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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板的分类

 1，实木地板

 2，强化木地板

 3，实木复合地板

 4，竹木地板

 5，软木地板

 6，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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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地板定义

实木地板是以天然木材为原料，从面到底是同一树种加工而成的地

板。由于其选用天然材料，始终保持其自然本色，不会产生污染，

不易吸尘，是名符其实的绿色建材产品。按其结构可分为平口地板、

企口地板、指接实木地板、集成指接实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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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三个切面

径切面:沿着木材半径方向的切
面；

弦切面:垂直木材半径方向的切
面；

横切面:垂直木材轴线方向的切
面；

边材:木材边部浅色部分；
心材:木材心部深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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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切面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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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特性

径切板（山纹）表面有横向纤

维(木射线)的作用,阻碍其膨胀

与干缩，变形量比较低。

弦切板（直纹）的变形量通常

是径切板的1.5~1.8倍，个别

树种可达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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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

 定义：

化学名为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是以一层或多层专用纸浸渍热固性氨基

树脂，压贴在高密度纤维板（HDF）基材表面，正背面加平衡层，高温热压而

成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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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耐磨层

 为最表层的透明层，厚度一般为0.1㎜，其原材料为红蓝宝石体，学名为三氧

化二铝（AI2O3），异常坚硬耐磨且有阻燃功能，其（AI2O3）含量和纯度越

高，耐磨值也越好。同时要均匀而细密地附着在装饰纸的表面，覆盖时即不遮

盖装饰层上的花纹和色彩，又要均匀而细密地附属在装饰层的表面。耐磨纸的

重量可分为六个标准33、38、45、49、62、7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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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耐磨层

本公司采用美国米德（MADE）进口38g、45g耐磨纸，此种耐磨

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耐磨纸，耐磨达到6000转以上，家庭质保15年

以上，符合国家标准，成本较高。有些小规模的地板厂，一般都采

用国内普通低克数耐磨纸（18g、24g、28g），质量差，价格低，

使用年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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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装饰层

即肉眼看到的亲切、逼真的木纹装饰层。采用电脑仿制不同图案和

色彩通过特殊加工的印刷纸，经三聚胺溶浸渍后，能防水、防潮、

防紫外线（不褪色）和阻燃；纹路逼真，充分体现木材花纹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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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装饰层

公司采用进口花色纸：德国夏特，IP等，低端产品也采用国内知名

品牌天津中原装饰纸，纹理清晰，色泽饱满，抗紫外线辐射，色牢

度达到7-8级，部分花色名师设计并独家买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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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基材层

密度大于850KG/M3,木质纤维含量高达95%以上甲醛释放量低于

的高密度板，它避免了实木地板木纤维经纬同向、密度分布不匀造

成的变形、开裂等缺陷，大大提高了地板的坚韧性、抗冲击性、外

观平整和尺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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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基材层

公司采用国内最优质大亚，丹宝基材，保证基材密度在900KG/M3

以上，甲醛释放量地，防潮性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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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结构—平衡层

平衡层是地板背面表层，采用高分子树脂材料，胶合于基材底层，

起稳定防潮避免潮气进入强化地板的作用。厚度为0.1㎜。平衡层

所用的平衡纸为半漂白或漂白亚硫酸木浆制成的牛皮纸，中加填料，

要求具有一定的厚度和机械强度。

 公司采用的平衡层为山东鲁南120克平衡纸，达到地板两面的拉力

平衡，能有效防止由温度过高引起的瓦状变形，杜绝潮气侵蚀地板，

并钢印品牌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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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

 定义：

以实木拼板或单板为面层，实木条为芯层、单板为底层制成的企业地板和以单

板为面层、胶合板为基材制成的地板。以面层树种来确定地板树种的名称。

 分类：

1，多层实木复合

2，三层实木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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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的结构

三层实木复合 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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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地板

 定义：

将天然楠竹破解成条，去掉竹皮、竹囊选用竹径部位竹片，经蒸煮、脱脂、脱

水处理后变成竹木，拼接压合而成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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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木地板

 定义：

软木是用栓皮栎橡树的树皮经碎、筛选、过滤、搅拌、热压、固化等过程

的一种复合材料的地板。

 软木天生具有微小气囊,它是完全致密而封闭的，不会渗油渗水，不容易受潮

变形，更不会藏污纳垢,经过表面特殊处理的软木地板还可以用于厨房卫生间

等潮湿空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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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地板

