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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木概述 

1.1. 红木界定 

所谓“红木”，并不是某一特定树种，而是明清以来对稀有硬木的统称，多

产于东南亚一带，我国广东、云南有引种栽培。木材心边材区别显明，边材狭，

灰白色；心材淡黄红色至赤色，曝露于空气中时久变为紫红色，黄花梨、缅甸花

梨、鸡翅木等木材除外。木材花纹美观，材质坚硬，耐久，为贵重家具及工艺品

等用材。“红木”是江浙及北方流行的名称，广东一带俗称“酸枝木”。 

国家标准 GB/T 18107-2000《红木》定义为：“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

属及铁刀木属树种的心材，其密度、结构和材色（以在大气中变深的材色进行红

木分类）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必备条件的木材。此外，上述 5 属中本标准未列入的

其他树种的心材，其密度、结构和材色符合本标准的也可称为红木。” 

国标明确规定了红木必须同时具备的三方面条件： 

1）树种：五属，即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和铁刀木属；八类，即

紫檀木类、花梨木类、香枝木类、黑酸枝木类、红酸枝木类、乌木类、条纹乌木

类和鸡翅木类。 

2）结构：木材结构甚细至细，平均管孔弦向直径在规定数值以下，具体标

准是：紫檀木类，平均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 160μm；香枝木类，平均管孔弦向直

径不大于 120μm；花梨木类、黑酸枝木类、红酸枝木类、鸡翅木类，平均管孔弦

向直径不大于 200μm；乌木类、条纹乌木类，平均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 150μm。 

3）密度：指木材含水率 12％时的每类气干密度在一定数值之上，具体标准

是：紫檀木类，气干密度大于 1.00g/cm3；香枝木类、鸡翅木类，气干密度大于

0.80g/cm3；花梨木类，气干密度大于 0.76g/cm3；黑酸枝木类、红酸枝木类，气

干密度大于 0.85g/cm3；乌木类、条纹乌木类，气干密度大于 0.90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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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国标红木五属八类 33 种木材分类图 

 

1.2. 木材特征（以红酸枝为例） 

图表 2 红木实物宏观照片（红酸枝木） 

 

图表 3  红酸枝木家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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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红酸枝木 

1.红酸枝木类鉴别必备条件： 

1) 木材结构细至甚细，平均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 200μm； 

2) 木材含水率 12%时气干密度大于 0.85g/cm3； 

3) 木材的心材，材色红褐至紫红。 

2.经验识别： 

1) 气味：红酸枝开锯时，木材散发一种辛香，闻之有酸辛味； 

2) 颜色：一般为赤红色或深红色，在空气中氧化可呈暗红色； 

3) 木质：坚而重，结构细腻、油质重，可沉于水； 

4) 鬃眼：细、小而密； 

5) 纹理：木纹质朴美观，优雅清新，有深褐色或黑色直丝状条纹。单管孔，

少量径列复管孔（2～5 个），偶见管孔团。木纤维壁甚厚。导管横切面呈卵圆形。

轴向薄壁组织丰富，宽 1～4 细胞。木射线迭生，射线组织同形单列及多列，高

1~14 细胞，单列射线较多。 

3.巴里黄檀 

拉丁名 Dalbergin bariensis Pierre，豆科蝶形花亚科黄檀属红酸枝木类，商

品名 Neang nuon，商品名称巴里黄檀，通俗名称柬埔寨红酸枝、老挝红酸枝、

紫酸枝及花枝，主要产地柬埔寨、老挝等亚洲国家。 

散孔材。生长轮明显。心材新切面紫红褐或暗红褐，常带黑褐或栗褐色细条



                     红木品种说明手册      

4 
 

纹。管孔在肉眼下略见，弦向直径最大 326μm，平均 144μm；数甚少至略少 0～

12 个/mm2。轴向薄壁组织颇明显，主为细线状（宽 1～3 细胞），与射线交叉大

部呈网状。木纤维壁甚厚。木射线在放大镜下明显；波痕在放大镜下未见或可见；

射线组织同形单列（甚少）及多列（2～3 列）。酸香气无或很微弱；结构细；纹

理交错；气干密度 1.07～1.09g/cm3。 

 

 

 

 

 

图表 4 巴里黄檀方料 

 

1.3. 用途 

红木作为名贵木材，在市场上应用比较广泛。红木主要制品是家具，红木家

具是木制家具中的精品，在我国生产和使用的历史悠久，其造型优美、木料稀有、

经久耐用，历来为人们所喜爱。红木制品涵盖广泛，包含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吃

喝玩乐各个方面。如文房清玩、餐具、生活用具和乐器等。 

红木制品是指产品的所有零、部件（装饰件、配件除外），均采用 GB/T 

18107-2000《红木》标准中规定的同一类红木材料（允许采用少量的边材，但产

品正视面用材应无边材，其他部位部件表面的边材面积应不超过该部件表面积的

1/10）加工制成的家具、地板、门、窗、工艺品等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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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木产业链 

2.1. 红木产业链参与者及其作用 

图表 5 红木产业链参与者 

 

