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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的《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
（ 林产协标[2019]11 号），
编制《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团体标准，标准计划编号
CNFPIA-2019006，该标准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
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
2 标准制定的意义
我国是森林资源相对匮乏、森林覆盖率 21.63%，低于全球 31%的平均水平，
刨花板是以多种小径材、间伐林为原料，家具工业剩余物，通过现代化连续生产
线加工成型，相比细木工板、胶合板，能更有效提高材料利用率。从而保护森林
资源。
刨花板由于采用了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工艺，生产过程高效节能，生产产品
理化性能稳定均匀，产品一致性优于胶合板和细木工板，符合国家林业产业十三
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目前刨花板在人造板中的占比不足 10%，而且 90%主要用
于家具行业，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8 年度，全国建成投产 25 条刨花板
生产线，新增生产能力 389.5 万立方米/年。数据显示，刨花板的产量未来还将继
续增长。
当前刨花板应用于家具家装行业，主要是生产浸渍胶膜纸饰面刨花板，为了
达到饰面的要求，表层需要铺设纤维刨花以达到表面平整度的要求，表层刨花的
铺装增加了工艺的复杂性，降低了产品的力学性能，在潮湿状态下，容易膨胀产
生鼓包，变形，日久还会带来边缘破损脱落的可能。
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是基于优质刨花板开发的一种新 型家具家
装板材，保持了刨花板的力学性能和产品均匀性，兼顾了胶合板饰面工艺，
通过产品创新和产品升级，借助新工艺赋予饰面刨花板新的环保性能，理
化性能，表面不易受潮脱落，整体力学性能有所提升，是刨花板产品技术
升级和应用推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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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的市场，为企业提供技术规范和质
量评定依据，为引领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急需制订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
花板的团体标准。本标准属于首次制订，填补了该项产品的标准空白，对
国内同行业的生产经营企业、消费者、检测机构均具有重要的制定作用。
3 起草小组的组建
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日照市澳思柏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杭州柏菲伦定制家居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标准起草单位包含了
行业管理单位、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代表参与起草工作。
4 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工作
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为了进行标准的编制工作，成立
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和编制思路。
标准起草工作组收集、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资料，在国家标准、企业
内控标准以及企业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提出初步的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到企业生产现场安排模拟实验，获得产品数据，确定产
品的关键技术指标，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形成标准草案。
2019 年 6 月 16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人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毕海明、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昊代表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北京参加了本标准的立项评审会，向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专家汇报了标准的基本情况和标准草案，说明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与
创新性，顺利通过立项评审答辩。
2019 年 7 月 6 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标准起草工作组组织有关专家和标准
起草人员代表在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召开了“《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
团体标准启动暨研讨会”，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标准化与产业政
策研究室主任段新芳、国家人造板与木竹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常务副主任付跃
进、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竹类研究所袁少飞、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毕海明、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昊、千年
