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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西海岸原木屋
  

由原始木材做成的房屋能够给予我们的用户一个特殊且令人满意的住宅
空间。

每个住宅不但整体别致绝伦，连部件也是如此。每条原木都有其独特的
风格，颜色，质地，触觉，尺寸和音色。没有两条木头会是完全一样
的。

本公司建造的住宅已超越传统森林木屋的概念。我们用非同寻常的娴熟
手法和对细节严谨至极的态度去设计并且建造我们的产品，从而保证每
所房屋与其环境浑然天成的相结合，并且能够在任何场景体现出个体特
色。

您在接下来的大部分篇章将看到直接关联本公司生产工艺和技术方面的
信息。由于我们永远会用制创作天然艺术品的态度来制作产品，我们会
使用我们精湛的技术去提升木屋产品的艺术价值。

您诚挚的，

安迪 科布韦茨

西岸木屋有限公司总裁

2011

总裁致信



介绍
西海岸原木屋是一个可定制原木屋的建筑公司。我们主力于提供融合精巧手工艺与纯
自然美于一体的原木住宅。

本公司位于加拿大卑斯省阳光海岸的吉布森市，市场服务遍及全世界。我们很幸运地
拥有大量上等本地出产北美红雪松作为我们主要建筑材料。

我们的原木料经过精挑细选，手工剥皮，强力冲洗。所得产品表皮非常光滑，不仅看
起来美观并且不易腐朽，更是能够降低木材磨光过程中的损耗。

我们为客户提供三种户型结构选择：传统重型结构， 梁柱式结构和混合结构。

传统重型结构住宅将原木水平地一层一层叠架堆迭，并切割每根原木使其上下完全相
匹配，并且不使用隔绝层。梁柱式结构住宅使用圆形梁柱结构体用阴阳榫头互相镶嵌
链接而成。混合结构住宅使用三层重型结构组织起梁柱结构骨干的底基。最后，木材
构架住宅的特点是运用按尺寸切割的木材融合古典传统手法去创造另一种独特的木屋
建筑风格。

 

本公司所产原木住宅拥有高质量材料和高水准手工，经久耐用，经得起年代考验；并
且因为拥有超凡工程技术制作的屋顶和细木连接系统，我们可以把看似不可思议的设
计图化为实物，让每一座住宅充分发挥出其独一无二的特色。另外，我们提供全套的
设计服务，像门窗套装以及精整加工选择包括楼梯，壁炉，栏杆，特制雕刻，还有原
木家具等。

本公司所产的原木住宅在被运送到您的居所施工地点之前会在公司工地完成组装，这
是为了保证没有任何零件缺失和确保每一部分都与设计相符。

西海岸原木屋会与您的当地承建商密切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以及避免拖延工
期，从而保证住宅按计划顺利架设。我们将通过良好的沟通去为施工做好准备和计划
工作。如果需要，我们将派员工来协助装配房屋。

您在做出选择之前可以做一下比较。我们充满信心西海岸原木屋会满足您所有的愿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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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和工地
西海岸原木屋对职员要求至甚。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高端的技术制作，所以我们需要
拥有卓越专业技术的人员。

我们大胆选用行业新秀，因为较之于改变之前累积的陋习，培训积极好学的新人可以
更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确保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再者，我们更有经验丰
富并且成功接受过大量培训的老员工，他们作为最好的原木建筑工人都拥有高超技
术。

这意味着我们的职员们组成了真正的团队。每个成员都深深了解他们是制造房屋不可
缺少的一个部分，不仅是单独负责一个梁柱或
者一堵房墙。

我们对工作的骄傲以及对每个工程细节的严谨
态度体现于每个制作阶段。我们对每一个建筑
项目都倾注十分心血，用最高标准的制作从而
完成最高专业质量的产品。

西海岸原木屋位于加拿大卑斯省阳光海岸的豪峡 （距离温哥华20公里）。豪峡是世
界上最大的原木分装产地。在此地原木被分级，量出尺寸，分类，并被运送到市场。
我们公司与分装产地距离很近，这便于能我们以最小的运输成本快速获得优质木材，
获得一级品质的原木材料。