2.2. 红木产业链传导机制 

2.2.1. 原料采伐加工环节 

中国红木制品用材基本依靠进口，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南美洲及非洲。当

地企业将木材砍伐后，粗略加工成方料或者直接以原木出口，规格大小及材质好

坏直接决定了红木原料的出口价格。除了原材料的质量等因素会传递到红木产品

中之外，原材料的价格也会作为红木成本的一部分，顺着产业链不断传导。 

2.2.2. 红木贸易环节 

从目前红木市场调研情况可以看出，红木贸易方式主要有两种：红木贸易商

参与原料买卖、家具制造企业直接从国外购买原料。从家具制造企业生产规模来

看，大规模企业较多是直接从国外购买原料，这样能节省大量原料购买成本；一

般规模企业较多是从国内红木原木市场采购原料。 

2.2.3. 红木物流环节 

红木物流产业链可以分为两部分：1）国际贸易环节：采购、运输、报关及

仓储等；2）国内贸易环节：采购、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等环节；市场参与主

体既有专注于单一环节的，也有同时经营多个环节。 

木材采

伐加工 

红木进出口

贸易、流通 

红木制

品制造 

红木制

品销售 

国外生

产企业 

红木制

品流通 

木材经

销商 

国内制

造企业 

国内制

造企业 

运输商 运输商 终端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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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红木消费环节 

红木行业的消费环节在产业链传导中占据重要地位，消费者的需求是产业链

发展的方向，消费者的反馈是产业链修正的基础，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对红木

产业链架构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3. 上游行业 

2.3.1. 上游行业发展现状 

上游木材资源是红木行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红木制品用材基本

全部依靠进口，而且这种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在短时间很难得到改变。 

由于国际市场的大量需求，红木主产地的原始森林被过度砍伐，对森林的环

境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2013 年 3 月 12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濒危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会议上，与会的 178 个国家一致同意严格控制红木乌木等濒危树种的木

材国际贸易。大会决定将采取新的措施保护在中美洲、泰国和越南的红木以及在

马达加斯加的红木和乌木，以对抗日益扩大的非法木材贸易。 

图 6 2013 年中国红木进口情况 

单位：立方米、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3.2. 上游行业对红木行业的影响 

自 CITES 公约新政之后，东南亚、中南美及非洲等红木主产地相继出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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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材出口贸易管制政策，致使国内红木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

料供应剧减，红木家具价格暴涨，市面上还有假货泛滥，红木行业带来巨大影响。 

图表 7 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红木价格指数变动 

 

数据来源：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 

2.4. 下游用户 

2.4.1. 下游行业发展现状 

木质家具行业和工艺品行业作为红木行业最重要的两个下游行业。 

图表 8 2002-2012 年中国木质家具产量及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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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中国红木家具产业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家具生产和出口大国，并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集

群。未来中国家具行业短期将受益于房地产市场复苏，同时收入、人口结构和城

镇化是推动我国家具消费的长期动力。品牌和渠道决定家具企业的成长空间，同

时国内的房地产限购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具需求。内忧外患之下企业的

利润率必然会降低，没有品牌的低端制造企业将被市场淘汰，产品附加值高的企

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 

2.4.2. 下游行业对红木行业的影响 

下游行业的发展决定了红木行业的市场规模，同时，下游行业需求反过来会

影响红木行业进口贸易与流通，促进行业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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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红木市场供给与需求 

3.1. 全球供给分析 

3.1.1. 红木主要产地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8107-2000《红木》规定，5 属 8 类 33

种木材品种属红木，其主要产地大致分布如图表 10 所示。 

图表 10 世界红木产地分布图 

 

数据来源：《红木》GB/T 18107-2000 

纵观全球森林资源，红木木材生产地主要集中于南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南

亚、大洋洲部分国家）、非洲地区和中南美洲地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统计的工业热带原木-未加工木材（非针叶）1992-2012 年出口数据显示，红木主

产地区木材供给量相对平稳，除了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当地政府政策影响 1993 年

东南亚地区出口量的大下滑。红木原木木材为工业热带原木-未加工木材（非针

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我国红木原木进口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世界红木

主要产地工业热带原木-未加工木材（非针叶）的出口量的平稳趋势是中国红木

原木木材进口的数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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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世界红木主要产地工业热带原木-未加工木材（非针叶）出口数据 

单位：立方米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3.1.2. 红木主要出口国分析 

红木全球产地的分布情况和产销量及进出口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红木木

材的主要出口国分布于南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部分国家）、非洲

地区和中南美洲地区，该区域热带雨林资源丰富，地区经济水平欠发达，而红木

等木材价值可观，是当地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促使其成为红木木材出口

国分布的主要区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 2008-2013 年红木木材进口统计数据和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数据，世界红木出口国主要为老挝、缅甸、冈比亚、

越南、加纳、科特迪瓦、莫桑比克、贝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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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世界红木主要出口国分布图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中国海关总署 

3.1.3. 影响红木供给的因素 

影响红木供给的主要因素为全球宏观经济因素、红木资源需求因素、红木资

源产地相关产业政策因素和其他影响因素等。 

1.全球宏观经济因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全球工业原木的统计和

预测数据，可以得出到 2030 年全球工业原木预计将增加 40%以上，在全球人口

不断增长和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全球木材需求也不断的增长，这也要求木材

资源的供给需求持续增加。为了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具有高价值的红

木资源供给也将持续合理的进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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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全球工业原木产量和消耗量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5c 

2.红木需求因素。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木材家具贸易的需求不

断的提升，尤其是红木资源主要进口国的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红木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需求的增长，带动产业效益的提升，

必然影响红木资源供给。如图表 9、10 所示，中国作为红木资源的主要进口国，

国内经济水平持续提高，国民消费水平也不断的增长；从 2002-2013 年的国内商

品房销售情况可以看出，除了 2008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他都处于持续增长

的状况，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具产业发展，由于国民消费水平提高，对传

统红木古典家具的需求也就不断提高，结合中国红木木材资源的 2008-2013 年进

口数据持续增长的趋势，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对红木资源的需求，影响红木资源出

口国的供给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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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中国 GDP 和家庭消费年增长率 