 1，淋漆复合板：表面淋漆+装饰纸+基材+平衡纸

 2，耐磨实木复合：耐磨层+装饰纸+多层板+实木底板

 3，竹木复合地板：竹面+多层板

 4，防水地板：基材为PVC材料

 5，桑拿板：经过特殊处理的实木地板

 6，数码地板：实木皮+密度板+实木单板

 7，其他异形地板：曲线，正方形等



Page 20

强化木地板

 强化木地板的诞生,为消费者提供了选购价廉物美的地面铺装材料的全新机
会, 它的诸多特色源自多年来木地板消费市场的需求积聚,它的快速发展显现了
强化木地板在用户心目中的认可程度和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强化木地板在中国木质地面铺装材料市场中已成为占有
率第一的品类。

 1985年由瑞士和奥地利刨花板生产商联合研制出强化木地板
 1995年，强化木地板进入全面国产阶段
 1995—2005，强化地板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2005-2010，进入品牌竞争阶段。
 2010-2015，预计进入行业成熟期即洗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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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强化木地板

第一代产品：原装进口，规格为
1380*192*0.8cm 需施胶安装.

第二代产品：国产，规格为1210*196*0.8cm

锁扣技术.

第三代产品：国产，805*125*12cm仿实木，
倒角热转印技术.

第四代产品：1210*145-196*12 

模压
第五代产品：805-2440*125-296*12 

同步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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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强化木地板质量的核心因素
---原材料要求

 （一）耐磨层
 耐磨层是用加了耐磨材料三氧化二铝的表层纸浸渍三聚氰胺树脂制成的，是
决定强化木地板寿命的关键部分。耐磨层赋予了强化木地板表面耐磨、耐刻划、
耐香烟灼烧、耐污染、耐腐蚀、防潮等重要的理化性能，也正是这些特性构成
了强化木地板有别于油漆类地板的诸多优点，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对家居装饰的
需求，还能有效节省清理时间，为消费者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便
利。

 耐磨纸发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应用于保龄球道表面。随着强化木地板产品
的发明与应用，耐磨纸被欧洲生产商应用于强化木地板生产并成为强化木地板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耐磨纸的国产化率约为40%，高档耐磨纸仍然依
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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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耐磨层

含有三氧化二铝耐
磨层

装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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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磨层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

（1）耐磨表层纸定量

 耐磨表层纸定量是每平方米纸的质量，定量越高内含的耐磨材料三氧化二铝越

多，制成的强化木地板越耐磨，但透明度会有所下降。目前通常使用的耐磨表

层纸的定量为46 克/平方米和62克/平方米。使用46 克/平方米耐磨表层纸制成

的强化木地板其耐磨转数大于或等于6000转。使用62克/平方米耐磨表层纸制

成的强化木地板其耐磨转数大于或等于9000转。优质强化木地板首先要采用

优质的耐磨表层纸，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强化木地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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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明度

透明度是衡量耐磨层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在为强化木地板提供表面理化性

能的同时，耐磨层还必须保持清晰透明，以充分显现装饰层图案的美感。但是

耐磨表层纸中的三氧化二铝对表层纸的透明度会有所影响。因此生产企业必须

综合考虑耐磨和透明两个问题，以保证强化木地板具有天然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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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质耐磨表层纸对强化木地板质量的影响

 受到制造技术、资金、设备及管理经验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市场上仍存在品

质较低的耐磨表层纸产品。用这种表层纸生产的强化木地板无论在耐磨的稳定

性，还是产品的清晰度等方面均与高品质产品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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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耐磨性差异大
耐磨层中三氧化二铝颗粒分布不均会造成最终生产出的强化木地板在不同部位

耐磨程度不同，局部位置很快被磨损，不能真正达到国标要求。表现为有些强化

木地板在铺设半年或一年后，其表面就出现局部的磨损。另据调查，目前市场上

一部分强化木地板产品表面耐磨转数只有3000转，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6000