梁柱式结构
梁柱式结构住宅由高精确度细木连接系统
锁连原木梁柱建造成型。我们拥有出色的
创新能力与高水准技术，可以为所有建筑
阶段提供杰出的兼容性。



传统重型结构

传统重型结构住宅将原木横向安
置。每根原木跟据精确刻画标记
而切割，总之确保每一根木材同
底下一根之间的完好配合。原木
之间的严密配合和横向垫片的使
用可以不用隔绝层依然确保理想
的室内环境。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住宅使用三层重型结构
组织起一副梁柱式结构骨干的底
基。 这是最流行的住宅结构风
格，融合传统原木屋的凝重感与
梁柱式结构的实用性。



木材构架住宅

木材构架住宅使用锯木而非
完整原木制造房屋骨干。木
材根据设计被放置墙内或者
墙外，并且使用古典细木系
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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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木连接系统1

鸠尾榫头最后加
工

桁架檩条上燕尾栓
的细木连接细节

房顶的一部分显示鉸
接桁架和加固斜撑木

X形状抗压支撑；带有装饰
性细节，提供剪胀抗剪力
和墙段的稳定

梁柱顶端的齿榫和锥口
钻，可容置相交的房
梁。 梁柱顶端的鸠尾榫头设

置与房梁的连接

钻石凹口；本公司自
2000年的特选凹口

梁柱顶端的齿榫和抗
压支撑套接

我们融合传统连接系统与先
进造边技术以达成并超越行
业最高水准的产品。



桁架檩条上鸠尾榫
头连接和板柱骨架

入口的水平拉杆拱架
横梁

运行中的插床

柱端鸠尾榫头

细木连接系统2

房顶桁架檩条鸠尾榫头

典型地楞横梁连接
使用鸠尾榫头

鸠尾榫头连接水平拉杆横梁

屋顶横梁的鸠尾榫头套接



细木连接系统3

设置时刻：加固斜撑
木的安装。使用锥口
钻无须铁器。

房顶鉸接桁架系统，既有
装饰性又有功能性

鉸接桁架系统通过少数房梁
提供宽阔空间

四坡屋顶面坡椽细木结
合物和屋脊梁木在中央
梁柱上契合

进口的水平拉杆拱架

横梁于房柱上交接。

地楞横梁，通过不同
角度契合主梁柱。

地楞横梁与加固斜撑
木契合梁柱

X形状抗压支撑给外墙元
素提供稳定性



细节1
装饰性拱架细节

屋外房柱底
部有滴水切
口，可以让
积水从房柱
底座流出。
房柱安置后
漏水切口隐
藏于柱底而
不为外界所
见。

一堆即
将被运
送到智
利的彭
塔阿雷
纳斯市
的原木
房柱。

侧切面的密封泡状细胞条与木材之间
的紧密连接确保更佳的室内环境。

梁柱鸠尾榫头连
接横梁

本公司的分水置

拱架细节。一个重型
结构特征

展开喇叭形的木材“火苗” 
。本公司的一个特产。



细节2

电线接口都是根据
策划方案嵌进原
木。电线通过绳子
穿梭木墙。

倒置的伸展性原木支
撑四条横梁。

室外伸展式原木部件经过
额外的切割得以嵌入原木
本身。这可以加强抵御气
候变化。

伸展式原木部件滴水
设置提供更多对于气
候的防御。外柱安置
于一倾斜角度的底
座，便于雨水流出柱
底。

每个室外的梁柱都有锥头在
顶端确保水无法浸透细木连
接。



选择与家具1

我们很多客户都采用本公司配
合房屋风格的特制壁炉。 经过
高压清洗和刨平的原木平板由
细小的伸展式原木部件增加壁
炉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壁炉:

桌子:
具有乡村风味
的餐桌。

野餐桌

栏杆:

西海岸原木屋
提供楼梯和阳
台的栏杆。 长凳:



选择和家具2
楼梯:
制造中的楼梯面

西海岸原木屋

拥有制造商业广告标牌的经验，

图中显示所制产品置于本地商场。

雕刻: 部分顾客选择在原木结构里加入雕刻
成份。西海岸原木屋可以为顾客推荐
有才华的本地木工雕刻师。

在一个非
常悠闲的
时刻，我
们的切木
工用链锯
切割出这
条锁链。

伸展式原
木部件用
来做花盆

花盆:



常见问题和解释
一个原木屋成本会比一个传统的房屋高吗？为什么？

简短回答，是的，但不像你预期的那么高。做原木屋要比使用规格木材复杂许多。梁柱式住
宅平均成本大约比传统房屋高15%-30% 以上而手工制作的全天然原木屋价格则高大约30% 以
上。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因为房屋的风格，主人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要求纳入一些特别之
处，比如石壁炉，实心硬木地板和实木门窗。因为手工制作的木屋建造非常快，所以相关人
工成本比传统房屋要低。

每平方英尺的造价大约是多少？

确定一个顾客定制房屋的成本一直都是个挑战。我们建的每个房屋都有其独特的设计及关联
的成本。如果仅涉及原木结构和外形，那么结构越复杂它就越贵。考虑预算时保持审慎现实
的态度并确保心中有一个最终预算很重要。设计师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把房屋设计控制在预
算之内。

由于当地建造成本的区别导致了原木屋建造成本很大的不同。有些地区的建筑成本一直就比
别的地区贵。预测成本和控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规划。即使是初步的规划
对估计成本也是很有帮助的。

一个原木屋建造时间比一个传统房屋长吗？

梁柱式住宅：是的，梁柱式住宅大约比传统房屋建造时间长15%。为确保隔热，耐风雨和渗水
控制，梁柱式住宅在施工过程中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原木接口。

手工制作原木住宅：不，建造手工制作原木住宅大约只需要传统房屋建造时间的一半。手工
制作原木住宅建造速度非常快，因为外部表面不需要额外处理，也不需要外部墙板和隔热
层，而且大量室内处理也是已经完成的。

混合结构住宅：是的，混合结构住宅大约比传统房屋建造时间长20%，主要是因为接口复杂性
的增大。如果使用非现场框架和其它省时技术，建筑时间可以极大地减少。同样最重要的因
素还是要有好的计划来加速施工。

与传统房屋相比原木屋的结构安全性如何？

所有结构设计和建造必须符合当地法规和工程标准。木屋本身不会造成质量安全问题，因为
房子的结构安全不应该取决于建筑类型，而在于它的设计，规划和施工。



你们只用西部红雪松作为建材吗？为什么？

http://www.wrcla.org/

西海岸原木屋只用西部红雪松原因有许多。 
-木材里的天然油（守酸）作为一种防腐剂防止腐烂并抑制昆虫的入侵。 
-尺寸稳定性高，相对强度大，抗开裂。雪松有一种紧致的直行纹理，弯曲和扭曲度比其它木
材小。 
-很耐潮湿。这是西部红雪松在全世界都用于桑拿浴的一个原因。 
-在有管理体系的森林进行采伐有利于物种保护和保证可持续性地森林资源利用。 
-超常的声学特性。高声音传播损失和吸收系数。 
-超常的绝热性能。比大多数木材拥有更高的隔热值，甚至比砖头或水泥的隔热值还要大得 
 多。因此使西部红雪  松原木建筑物冬 暖夏凉。 
-高能源效率。据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判定，在不考虑房屋加热燃料的情况下西部红雪松木 
 屋对所有加拿大气 候而言是隔热保温效果最好的选择。 
-自然芳香。西部红雪松是大量用于改善环境的一种香料，包含自然芳香，可以逐退飞蛾和其 
 它害虫。加上它能 消除不受欢迎的气味和纤维织物，亚麻织物，衣服，毯子等的霉 
 臭。 
-重量轻的原木更易于搬运且运费更低。 
-无可置疑的美丽。一系列温暖而天然的色调，拥有深度光泽并富于纹理质感。 
-西部红雪松不含树脂并且易于接受诸如透明或浓染的罩面漆和油漆。