单位：万亿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表 15 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增速 

单位：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红木产地产业政策因素。红木资源主要分布于亚非热带原始森林中，一般

红木成材都是在几百年以上，这也就在短时间内表现红木的不可再生性。稀缺的

红木资源，必然引起价值的高升，也就会导致资源的过度掠夺。因此红木资源所

在地政府的森林资源采伐和贸易政策对红木资源的供给影响重大。 

4.其他影响因素。其他影响红木资源供给的因素为进出口国相关关税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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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汇率的变动、全球原油价格变动等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等。 

3.2. 国内需求分析 

3.2.1. 中国红木市场饱和度 

 中国红木行业市场规模受上游红木资源的供给和下游红木家具产业及最终

下游房地产业影响极大，从 2008-2013 年红木木材进口数据来看，红木木材进口

量从 2009 年到 2010 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达到 155%，主要原因在于 2010

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资额增长率同比达到 33.16%，比前一年的增长率 16.15%增

长了一倍，房地产行业的火爆使得红木家具行业的需求量迅速提高，进口量锐增。

从 2011-2013 年红木木材进口量来看，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宏观经济的趋

稳和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升温以及国际公约和红木产地相关政策对红木资源供给

影响，导致国内红木市场活跃，需求增加。 

从国内红木家具产业的增长状况及国际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中国红木市场

尚未饱和。从 2011 年到 2013 年，国内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分别

为 2556、2778 和 2932，经过 2011 年的市场国内房地产行业低迷到现在的逐渐

回温，促进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由于红木资源的稀缺性加上国际公约和产

地政策的影响，导致红木资源供给量的下滑，红木资源需求的增加与投机的加大，

这也必然促使国内红木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下一步，中国国内经济的逐步稳定和

房地产行业的逐步发展以及红木资源供给的影响，将引起红木资源需求量的进一

步增长。 

另外，红木制产品具有天然特性和保值增值特性。因此，随着人们可支配收

入的增加、住宅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居住环境、舒适要求的提高，红木制品在家居

装饰和办公场所中的使用比例提高较快，以及红木制品的收藏价值，投资价值等

都将促进红木市场的需求量的增长。 

3.2.2. 影响红木市场规模的因素 

影响我国红木市场规模的因素主要包括红木资源供给量、GDP、红木家具产

量、建筑装修行业产值等。红木资源表观消费量增长率和红木资源供给量情况、

红木家具产量增长率表现出了高度一致性，同时 GDP 增长率、建筑装修行业产

值增长率等也和红木表观消费量增长率有较大相关关系。 



                     红木品种说明手册      

15 
 

3.2.3. 红木消费结构分析 

1.消费群体结构 

红木作为名贵木材，其消费群体主要在家具及工艺品领域。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红木制品以其实用性、艺术性、增值性、环保性及

传承性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红木市场持续升温。 

2.消费产品结构 

根据市场情况分析，消费产品主要分原木、锯材。2013 年我国红木原料进

口总量 115.48 万立方米，其中红木原木进口 105.65 万立方米，占 91%；红木锯

材进口 9.83 万立方米，占 9%。自 CITES 公约新政之后，各红木主产国相继出

台木材出口贸易管制，多国将禁止原木出口，木材必须经加工，提高其价值后方

可出。由此可预测，红木原料进出口贸易中，锯材的比例会逐步增加。 

3.消费地区结构 

红木原料经港口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集散地有深圳观澜、云南瑞丽、江苏

张家港、广东鱼珠市场及浙江东阳等地区。红木制品生产企业生产基地有福建莆

田仙游地区、浙江东阳地区、广东中山、江门地区、深圳观澜地区、广西凭祥东

兴地区、河北青县大城地区、江苏南通常熟地区、云南瑞丽地区及山东淄博地区

等。 

红木作为名贵木材，红木家具是木制家具中的精品，在我国生产和使用的历

史悠久，其造型优美、木料稀有、经久耐用，历来为人们所喜欢，主要消费地区

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是其主要最终消费者聚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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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中国红木原料集散地及红木制品产业基地

  

3.3. 进口情况分析 

3.3.1. 中国红木进口量值及变动 

1.2008-2013 年红木总体进口量 

在国家海关统计数据中，红木进口量值统计包括两个方面：红木原木和红木

锯材（纵锯切刨或旋切的樟木、楠木、红木，厚＞6mm）。根据国家海关木材进

口统计显示，2013 年我国红木原料进口总量 115.48 万立方米（原木材积计），同

比增长 38.77%；其中红木原木进口 105.65 万立方米，占 91%，同比增长 39.53%；

锯材进口 9.83 万立方米，占 9%，同比增长 31.83%。红木进口总金额达 85.46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74%。 

图表 17 2008-2013 年红木原木进口量和进口额及增速 

单位：立方米、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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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08-2013 年红木锯材进口量和进口额及增速 

单位：立方米、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根据 2008-2013 年红木原木和锯材进口量数据统计得出，红木原木与锯材的

平均进口量比例分别为 85.69%和 14.11%。从趋势我们可以看出，红木原木每年

占比增加趋势，红木锯材占比减少趋势，但从最新的出口国相关政策和国际公约

的约定，今后红木原木出口将受到更大的限制，今后红木锯材的进口量占比将有

增长的趋势。 

图表 19 2008-2013 年红木原木与锯材进口量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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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中国红木进口港口分布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从国内进口港分布看，2013 年超过 85%的红木进

口量发生在广东、云南及上海三省港口，之后是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及北京

等地，但占比都相对较小。 

图表 20 2013 年中国红木进口港口分布（按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表 21 2013 年中国红木进口港口分布（按口岸）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3.3. 中国红木进口国分布 