转，有些甚至只有几百转。这些产品使用了低定量的耐磨表层纸，甚至不含氧化

铝的表层纸以次充好，大大降低了强化木地板的使用寿命，这也正是近几年“五

劣板”频繁现身的根源之一。

（2）耐磨层透明度差

耐磨层透明度差导致深色木纹地板表面呈现白雾状，无法清晰显现装饰层的

图案，大大影响了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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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耐磨层质量优劣的方法

 用180目砂纸在产品表面打磨 20-30下后如果发现装饰纸磨损，则说明耐磨层

易损坏，不耐磨。通常合格的耐磨层经过50下打磨后，表层都不会受损,更不

会伤及装饰纸。此外，观察表层应清晰、无白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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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磨等级的划分

400
0

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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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饰层

 装饰层是由装饰纸浸渍三聚氰胺树脂制成，一般定量为80克/平方米和70克/平

方米。强化木地板装饰性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装饰层。

 强化木地板15年能迅猛发展并风靡全球，与装饰层将自然界大部分可以用作
地面装饰的表面纹理和色调进行艺术创意及设计，为消费者提供多元的家装灵
感，营造出真正的具有个人风格的居住环境是分不开的。装饰层的出现冲破了
天然材料的局限性，使地面材料的表现形式得到了空前解放，使人类走进了地
面材料的新时代。就印刷装饰纸而言，目前国内品牌装饰纸全国市场占有率可
以达到60%以上，但自主开发和款式更新速度比国际品牌慢。优质装饰纸由于
使用稳定性较高的生产设备和严格的湿度控制系统以及选择优质原材料，其颜
色自然柔和、纹理优美流畅、有较强的渐变层次，整体感觉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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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层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

（1）耐光色牢度
高品质的装饰纸在生产中加入了特殊的抗紫外光原料，装饰层的抗紫外线能力大大加强，可以使板
材颜色数年保持不变（耐光色牢度可达BWS-8级）；而没有添加特殊耐光材料的产品耐光色牢度很
差，几个月就会出现色差和褪色，尤其易出现在强光直射的客厅、窗户边、家具摆放处，破坏了地
板整体装饰效果，一旦挪动家具，地板原有的装饰性作用会大打折扣。一般耐光色牢度大于蓝色羊
毛标准BWS-7级以上的产品使用10年左右后，正常情况下，表面变化不大。耐光色牢度每升高一个
级别，产品成本也会有很大差异。
基于上述问题，国内外相关领域开始关注装饰纸耐光色牢度指标。2006年，中国强化木地板新国家
标准（报批稿）已增加耐光色牢度指标，国内优质产品的此项指标已达到较高水平。

（2）装饰性

由于技术水平、经验、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的差异，装饰纸的图案花纹的印刷质量差距很大。
优质产品看上去自然、细腻、耐看、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整体感觉是厚实、柔和、鲜艳；
而有些小企业技术和工艺落后，生产装饰纸的质量存在一定问题，这些产品在感官上出现的
直觉是干涩、重影，严重影响产品的装饰效果及居住者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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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颜色批次稳定性

除设计师特意将某些地方的颜色设计得不一致以外，优质的装饰纸色彩一般很稳定；而在原材料性能、设备

和经验不足的条件下生产出的产品，同一批次和不同批次生产出的产品色彩会有一定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消

费者在地板铺装完毕后，会发现同样纹理的地板颜色深浅不一致的原因。

（4）整体装饰效果

地面装饰材料最忌讳的两点是：整体视觉混乱和视觉效果呆板，要避免这两个问题地板产品必须从装饰层的

生产工艺、设备和图案设计入手。现在市面上少数地板表面的装饰层是低质量或仿制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

缺乏自然的美感。

装饰层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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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量装饰纸表现

①低质量产品：
不具备专业经验的设计人员和一流的设计设备、生产设备、原材料粗糙，操作不熟练，生产环境
不稳定，以上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看上去模糊、有非自然的黑斑、白斑和令人不舒服的重影。
对于这种劣质产品，消费者只要留心一眼就能看出，这种产品不利于人们的视觉心理。

②仿制产品：
通常仿制产品与原版产品在清晰度上有很大差异，消费者应尽量购买原版产品。因为再好的扫描
设备都不可能获得原版的所有信息，最多能获得90%的信息，而丢掉的10%的信息正是表面装饰
设计的灵魂——细节。真正的自然在于对细节的表现能力，而要获得这10%的表现能力，企业就
得具备好的设计、制版、高精设备和一流的生产环境，一个关注品质的企业，可能95%的投资都
在这10%的细节效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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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板基材