西部红雪松的特点

声学特性：  易于消减声音传播 
密度（烘干后）: 22 磅/立方英尺 
比重（烘干后）: 0.35 
耐久性:   耐久树种 
系结物:   仅抗腐蚀（铝，热镀锌，黄铜等） 
表面加工:  适用于油漆，染色剂，亮光漆，油和蜡 
散烟度分类:  98 
火焰蔓延额定值: 69(二级) 
高锰酸钾值：  0.74每平方英尺小时华氏度 
保暖系数:  1.35英寸厚 
稳定性:   雪松是最稳定的软木树种 
可加工性:  易于切割，锯，钉和胶粘

横梁有长度限制吗？

装运木材的集装箱内部长度通常大约40英尺，这常常决定了横梁长度的限度。从结构上讲跨
度超过25–30英尺的横梁是不合理的。当然，使用角拉条增加了从条到柱的可用跨度。桁架
系统的工作也会显著地增加跨度，所以在接头支承拼接木梁也是可能的。

原木需要特殊保养吗？诸如雪松制的屋顶

原木的保养在各个阶段都是需要的。原木在被运往现场之前会被涂一种防霉保护剂。到了现
场必须小心，防止在建筑过程擦伤原木。但擦伤后可以用一种木材着色剂“雪松颜色”加以
润色，因为这种颜色最像实际天然风干后的原木颜色。不要用聚乙烯保护原木因为会积湿并
沾污原木。先组建一个胶合板或硬纸板的屏障，在准备染色时要确保原木表面清洁。但如果
因为水渍溅到未处理原木表面而导致很多褪色，应该用木材养护剂加以处理，低草酸含量的
养护剂效果最好。然后按照指导着色并用要求的罩光漆跟进养护。



产品能递送到任何地方吗？

我们可以把产品运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建造一个木屋要多久？

取决于房屋的大小，平均8–12周。

你们提供什么样的质量保证？

我们行业的标准是提供两年的部件和人工的质量保证。

有没有售后服务？

当然。西海岸原木屋对产品有着坚定的支持，随时可以提供帮助。

我的承建商会知道怎么进行木屋施工吗？

这涉及到一个学习曲线问题，但任何有能力的建造者都能施工。如果需要，西海岸原木屋可
以按照需要提供短期培训课程。

木屋建造行业有没有特殊要求？

有的。对水管设施和电气路径需要有规划。 
梁柱式住宅：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墙是常规框架。 
手工制作原木住宅：让管道从一层到另一层并穿过墙体是很复杂的。插座和照明器材以及通
风设备都需要特别规划。 
混合结构住宅：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手工制作原木住宅相同。

木屋比传统的更隔热吗？

相比其它材质，木头本身就是一种好的隔热体。西部红雪松特有的内部气室细胞结构使它拥
有比大多数木头更高的隔热值，比砖头和水泥的隔热值还要高得多。重要的是西海岸原木屋
采用为原木收缩而备的相匹配的高标准建造要求，否则最初相当防风雨的的木屋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变得有缝隙风吹入。西海岸原木屋用一种精确工艺钻石切口和外侧垫片确保房子安置
后耐风雨。其它诸如墙板槽，滴水门框和排水斜坡保持了围绕门窗的紧密配合。



你们造的木屋最高多少？

一般说来您的区域有控制您的房屋高度的原有建筑法规。高度限制可以从您当地规划处获
得。 
手工制作木屋推荐的高度极限是10-12英尺。原木堆放在各自的顶部，如果堆放过高会出现过
度压缩。多层结构木屋也可建造，只要每10垂直英尺有一个承重支座。这意味着木屋可以是
多层高，建造方法和公寓大楼差不多。 
至于梁柱式形体高度限制要宽松得多。我们的经验表明柱子从地面延伸40-50英尺到天花板可
以轻易地实现。出口时集装箱尺寸限制了原木的长度，一般是40英尺长。