2008-2013 年中国海关总署进口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红木原木进口源

地主要为南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部分国家）、非洲地区和中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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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区。其中南洋地区是花梨木和红酸枝木的主要进口源地，非洲地区是花梨木

（刺猬紫檀）的主要进口源地。2013 年我国红木原料进口总量 115.48 万立方米，

其中南洋地区 56.68 万立方米，约占进口量总量的 50%；非洲地区 53.12 万立方

米，约占进口量总量的 46%；中美洲地区 4.95 万立方米，约占进口量总量的 4%。 

图表 22 2010-2013 年中国红木三大进口源地进口量对比 

单位：立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表 23 2010-2013 年中国红木原木进口源地比重图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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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2010-2013 中国红木锯材进口源地比重图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013 年中国海关总署进口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红木原木 2013 年进口

量排在前五位的国家是缅甸、老挝、冈比亚、科特迪瓦和加纳，主要分布于南洋

地区和非洲地区。中国红木锯材 2013 年进口量排在前五位国家是老挝、印度尼

西亚、贝宁、越南和马来西亚，主要分布于南洋地区。 

图表 25 中国红木原木进口国 2013 年进口量和进口额 

单位：立方米、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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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中国红木锯材进口国 2013 年进口量和进口额表 

单位：立方米、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3.4. 中国红木进口影响因素 

红木是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的主要用料。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红木家具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促进

了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对红木木材原料的需求越来越高，除了

2008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下滑，从 2008 年至今中国红木原料的进口量一

直持续上升。 

由于红木生长缓慢，资源奇缺，且呈逐年剧减趋势，有的甚至已面临灭绝的

境况。中国国产的红木，不但树种极少，而且产量极低，如海南的黄花梨，从

1970 年代开始，随着价值逐渐被认同，即被大量砍伐，大量收购，目前市面上

的海南黄花梨都是老料，发展至 2000 年就已经没有新料提供。中国红木原料需

求只能依赖于进口。而红木原料出口国因为红木资源的稀缺性，对原料的砍伐和

出口加强政策方面的限制以及出口国宏观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大大影响

中国红木进口量。 

3.3.5. 进口贸易对中国红木行业影响 

我国红木家具行业的需求越来越大，促进我国红木原料的进口量大量提升，

这也促进我国红木行业的发展需求，为我国红木家具行业的正常发展提供一定的

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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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楼市的升温，为红木行业发展带来新的

契机。但同时，CITES 公约的影响也警醒行业对资源上的过度依赖性。合理用材，

减少资源浪费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当前中国红木行业应积极做好行业规划与

结构调整，传统发展模式将进一步制约行业的向前发展，须通过创新带动行业前

行，结合资金优势与人才集中的行业，如房地产、金融行业，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其次，做好行业自律，以“城信”和“文化”为旗帜，培育红木终端市场，

创新宣传模式，扩大企业在消费者与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红木行业要探索红木

进口新模式，改变红木进口在国际市场的上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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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红木市场流通 

4.1. 红木市场流通格局 

红木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的分布特点，决定了其物流流向清晰。从原料出

口国来看，主要是缅甸、老挝等南洋国家，冈比亚、加纳等非洲国家及尼加拉瓜

等中南美洲国家；从原料进口港口来看，主要是广东、云南、上海、江苏及浙江

等港口；从原料消费地区来看，主要是福建、广东、浙江、河北、江苏、广西、

深圳、云南及山东等几大红木产业地区。随着各地红木原料交易市场、红木产业

基地的形成于扩大，红木市场流通格局会随之发生区域变动。 

4.2. 红木市场物流和仓储 

4.2.1. 红木流通运输分析 

1. 运输方式 

中南美洲及非洲出口的红木经海运到达国内港口，南洋地区出口的红木除了

经海运到达国内港口外，部分通过云南、广西口岸全程汽运进入国内市场。红木

原料在国内流通方式基本都是是公路运输，长途运输以货柜运输为主，短途运输

以平板车为主，它的特点是机动性强，方便快捷的实现买卖双方的物流需求。 

2. 运输成本 

红木原料的运输成本取决于公路货运的运输价格，近年来运价不断攀升。包

括国外运输成本、国内运输成本，以吨为计量标准。长途运输按吨收费，短途运

输多按车次收费。 

3. 运输时间 

以从南洋地区进口红木原料为例，设原产地港口为出发地，红木原料运输时

间包括：原产地港口到深圳，海运一般 15 天左右到货；深圳到东阳，一般 3-4

天到货；深圳到莆田，一般 2-3 天到货；深圳到大城，一般 5-6 天到货。 

4. 运输半径 

红木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红木原料基本依靠进口，到达国内港口后，由经

销商运输到各大红木原料集散地，最后由商家去集散地直接购买。而红木原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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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地一般都依托红木家具产业基地而成立。 

4.2.2. 红木贸易集散地分析 

目前中国红木行业的主要贸易集散地集中于产业集群核心城市和中国主要

海运港口城市，如深圳观澜、广东鱼珠、上海、浙江东阳、福建仙游、江苏张家

港、云南瑞丽、广西凭祥等地。 

根据 2010-2013 年红木原木海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广东、云南、上海、江