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郝玉东、日照市澳思柏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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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李中华等参与会议。标准起草工作组代表刘昊介绍了标准
编制的各项工作的进展以及该标准的讨论稿，与会专家对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了
认真详细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17 条，经过讨论采纳了 15 条，并在会后补
充了防潮性能测试等试验数据，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 标准编制原则
规范性：本标准的起草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鉴于产品的技术特点，重点参考了国家标准 GB/T
34722-2017《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和 GB/T 4897-2015《刨花板》。
科学性：该标准根据规范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目标出发，严格检测该产品各种
质量技术指标，确定了相关技术指标的项目和要求，并反复严谨验证复核，确保
该标准的技术指标科学合理，编制科学。
严谨性：编制小组对标准反复研讨，集中各种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不断优
化标准的结构和表达，不放过每一个问题，严格把关，严格验证。
二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1 术语和定义
在术语和定义中明确给出了“基层单板”，“表层单板”，“复合刨花板”、“浸渍
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的定义。
2 分类
本标准将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按使用场所分为普通型和防潮型，普通
型适用于常规的家具制作和装修，防潮型用于阳台，厨卫场所，以及南方湿度较
大的地区。按照装饰面分为单面型和双面型，单面型可以明显降低制造成本，用
于特殊的工艺场所，如木门的双面压贴。分类有利于产品的合理应用，降低成本。
3 要求
要求部分分为四个模块，原辅材料的要求，外观质量的要求，规格尺寸及其
偏差的要求，理化性能的要求。
原辅材料要求中，按照不同的应用场所，通过引用 GB/T 4897-2015《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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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规定了刨花板的类型质量依据，规定了胶黏剂对有害物质控制的要求，结
合生产经验规定了表层单板和基层单板的基本材料类型和要求。
外观质量基于浸渍胶膜纸和单板的复贴工艺特点，充分借鉴了 GB/T 34722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产品表面缺陷术语，规定了各等级的标准
要求。考虑适用场所和简洁性的要求，设置了优等品和合格品两个质量等级，方
便生产和市场推广。
规格尺寸的要求中，考虑实际的生产情况，规定了板面的尺寸和尺寸偏差，
本标准参考了 GB/T 19367-2009《人造板的尺寸测量》，从厚度、长度、宽度、
垂直度、边缘直度以及平整度几个方面做出了要求，方便下游用户用于匹配自身
的生产设备要求。
理化性能方面，结合产品的工艺特点和适用场所，按照不同的产品类型，设
置了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2 h/24 h 吸水厚度膨胀率、表面胶合强度、含水率、
甲醛释放量、浸渍剥离、握螺钉力和多项表面性能等技术指标，对防潮型浸渍胶
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增加了防潮性能的要求。
甲醛释放限量引用了国家强制标准 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
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与林业行业团体标准 T/CNFPIA 1001《人造板甲醛释放
限量》的要求，通过融合团体标准，促进了本标准在技术上的包容性和协调性。
正是这些指标的综合作用，最大限度体现了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和适宜性，有
利于工厂的质量控制和产品的检验检测，在市场应用中凸显产品的差异化。
4 检验方法
标准给出了外观质量检验方法和环境条件。
标准给出了规格尺寸的检验方法和仪器工具。
标准给出了理化性能检验的样品制取的裁样和尺寸，绘制了明确的试样图和
试件图，给出了理化性能检验方法。
5 检验规则
在检验类型中给出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项目和条件。
在抽样方法中依照外观质量、规格尺寸、理化性能给出了抽样方案。
在判定规则中给出了外观质量规格尺寸 理化性能的结果判定规则，并给出
了综合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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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实验结果
标准起草工作组安排了多次产品试验，以便获得实验真实性数据，饰面层采
用了豆基蛋白胶粘剂，基材分别采用了 P2 型刨花板和 P6 型刨花板，通过常规
生产设备进行产品制备，检测后进行标准的数据比对分析。这五组实验的样品测
试数据（表 1）为确定本标准的技术指标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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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样品（18 mm 规格）测试数据
样品序号