建造木屋有没有什么尺寸限制？

墙的长度随使用的原木树种而变化。在西海岸原木屋我们仅使用西部红雪松。这会产出大约
40英尺的最大连续长度。墙的长度可以通过把原木拼接起来而显著地增加。另外墙体可以有
些微地偏移。无论哪种办法都使得墙的长度不再是束缚您想象力的限制因素。

木屋有没有很多工程问题或并发症？

这取决于设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房屋设计要求通过工程检验。标准结构房和原木屋结构
通常采用不同的检验要求，但未必会更复杂。

木屋的寿命是多少？

一个建造良好的木屋有着卓越的耐久性。很可能您的重...重孙的那一辈会继承它。有很多木
屋1000年后还屹立在那儿。但这并不意味着建造得很差的房子也会永续下去或者说不需要维
护与保养。

原木与常用材料接口有没有问题？

有的，把石膏板和原木拼接以及地板和原木拼接需要更高的技艺和细心。

原木能否染成我们选择的某种颜色？

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这取决于制造商。就自定义颜色而言，任何人可以将现有的颜料混
合，但要非常小心地选择产品。一种颜色样品应在被加工的同一批木头上试验。



客户评论

“吉布森登陆港口当局对
您出色的工作无比欣赏”

 
吉•海耶斯, 主席

“我要大大表扬技艺和对细节的注意。他们（西海岸原木屋）真
的在意他们的产品”

特•王，承建商

“这是设计师们一直所期盼的东
西。一个真正地扩展了创造性和艺术性
画板的产品”

丝•克里斯蒂安，设计师

“我当然会推荐你们的
作品给未来的客户，因为
你们的质量和风格对这个
行业来说是独特的”

爱•特克棱伯格，特克
建筑公司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
我们爱我们的木屋。这大大超出
了我们最好的预期”

斯汀惠斯博士，业主



西海岸原木屋的运作位于毗连豪桑德的终端森林产品兰代尔分拣场。作为在此场所的
承租人西海岸原木屋在终端森林产品兰代尔原木分拣环境管理体系内运行，该体系遵
照ISO 14001 – 1996并由登记管理系统和加拿大标准协会组织认证。

为符合终端森林产品设置的高标准西海岸原木屋致力于遵循终端森林产品兰代尔原木
分拣的环境管理规划实施其运作。

西海岸原木屋的营运纲领：

-以这样的方式行事 ：任何时候都意识到并维护环境的完整性。

-遵守所有环境法律和支配我们运作的法律条文。

-与政府和其它有关当局就环境要素的识别和保护保持联系。

-确保我们的雇员和承包商受到环保工作规范的培训。

-我们进行日常营运的周期性检查以确保环保目标得到维护并满足我们的标准。

-保持严格的污染预防控制方案并不断提升。

-积极地监控，评估及不断地争取改进我们的环境规范。

西海岸原木屋积极支持和实践循环再用。由我们营运，车辆和设备所产生的废物，被
收集起来运到恰当的回收仓库。所有不可循环再用的废物以一种环境所能接受的方式
被处理掉。我们非常关心场所清理并定期地处理所有垃圾，废物和可循环使用的材料
以避免现场堆积。

西海岸原木屋一直致力于推广环保地原木采伐。我们的两个重要供应商，终端森林产
品和威士比树农场，近期收到他们林地的美国林业及纸业协会可持续森林机构的主动
认证。

西海岸原木屋清醒地看到生产工艺对环境的影响并积极参与环境友好行为的活动。我
们定期地检查现有环境政策和新环保措施的更新和倡议并及时改进和提高。

环境政策



联系我们

西海岸原木屋地址
West Coast Log Homes

P.O. Box 877, Gibsons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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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604) 886 4279
传真: (604) 886 0409

电子邮箱: info@westcoastloghomes.com
www.westcoastlogho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