苏和浙江是中国红木木材进口量最大的前 5 个省市，约占进口量总额的 94%。其

中，广东中山、深圳观澜、云南瑞丽、上海、江苏张家港和浙江东阳是主要的红

木木材产业聚集地。广东中山、深圳观澜、福建仙游、广西凭祥和浙江东阳是主

要的红木木材贸易集散地，占全国红木木材贸易量的 91%，其中广东、浙江和福

建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 75%，是最大的贸易区。 

4.2.2. 红木流通仓储现状 

当前中国红木行业在全国形成了多个大型木材集散中心，集散中心担负了向

全国各地分流资源的功能，大型贸易集散中心的仓储基地也成为红木木材主要仓

储方式。另外，进口红木木材，接卸后除了部分进入仓库外，另一部分直接在码

头港口和车站场地销售，直拨方式节约了运输和仓储成本，降低了价格，有利于

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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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木行业政策分析 

5.1. 行业相关政策及影响 

5.1.1.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 

CITES 公约，其附录共分为三部分。附录一的物种，为若再进行国际贸易会

导致灭绝的动植物，公约明确规定禁止其进行国际性交易；附录二的物种，为目

前尚无灭绝危机，但若仍面临贸易压力、族群量继续降低，则将被列入附录一中；

附录三是各国视其国内需要，区域性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 

2013 年 3 月，第 16 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 CITES 公

约）缔约国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与会的 178 个国家一致同意严格控制红木乌木

等濒危树种的木材国际贸易。会议决定将交趾黄檀、中美洲黄檀、东非沙针、以

及黄檀属马达加斯加种群（48 种）和柿属马达加斯加种群（84 种）等名贵木材

新增列入附录 II，微凹黄檀和伯利兹黄檀被升列至附录 II，2013 年 6 月 12 日生

效执行。 

在第 16 届缔约国大会之前，国家标准 GB18107-2000《红木》所列的 33 种

红木树种中已有 5 种被列入 CITES 公约管制，其中巴西黑黄檀被列入附录Ⅰ，

檀香紫檀被列入附录Ⅱ，伯利兹黄檀、微凹黄檀和卢氏黑黄檀（俗称大叶紫檀）

被列入附录Ⅲ。 

根据第 16 届缔约国大会已公布的 CITES 管制物种附录信息看，国际社会对

红木树种资源的管制力度和范围迅速扩大。世界范围内被列入 CITES 公约的红

木树种上升为 7 种，其中附录Ⅰ不变，仍为巴西黑黄檀，为禁止商业性国际贸易；

附录Ⅱ除了原有的檀香紫檀，又新增交趾黄檀和中美洲黄檀，同时微凹黄檀、伯

利兹黄檀和卢氏黑黄檀由附录 III 被升列至附录 II，这些树种均须有进出口许可

证或者再出口证明书，方可进行国际贸易。 

5.1.2. 红木出口国木材出口贸易管制政策 

国家濒管办关于部分国家木材出口贸易管制政策的信息发布：根据 CITES

秘书处第 2013/039 号通知，为执行 CITES 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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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CITES 管理机构已正式对本国黄檀属（Dalbergia spp.）与柿属

（Diospyros spp.）物种的出口设置了零限额，期限为 2013 年 8 月 13 日至 2014

年 2 月 13 日。受此政策影响，马达加斯加政府在此期间不批准包括娄（卢）氏

黑黄檀（Dalbergia louvelii）在内的任何黄檀属和柿属濒危木材的出口。 

柬埔寨外交部近期发布信息，宣布该国政府已全面禁止交趾黄檀（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和刀状黑黄檀（Dalbergia cultrata）的贸易和流通。其中，刀状

黑黄檀为非 CITES 附录物种，属我国红木标准中的黑酸枝类。 

尼加拉瓜 CITES 管理机构近日向我办通报了该国黄檀属木材物种的出口政

策。作为微凹黄檀（Dalbergia retusa）的主要原产国之一，尼加拉瓜严格限制微

凹黄檀的出口贸易，只有在确保林地权属、森林经营、采伐、运输等各个环节合

法的情况下，才会签发 CITES 出口许可证。同时，由于危地马拉黄檀（Dalbergia 

tucurensis）与微凹黄檀在材色、质地方面较为相似，为有效进行管控，尼加拉瓜

政府已使用 CITES 出口许可证管制危地马拉黄檀这一非 CITES 附录木材物种的

出口。 

自 2013 年 5 月份起，越南率先对红木原材料出口提税 200%；10 月中旬，

越南、老挝报关公司通知中国合作方，凡在这两国订购的交趾黄檀必须于 10 月

25 日前全部出关，以后越南政府将严禁出口。此外，作为红木出口的主要国之

一的缅甸宣布，从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始停止原木的出口，根据该国正在制定的

林业发展规划，今后木材必须经加工，提高其价值后方可出口。 

自 CITES 公约新政之后，伯利兹国禁止伯利兹黄檀出口；非洲刺猬紫檀的

主产国加纳自 2014 年 1 月 1 日禁止出口刺猬紫檀，与此同时，刺猬紫檀主要出

口国塞拉利昂、冈比亚、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和尼日利亚等也相继传来了封

关消息。 

2012 年 11 月 9 日，喀麦隆林业和动物资源部长恩戈雷菲利普恩古埃希发布

部长令，宣布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时禁止采伐非洲花梨（Bubinga）（古夷

苏木）和非洲鸡翅木（Wengue）非洲鸡翅木两类树种。 

5.1.3. 濒危物种允许进口证明书 

国家濒管办 2013 年第 2号公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2013年3月3—14日，泰国曼谷）通过了交趾黄檀（Dalbe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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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chinensis）、微凹黄檀（Dalbergia retusa）、中美洲黄檀（Dalbergia granadillo）