基材类型

饰面类型

含水率

表面胶合强度
MPa

横向静曲强度
MPa

浸渍剥离

内结合强度
MPa

2 h 吸水膨胀
率

24 h 吸水膨
胀率

甲醛释放量
mg/L

1

刨花板
（P2 型）
11 mm

3.2 mm 杨木中板
+0.5 mm 重组装
饰单板+80 g 浸渍
胶膜纸

6.98%

1.66~3.14
平均值 2.27

21.47~27.65
平均值 24.97

合格率
100%

0.84

2.2%

/

0.06

2

刨花板
（P2 型）
12 mm

2.8 mm 杨木中板
+0.5 mm 重组装
饰单板+80 g 浸渍
胶膜纸

5.70%

2.02~2.74
平均值 2.45

23.11~30.24
平均值 26.50

合格率
100%

0.83

1.3%

/

0.06

3

刨花板
（P2 型）
12 mm

2.8 mm 杨木中板
+0.5 mm 重组装
饰单板+80 g 浸渍
胶膜纸

6.20%

1.76~1.89
平均值 1.83

21.42~56.20
平均值 29.50

合格率
83%

0.66

1.4%

/

0.20

4

刨花板
（P6 型）
12 mm

2.8 mm 杨木中板
+0.5 mm 重组装
饰单板+80 g 浸渍
胶膜纸

7.50%

1.62~1.88
平均值 1.74

21.42-56.27
平均值 30.25

合格率
100%

0.63

/

11.2%

0.15

5

刨花板
（P6 型）
14 mm

2.0 mm 杨木中板
+0.5 mm 重组装
饰单板+80 g 浸渍
胶膜纸

6.10%

1.39~2.14
平均值 1.67

16.66~20.28
平均值 18.40

合格率
100%

0.42

/

12.8%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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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防潮型浸渍纸饰面复合刨花板的防潮性能和测试方法，也对产品样
品（18 mm 规格）的防潮性能测试方法进行了验证。测试结果为确定产品的防潮
性能提供了依据。
表 2 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样品（18 mm 规格）防潮性能测试结果
样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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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单位

检测结果

结论

选项 1：煮沸后内结
合强度

≥0.08

MPa

平均值

0.13

合格

选项 2：70 ℃水中浸
渍处理后静曲强度

≥4.5

MPa

平均值

9.2

合格

四、标准的技术先进性
1 主要技术指标与其他标准的比对（以普通型 18 mm 规格为参考）：
检验项目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值

本产品测试结果

本标准要求

甲醛释放量

T/CNFPIA 1001

0.124 mg/m3

0.012 mg/m3

同参考标准

静曲强度

GB/T 34722-2017

12MPa～15 MPa
（80%）

25 MPa（100%）

≥ 16 MPa

握螺钉力

GB/T 4897-2015

≥900 N

1000 N

≥ 950 N

表面胶合强度

GB/T 34722-2017

0.6 MPa

0.84 MPa

≥ 0.65 MPa

通过以上指标比对可见，本标准在甲醛释放限量方面，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静曲强度优于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的国家标准指标，高于刨花板的
国家标准指标；握螺钉力优于刨花板的国家标准指标，有利于提升家具产品的品
质与可靠性；表面胶合强度优于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的国家标准指
标，使得产品更加耐用，不易损坏。
结合其他的指标，本标准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的水平。
2 良好的平整性、赋予产品优秀的加工性能、适合家居制品在流水线自动化设备
加工的工艺要求。
3 工艺简单，质量可靠，免砂光，省略了细刨花饰面层，节能环保。
4 分为普通型和防潮型两种，能适应不同湿度环境的功能性要求。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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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本产品目前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团体标准。
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符合国家
现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与现行标准无冲突。本标准涉及到的强制性标准为 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与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在技术指标上符合
国家标准的要求。
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标准条款：
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
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4897-2015《刨花板》
GB/T 14732《木材工业胶粘剂用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GB/T 17657-2013《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59-2018《人造板及表面装饰术语》
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3《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19367-2009《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28995《人造板饰面专用纸》
LY/T 2373《木材工业用豆基蛋白胶粘剂》
T/CNFPIA 1001《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
规范性引用文件均为现行有效文件。
六、社会效益
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是基于刨花板产品的创新产品，目前有多家企业
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产品市场推广，该产品新型板材结构和良好的理化性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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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传统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的固有缺陷和不足，适合流水线的生
产，产品质量更可靠，是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的升级换代产品。
该产品降低了对刨花板基材的表面要求，节省了能源，简化了刨花板的生产
工艺过程，促进了刨花板的市场推广，迎合了当前刨花板行业快速扩张的市场环
境。
当前，作为一款创新产品，尚无对应的相关标准可以用于生产、检验、市场
推广，因此本标准的实施，将方便生产厂的产品开发和生产，方便经销商的推广
和销售，也会给消费者带来科技进步的新体验。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第一次起草。
九、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填补了标准空白，对团体内相关企业
的生产具有指导意义，对检测机构为相关产品的检测提供了依据，可作为推荐性
团体标准颁布实施，推荐同行业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销售中加以采纳，共同推进
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推广。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有可能涉及相关产品的技术专利，标准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浸渍胶膜纸饰面复合刨花板》标准研制工作组
2019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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