中。可形成纯林，但更常见于混生林中，与颤杨、香
脂白杨、白云杉和香脂冷杉混生。

在萨斯喀彻温省，白桦占年许可砍伐量的3%，占阔叶
类树种年许可砍伐量的6%。

常见用途

主要用于纸浆和定向刨花板。其他用途包括锯材、胶
合板、家具、橱柜和地板。

主要产品

硬木锯材

地板

纸浆

建筑门窗

关键数据

比重 0.51

密度(干材，kg/m3) 571

弹性模量(干材，兆帕) 12900

抗弯强度(干材，兆帕) 47.2

硬度(纵切面，牛顿） 4320

颜色 - 边材 白黄色

颜色 - 心材 暗褐或红褐色

机械加工性能 极好 -- 良好

紧固性能 极好 -- 良好

涂饰性能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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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表

白桦 美国鹅掌楸 红橡

密度(kg/m3)
湿材 506 400 581

风干材 571 510 640

比重 0.51 0.40 0.58

硬度(牛顿)
纵切面 4320 2400 6170

端面 4350 7340

弹性模量(兆帕)
湿材 10000 8400 10800

风干材 12900 10900 11900

抗弯强度(兆帕)
湿材 22.1 41.0 64.5

风干材 47.2 70 98.7

干缩 径向干缩(OD) 5.2% 4.6% 4.0%

OD=烘干 弦向干缩(OD) 7.2% 8.2% 8.6%

Air=风干(含水率12%) 体积干缩(OD) 13.8% 12.7% 13.7%

体积干缩(Air) 10.5%

弦/径比 1.4 1.80 2.15

视觉特性表

颜色

心材 淡灰色。常自然发生暗褐色或红褐色色变

边材 白黄色

心边材对比度 极少 -- 很明显

早晚材对比度 散孔材，生长轮不明显

纹理

纹理通直，质地细腻均匀

花纹

弦切板、旋切单板：浅淡年轮纹

径切板、径向刨切单板：无花纹

其他：生长轮花纹浅淡，多髓斑

木节

无数据

其他

木材无独特的气味或味道。白桦木材硬度中等，重且强度高。一般比黄桦木材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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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性能

工序 效果 点评

机械加工

刨平 刨平质量极好
推荐刨 设置：前角12o或20o，Kmpi(每寸 痕数) 
12、16或20。

车 表面质量极好

锯切 容易 锯切质量良好，手工锯加工容易

钻孔 极好
不管是使用三尖定心钻头还是小心使用其他钻头，钻
孔质量均极好

开榫眼 极好 使用空心凿开榫眼质量极好

成型铣 很好

贴面 贴面效果好

砂光 很好

紧固

螺钉 握螺钉效果：极好 抗裂性差。平均螺钉防松力为723磅

直钉 很容易裂开
但是一旦钉入，木材握直钉能力极好。平均直钉防松
力为199/213/151磅(弦向/径向/端向)

胶粘 胶粘难度中等

涂饰

染色 满意
可获非常光滑的饰面。采用自然色最好。随着色调加
深，颜色不均变得明显。固体颜料涂饰容易，效果好

上漆 良好 -- 极好

上釉 良好 胶带拉拔试验中表现良好

打蜡 极好

耐久性

耐腐性 不耐腐

可处理性 可处理性很好



 

Contact
Forestry Development Branch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PO Box 3003

Prince Albert, SK S6V 6G1

Phone: (306) 953-3785

forestrydevelopmentbranch@gov.sk.ca

economy.gov.sk.ca/forestry

联系地址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阿尔伯特王子市

省经济厅林业开发部

邮政信箱：3003
邮编：S6V 6G1

电话：+1 (306) 953-3785

电邮：forestrydevelopmentbranch@gov.sk.ca

网址：economy.gov.sk.ca/fore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