和伯利兹黄檀（Dalbergia stevensonii）列入附录 II 的修订案，将于 2013 年 6 月

12 日生效。自 2013 年 6 月 12 日起，进口、出口或再出口 CITES 管制的上述物

种标本，须办理 CITES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此前已获得的有关上述物种的非《进

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自 2013 年 6 月 12 日起一律失效。对

2013 年 6 月 12 日前起运发货并于该日期后实施报关进口的，申请人可凭国家林

业局或其委托单位核发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以及货运提单、出口检疫证、原产

地证书和其他相关材料，向国家濒管办申办 CITES 允许进口证明书。 

5.1.4. 进口缅甸木材实行核准和许可管理制度 

云南省人民政府在 2006 年 5 月 11 日下发了《关于云南省对缅木材矿产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对合作和进口缅甸木材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与缅开展

木材、矿产合作的项目实行核准制；对以现汇方式从缅直接进口木材、矿产品的

企业实行备案登记制；对缅木材、矿产品进口贸易实行许可证管理；对合作项目

项下从缅进口木材、矿产品，或以现汇方式从缅直接进口木材、矿产品，企业凭

商务部门发放的木材、矿产品进口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对在缅开展的木材、

矿产合作项目项下所需设备、货物的出口，凭商务部门发放的项目《核准证书》，

办理出口通关手续，从相应的口岸(通道)出境；对与缅开展木材、矿产合作项目

项下的外派劳务收取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 

对缅进口木材实行凭证运输。木材运输企业(个人)凭海关进口木材报关单向

所在县(市)商务部门申请办理进口木材准调证。凭准调证向所在县(市)林业部门

申请办理进口木材运输许可证，两证齐全后方可凭证运输。加工进口木材的企业

(个人)，须持有所在县(市)林业部门核发的进口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方可开展

加工业务。对无证运输和无证加工的进口木材，林业部门可没收处理。 

5.1.5. 木材凭证运输制度 

国家林业局《关于规范木材运输检查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木材

凭证运输的范围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所列的原木、锯材、竹材和木片，而红木、

纤维板、刨花板、以木（竹）材为主辅原材料的家具和木（竹）制工艺品不纳入

凭证运输范围。通知还要求严格木材运输证的核发管理，规范木材运输检查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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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建立检查呈报和追溯制度。通知从今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据了解，通知中虽并未专门提到红木，然而，作为特殊的珍稀材料，红木的

运输会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根据通知精神，红木制成家具或工艺品之后，在国内

运输无须办理木材运输证，但若仅是木材，除了直达进口目的地的无须办理木材

运输证之外，再次运输就必须办理木材运输证，而且办理时必须提供有关进口许

可证明，否则不予办理木材运输证，且不许在国内运输。各地木材站会严格按照

规定的职权范围实施木材运输检查，一旦发现违法运输红木，将会认真查明违法

运输的原因，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并对其实施行政强制及相应处

罚。 

木材非法砍伐、违法运输的现象一直比较普遍，国家对木材运输检查进行规

范，而且加大投入力度，为检查站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及其他设施装

备等，将会对森林资源保护和木材利用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这也会使红木得来

显得更为不易、更为珍贵。 

5.1.6. 《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于 2006 年 11 月 22 日起执行。“红木家具、红木原木”列入禁止出口目录。生产

红木家具所需要的原料，绝大多数要从南美洲、非洲、东南亚进口，价格相当昂

贵。而进口木材制作的家具不受该目录限制，因此，如果单从真正的红木家具来

说，该政策的推行不会对红木厂商造成大的影响，也不会对本地红木家具市场供

求关系带来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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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红木行业价格分析 

6.1. 红木价格形成机制 

中国红木原料主要依靠国外进口，行业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决定价格。

市场供给需求关系变化，对红木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目前行业市场竞争激励，价

格透明度较低，价格差异较大。一般情况下，红木原料的市场价格可简要等于国

外采购价格+进出口贸易费+运输费+税费+预期利润。 

6.2. 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红木木材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红木木材的供应状况、红木木材的需求状

况等。 

6.2.1. 红木木材的供应状况对价格影响 

从 2008-2013 年中国红木进口量与红木平均价格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进口

量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具有联动作用。 

图表 27 2008-2013 年中国红木进口量与进口均价变动关系 

单位：立方米、万元人民币、元/立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影响红木木材供应情况的因素主要有： 

1.红木资源的稀缺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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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资源作为一种珍贵阔叶木材，主要分布于亚非热带森林中，一般成材都

需要几百年以上，加上红木资源的价值高，导致过度的砍伐，使本来短期内不可

再生的红木森林资源不断的减少，影响红木资源的供给量，联动影响红木资源的

价格变动。 

2.红木相关政策因素。 

红木资源产地主要集中于南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部分国家）、

非洲地区和中南美洲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丰富的热带森林资源，可由于红木木材

价格的不菲，导致森林的过度砍伐，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就森林资源管理出台一

些列的相关政策来保护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又称 CITES 公约）对相关红木资源的限制砍伐保护等约定，缅甸 2014 年

将禁止红木原木的出口等政策都对红木资源的供给量产生影响，从而也对红木价

格产生联动效应。 

3.其他影响供给因素。 

（1）红木原产地国内政治形势 

我国红木资源主要依赖于进口，而红木资源主要生产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

红木资源生产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必然引起国内红木原料的贸易趋势，从而影

响红木资源的出口量，最终反映于红木价格变动上。 

（2）汇率的变动 

国际上红木交易一般以美元标价，汇率的变动也会引起红木资源进出口量的

变化，从而影响红木价格。随着我国对红木资源进口量的增加，汇率的变动必然

对红木的价格影响继续增大。 

6.2.2. 红木木材的需求状况对价格影响 

从2008-2013年中国红木进口数据和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中国木质家具产

量之间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中国红木进口量的变动与国内经济呈正比变动关

系，除了 2009 年应 2008 金融危机的影响，使红木行业处于低谷，而后在国内经

济复苏的情况下，红木行业又涌现出大的活跃状态。国内生产的需求影响红木产

业的供给增长，促使红木价格的联动变化。 

在国内红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

高，将在后续时期不断的增加对红木资源的需求。红木的价格也将随着需求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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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变动而变化。 