 基材是强化木地板的主体部分，通常采用高密度纤维板作为基材。制作高品质

强化木地板的高密度纤维板质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树种及树种搭配、生

产工艺、胶粘剂种类、施胶工艺、是否施加防水剂等。不同质量的高密度纤维

板生产的强化木地板质量有所不同。用优质的高密度纤维板制成的强化木地板

强度大、抗冲击、防潮性能好、稳定性能好、不易翘曲变形、甲醛释放量低。

用低质的高密度纤维板制成的强化木地板将不能满足标准要求和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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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密度纤维板（HDF）在强化木地板生产过程的核心作用

（1）强化木地板的成本核心
 强化木地板基材约占成本60%-70%。通常，按照国家标准，基材可以划分为合格品、一等品

和优等品；按照甲醛释放量等级分，可以分为E2级和E1级。不同等级的高密度纤维板，其价
格成本也不同。因此，强化木地板的价格与高密度纤维板的等级密切相关。

（2）强化木地板的品质核心
 依照现行的国家标准，强化木地板的质量与基材的内在质量直接相关，涉及的指标有静曲强度、

内结合强度、表面胶合强度、抗冲击、尺寸稳定性、表面耐划痕等。因此基材的质量直接决定
强化木地板的质量。

（3）强化木地板的健康核心
 由于强化木地板的主要原材料是高密度纤维板，因此基材的甲醛释放量等级决定着强化木地板

产品的环保性能。因此在选择强化木地板基材即高密度纤维板时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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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劣质基材的几个显著特征

 ①密度小 通常密度小于0.80g/cm3

 表面粗糙

 中间有分层现象

 榫槽榫舌处有毛边，且强度小

 甲醛释放量超标，释放刺激性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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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生产流程

 作为强化木地板质量的关键条件，制造精密度取决于加工地板的设备和工艺。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领

先的强化木地板生产基地，配备了最先进的浸渍生产线、低压短周期压机、高速地板开榫线等专业配套

设备，优秀的大型强化木地板企业年生产能力可达2000多万平方米，可以生产各种不同规格和不同功能

的强化木地板，如实木地板规格、V型倒角、榫槽端面防水处理、不同的表面结构、附贴各种防潮静音

垫、各种锁扣形式、地热专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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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的优劣直接影响强化木地板的质量

 压板工艺对设备压力均匀度、压合温度有着精确的要求，压合制造精度不足就会导致胶合不良，

几层浸渍纸与基材胶合不好，发生鼓泡、剥离等现象。

 锁扣的加工精度要求也很高，如果加工不精密就会造成结合力降低、结合强度不足，甚至导致

锁扣结构功能失效；

 切削精度决定着产品的尺寸稳定性，不精确切削容易造成地板拼接离缝和高差超标。

 尺寸性能：尺寸性能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大小头，造成产品安装后出现较大裂缝。无论是端头还

是长边，都可能造成安装问题。

 压板光泽度及平整度：好的压板设备和工艺可以使地板表面受力均匀、热量分布均匀，这样既

有利于表面性质均匀稳定，也有利于耐磨层物质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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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

何为实木复合地板
 以实木拼板或单板为面层，实木条为芯层、单板为底层制成的企业地板和以单
板为面层、胶合板为基材制成的企口地板为实木复合地板。以面层树种来确定
地板树种的名称。

 实木复合地板分三层实木复合地板和多层实木复合地板两类，其中三层实木复
合地板起源于欧洲，多层实木复合地板起源于亚洲。在我国，由于市场环境的
因素，起步较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木复合地板进入了快速发
展的时期，尤其从2003年开始，实木复合地板以超过4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
长，成为中国木地板产业的主导产品之一。同时，由于实木复合地板优雅温馨
而又性能稳定，还适用于地热采暖，并能够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具有优化
木材利用等优势，也成为国内外市场消费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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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的产品发展方向