图表 28 2008-2013 年中国红木与商品房销售和木制家具产量变动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国家统计局 

6.3. 价格波动情况分析 

6.3.1. 2010-2013年红木价格走势分析 

从 2010-2013 年红木统货的月价格指数变动趋势来看，2010-2011 年价格变

动较大，环比涨幅最高的为 2010 年 11 月的 16.57%和 2011 年 5 月的 16.67%，环

比跌幅较大的为 2011 年 6 月和 10 月，分别为 8.3%和 10.58%；其他月份红木价

格变动比较平稳，直到 2013 年 9 月开始红木价格出现持续较大增长趋势，其中

9-11 月环比涨幅分别为 11.52%、11.45%和 16.26%。 

图表 29 2010-2013 年中国红木月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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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鱼珠国际木材市场 

6.3.2. 2010-2013年红酸枝木价格走势分析 

从 2010-2013 年鱼珠木材市场红酸枝木现货平均价格的走势可以看出，红酸

枝木的价格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 2010-2011 年红酸枝木价格的上升一个台

阶，主要因为当时国内经济经历 2008 金融危机过后慢慢的升温，致使国内对红

酸枝木需求的回温；第二个是 2013 年 6 月至今，由于红木生产国封关政策和《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 CITES 公约）对红木树种资源的限制约束

等原因，促使国内资本进入红木市场，活跃红木市场的运转，从而导致红酸枝木

价格的一个飞速攀升。目前，红酸枝木现货平均价格相对于 2010 年的平均价，

最高涨幅超过 160%。红酸枝木资源的稀缺性，短期内的不可再生性，将会影响

后续红酸枝木供给量，从而反映于红酸枝木价格变动中。 

图表 30 2010-2013 年红酸枝木现货平均价格趋势 

 

数据来源：鱼珠国际木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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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红木行业品质与检验分析 

7.1. 行业标准 

我国红木行业现行标准如下表： 

图表 31 中国红木行业现行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红木 GB/T 18107-2000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28010-2011 

红木商用名称 SB/T 10758-2012 

红木制品等级 SB/T 10759-2012 

商用木材及其制品标志 SB/T 10383-2004 

红木家具产品标识规定 DB31/181-2007 

红木家具零售经营企业服务规范 DB31/T 602-2012 

红木制品用材规范（未发行） GB/T xxxx-200x 

阔叶树锯材 GB/T 4817-2009 

在 ISC 国际标准分类中，红木木材标准被归入 79.040 木材、原木和锯材大

类中，直接涉及红木的国家标准是 GB/T 18107-2000《红木》，规定了红木树种名

称及其木材的类别和特征，适用于现时红木家具及其他红木制品用材的经营贸

易、检验及鉴定。而目前尚没有具体涉及红木木材的行业标准。 

7.2. 行业质量需求分析 

在红木行业，质量标准与价格呈现正比关系，质量标准越高，红木价格越高。 

《红木制品用材规范》规定红木制品用材的通用要求： 

1）心边材要求。红木制品所有零、部件（装饰件、配件除外）用材，均应

采用 GB/T 18107-2000《红木》标准中规定的同一类红木材料。红木制品允许使

用少量的边材，但产品正视面用材应无边材，其他部位部件表面的边材面积应不

超过该部件表面积的 1/10。全红木制品所有零、部件（装饰件、配件除外）用材，

均应采用 GB/T 18107-2000《红木》标准中规定的同一类红木材料，且不含边材。

（在主体采用同一类红木材料作为基材的基础上，允许红木制品少量使用非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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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其他类红木作为少量镶嵌或装饰用途，但应明确标明基材非基材的用材隶

属的类别、树种拉丁名、通用商品名及产地。） 

2）材质要求。红木制品的用材质量要求有： 

正视面用材：活节大小和数量不限；允许每平方米板面上直径不大于 5-15mm

的死节数量不超过 3 个，并应采用同色修补；允许宽度不大于 0.2mm 的裂隙；

长度不超过板面长的 20%；允许针孔虫眼数量不超过 3 个，内部须修补；不允许

腐朽。 

背面用材：活节大小和数量不限；允许每平方米板面上直径不大于 20mm 的

死节数量不超过 2 个，并应采用同色修补；不允许贯通裂纹；针孔虫眼数量不限；

允许轻微腐朽，面积不超过 5%。 

工艺品：可根据用材自然属性设计使用，不作要求。 

3）含水率。用材应经干燥处理，含水率应为 7%至产品所在地区年平均平衡

含水率。我国各地区平衡含水率见 GB/T 6491-1999 的附录 A。 

7.3. 品质检验 

7.3.1. 树种检验方法与判定 

1）取样方法。在不影响外观和使用的条件下，截取尺寸不小于 5 mm×5 mm

×5 mm的木材样品。 

2）检验方法 

宏观检验：通过肉眼或放大镜检验木材样品宏观特征，包括心边材、生长轮、

导管、射线与轴向薄壁细胞的大小及排列方式，并结合材色、纹理、花纹、气味、

滋味、荧光反应、密度等特征进行检验；在自然光下目测进行材色测定；按 GB/T 

1933-2009 进行密度测定，不规则的木样可采用排水法测定体积。 

样品软化：将木材样品置于热水、乙醇-甘油或乙二胺化学药品中软化。 

显微切片制备：采用切片机，将软化好的木材样品切取 15-20µm 的横、径

和弦面切片，2%番红水溶液染色 2-3min，经系列乙醇（50%，0%，95%，100%）

脱水，每次 2-3min，然后用二甲苯透明，制成显微切片。也可采用徒手切片方

法，再按上述方法制备显微切片。 

观察记载：采用光学显微镜，观察三个面的切片，并按照“国际木材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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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IAWA）的“阔叶树材识别显微特征一览表”和“针叶树材识别显微特

征一览表”木材识别特征术语和代码，进行观察和记载。 

管孔测量：在木材样品的横切面取 10mm×10mm 视野，在左下角、右下角

及其连线的中部三个点各测 10 个以上管孔的弦向直径，计算平均值。 

3）判定。依据 GB/T 18107-2000《红木》要求，应至少经过 2 名技术人员与

经正确定名的木材标本及其显微切片比对，进行用材树种的判定。 

7.3.2. 材质检验方法 

采用目测和量具，对材质进行检验。 

7.3.3. 含水率检验方法 

1）取样方法。采用 GB/T 1931-2009 规定的方法，在 3 个不同位置的零（部）

件随机选取用材含水率检测的木材样品。每个木材样品尺寸一般为 20mm×

20mm×20mm，也可为不规则形状。 

2）检验方法。采用 GB/T 1931-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含水率测定，计算的平

均值用于含水率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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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8.1. 行业发展趋势总结 

尽管我国红木行业的发展速度迅速，2008-2013 年中国红木原木进口量平均

增长速度达到 67%，中国红木锯材进口量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28%，但是仍要关

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红木产业的主要特点是：国内红木产业需求旺盛；房

地产、家具等关联行业发展升温迅速；主要采购地区为南洋区域，便利的采购渠

道；产业的局域发展，带动农民走上一条致富之路。但中国主要是红木的进口国，

本地红木资源已经禁止采伐，同时受 CITES 公约的影响也警醒行业对资源上的

过度依赖性。合理用材，减少资源浪费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当前中国红木行

业应积极做好行业规划与结构调整，传统发展模式将进一步制约行业的向前发

展，须通过创新带动行业前行，结合资金优势与人才集中的行业，如房地产、金

融行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其次，做好行业自律，以“城信”和“文化”为旗帜，

培育红木终端市场，创新宣传模式，扩大企业在消费者与社会上的影响。第三，

红木行业要探索红木进口新模式，改变红木进口在国际市场的上的被动局面。对

红木进口形势保持高度关注，以应对国际市场的不期变动。 

未来红木行业将有以下发展趋势： 

1.行业准入制度不断完善。未来红木行业将制定公平竞争的政策与法规，建

立以质量而不是仅以产量为标准的行业准入制度；同时，充分发挥协会和质检部

门作用，对红木高端企业进行扶持，如举办技术培训班、促成科技部门参与、资

金扶助、建立创新与质量保证体系等；对低端企业的升级加强引导。 

2.产业集群效应更加明显。随着政府和协会行政经验和市场经验的积累，未

来红木行业产业集群效应将更加明显，区位的经济优势更加突出，推动产业转型

和产业链的延伸。 

8.2. 行业供给趋势分析 

纵观全球森林资源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红木资源作为一种稀有的、短时间不

可再生的、高价值的木材资源，随着需求的不断提高，红木资源遭受过度的砍伐，

可持续性发展的警惕性油然而生。世界主要红木产地和相关组织，为了保护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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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利用资源，出台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和采伐管理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红

木资源的供给量。但红木行业也在积极的需求行业的转型与发展，不断的提高合

理利用红木资源；积极的寻求红木材质的替代品。 

8.3. 行业需求趋势分析 

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红木产业对红木资源的需求旺盛，尤其是红木资源的

稀缺性使其具有高保值增值的投资价值；国内经济的企稳和房地产行业的升温以

及国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都促使中国红木行业的高姿态高速度发展。 

8.4. 行业流通趋势分析 

未来中国红木行业流通将多途径实现各类红木物流企业上档升级，企业的做

强做大将提升红木产品流通效率。具体发展趋势包括：1）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

术和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不断提高物流企业装备水平；2）加大物流组织形式

创新，推进物流业务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推动传统红木物流企业向现代第三方红

木物流企业转变，并以资产、资本为纽带，实现企业间的联合、兼并、重组，形

成具有竞争力的红木物流企业集团或动态物流联盟；3）目前的红木生产还没能

完全做到按订单运作，有相当部分的红木采伐靠经验人为预测、盲目生产，造成

原木积压；而用材企业又常常靠大批量采购、长期储存来保证生产的连续进行。

也就是说，当红木沿供应链各节点移动时，由于各节点彼此缺乏信息沟通与交流，

企业无法掌握上游的供货能力和下游的真正需求，导致红木重复存储，整个供应

链积压了大量原材料。供应链上企业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分散库存增加了红木

的物流费用，耗费了大量成本。同时，库存时间长导致红木腐烂，病虫害发生，

降低了产品等级。在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各红木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

应少设或不设自用红木库存设施，努力实行联合库存。联合库存可以消除供应链

系统中由于各节点企业的相互独立库存运作模式导致的需求放大现象，有效控制

红木物流系统在供给时间、质量与数量方面的不确定性，提高供应链的同步化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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