产品多样化和个性化
产品的面板树种更加丰富、厚度更加科学合理、风格更趋于人性化
表面涂饰由涂漆向涂油方向发展
表面耐磨性能进一步提高
地板普通企口型向锁扣型发展
使用的胶粘剂更加环保
产品由单一的装饰性，向装饰性和功能性同步发展
结构更科学化，综合性能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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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定义

 以实木拼板或单板为面层，实木条为芯层、单板为底层制成的企业地板和以

单板为面层、胶合板为基材制成的企口地板为实木复合地板。以面层树种来确

定地板树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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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的特性

 环境调节作用：能部分调节室内的温湿度。
 自然视觉感强：实木复合地板面层有美观的天然纹理，结构细腻，富于变化，

色泽美观大方。
 脚感舒适：实木复合地板有适当的弹性，磨擦系数适中，便于使用。
 材质好、易加工、可循环利用：木材是一种可以再生的天然材料，是当今世

界四大材料（钢材、木材、塑料、水泥）中最具可持续利用优势的绿色材料。
其中三层实木复合地板用旧后可经过刨削、除漆后再次油漆翻新使用。

 良好的地热适应性能：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可应用在地热采暖环境，解决了目
前实木地板在地热采暖环境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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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分类

 按面层材料分：实木拼板作为面层的实木复合地板；单板作为面层的实木复
合地板。

 按结构分：三层结构实木复合地板；以胶合板为基材的实木复合地板。
 按表面有无涂饰分：涂饰实木复合地板；未涂饰实木复合地板。
 按地板漆面光泽度分：亮光实木复合地板；亚光实木复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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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常用面层树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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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复合地板产品常用规格

 三层实木复合地板：长度（910~2200）mm，宽度（125~205）mm，厚度

（12~15）mm。

 多层实木复合地板：长度（910~2200）mm，宽度（90~303）mm，厚度

（8~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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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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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工艺说明

（1）面板加工：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的面板厚度通常为（0.3~2.0）mm，其偏差应小于±0.20mm，面板通常

要求平整，无腐朽、虫眼、裂纹、死节等缺陷，含水率应满足相关工艺要求。它是多层实木复合地板重

要组成部分，面板的材质、厚度偏差直接影响产品的品质。面板加工通常使用刨切或旋切工艺。

（2）基材要求：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的基材通常为优质的多层胶合板材，要求基材面板平整，无腐朽、鼓泡、

裂纹、虫眼、死节等缺陷，含水率也应满足相关工艺要求。基材层间不能有分层现象。

（3）涂胶、组坯：对基材面板进行涂胶并组坯。涂胶使用的胶粘剂必须环保，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涂胶应

均匀，涂胶量应满足胶合质量要求。

（4）热压：将组坯好的板坯利用热压机按照热压工艺要求进行热压成型，热压参数如温度、时间、压力必

须与热压工艺相适应，以保证产品质量要求。

（5）养生：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热压后也需要进行养生处理以消除热压过程中产生的应力，即在恒温、恒湿

的条件下进行平衡处理。

（6）表面涂饰工艺：油漆是多层实木复合地板不可缺少的表面处理，旨在提高表面装饰效果，保持地板表

面光洁，保护木材表面以保证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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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木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的安装

1，悬浮式铺装方法

 2，龙骨铺装方法

 3，直接胶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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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装要求

 地面含水率不超过10%，否则地面应进行防潮处理，防潮处理方式可采用涂刷防水涂料或铺设塑料薄膜。

 地面基层应有足够的强度，其表面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

 地面平整度应满足铺装要求，用2m靠尺检测地面平整度，靠尺与地面的最大弦高应≤5mm。

 墙面同地面的阴角处在200mm内应互相垂直、平整，凹凸不平度小于1mm/m，超过误差部分须用水泥或快干粉进行

找平；不垂直或无法平整处，应与用户协商解决

 水泥地面应无开裂现象。

 在地板安装前3~4天时，供热系统降至适合的安装温度（房间内约18±3℃）。

 地热供暖必须采用标准功能元件，供热系统达到水泥地面的温度应不超过55℃。

 地板铺装后，在使用中应确保地热系统供暖温度均匀，避免局部区域地表温度太高，昼保持地表恒温。

 严禁在木地板铺设时，与其它室内装修工程交叉进行施工，建议木地板最后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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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出现的质量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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