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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design of wood plastic composite 
(WPC) newsstand is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as a new eco-friendly material, at the base of deeply finding 
out the properties of WPC. The new WPC newsstand is analyzed by modular desig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xcellent properties of WPC, to solv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newsstands such as monotonous shapes, low 
material-recycling value, difficult recycling process, large resources consumption, etc., which achieves the 
objective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will bring huge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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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低碳经济的引导下，深入了解木塑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环保材料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

系统研究木塑报刊亭的应用设计。利用木塑材料的优良特质，对木塑报刊亭进行模块化设计分析，解

决了现有报刊亭外形单调，材料回收价值小、回收处理难，需消耗大量物质资源等问题，达到了节能

减碳的目的，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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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飞速发展，能源

与资源缺乏及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了人们

的高度关注，如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全

球的共同问题。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这一概念

应运而生。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

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

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 GDP

的问题，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

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

本性改变 [1]。 

木塑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环保材料，充分

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响应低碳经济的号召，实现节

能减碳的目的。它以废弃塑料和废旧木头、木屑、植

物纤维等作为原料，兼有塑料的耐水防腐和木材的

质感两种特性，具有防腐、防潮、防虫蛀、尺寸

稳定性高等优点，并且可进行切割、粘接、钉子

或螺栓固定连接，可涂漆 [2]，质量轻，可替代原木、

塑料、塑钢、铝合金及其他类似复合材料，外形上又

具备天然的木材纹理和多种颜色式样。这些优良特性，

使得木塑特别适合于报刊亭这种户外移动轻体房的建

造，可以弥补许多传统材料固有的缺陷。 

2 现有报刊亭问题 

典型报刊亭一般是四方亭、八角亭、圆形亭等等。

不论哪种亭，其制作材料大多为木材、钢材、铝合金、

不锈钢、彩板、冷板等。千篇一律的钢板、铁皮、铝

合金使得目前街道广场上的大部分报刊亭设计同质

化，外形单调，布局混乱，而且这些材料回收价值小，

回收处理难，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所以，此种

报刊亭将会遭到淘汰，把木塑引入到报刊亭的建造将

是一种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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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ctagonal newsstand 

图 1.八角亭 

 

由于报刊亭具有可移动、可复制、可组合、可进

行批量生产的特点，因此可以从低碳经济的角度出发，

对其进行木塑材料的模块化设计，使其相对于传统报

刊亭而言，施工过程更简单，安装拆卸更简便，外观

形象更简洁，更能融于城市环境，真正意义上达到节

能减碳的目的。 

3 木塑报刊亭的设计分析 

追求报刊亭的模块化设计，实际上是追求各部件

的易拆卸、易运输、易重组，使设计的产品满足功能

的属性，易于修复和升级。模块化表现为特征尺寸模

数化、结构典型化、部件通用化、参数系列化、组装

积木化[3]。报刊亭的具体设计制造过程中，由于不同

类型的报刊亭之间并不具备完全的可互换性[4]，可以

采用分组模块化的设计方法。报刊亭组合应采用可逆

的装配方法，多用典型化结构装配，多采用螺栓紧固，

尽量减少使用不可逆的焊接组合方法。 

3.1 技术实现分析 

木塑材料的曲面型材少，制作工艺难，制造成本

较高。基于这些不利因素，木塑件外形必须有一定规

则性，不可能像塑料一样实现流线形等比较复杂的曲

面造型。 

从材料角度出发，对报刊亭技术实现的分析，主

要考虑木塑循环的五个环节。 

3.1.1 原料生产 

木塑原料来源非常广，主要为热塑性塑料和木

粉、植物秸秆粉、植物种壳等木质粉料。热塑性

塑料可采用工业或生活废弃的各种塑料；木质粉

料可采用木材加工的下脚料、小茎材、枝桠材以

及低品质木材，也可采用麦秸、棉秆、亚麻秆、

稻壳等 [5]。两者混合有一定比例并须加入一定添加

剂、相容剂。 

3.1.2 加工成型 

木塑是通过木塑粒子挤出成型，这种工艺方法决

定了要考虑怎样设计木塑型材（包括柱、梁、板）的

形状、尺寸规格，使其在满足一定力学要求和美观要

求的条件下，用料 省。 

木塑的自然木材纹理的形成有几种方式。木塑在

挤出过程中，因木塑粒子颜色、混合比例不同会产生

出多种自然纹理。后期还可以通过贴膜、烫印等方式

形成纹理。烫印的纹理会有凹凸感，一般来讲，更接

近木材，更美观。 

3.1.3 产品应用 

生产出的型材要能快速简便地安装、搭建成报刊

亭，需考虑型材的连接、固定、组装、拼合、安装组

件等问题。木塑拼接可采用榫卯结构和螺钉固定的方

式。报刊亭的柱、梁、地板槽也可以使用同一型号的

型材，模块拼装、节省用料。 

3.1.4 拆卸回收 

报刊亭需拆除或换址时，拆卸过程要尽量快速简

便，尽量减少对型材和组件的损害，保证其能重复利

用和回收利用。 

3.1.5 回收再生产 

回收后的型材，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再次投入使用。

一是通过重新贴膜或烫印的方式和二次加工改变其颜

色、纹理、形状，投入使用。二是通过粉碎机粉碎，

打成木塑粒子，通过设备挤出，再次生成新的型材，

投入使用。这个过程可以保证零浪费。 

 

 

Figure 2. Design for the modularized WPC newsstand 

图 2. 模块化木塑报刊亭设计方案 

3.2 内部布置及人机尺寸分析 

报刊亭亭体一般由顶盖、底座、亭身构成。底座

投影面积大概在 2-12 平方米不等，但这个没有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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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很多城市推出了多种面积规格的报刊亭，以满

足不同地段可利用的使用面积要求。亭内一般有书架、

报纸展示架、营业柜台、书刊报纸储藏柜和人休息时

的一个凳子，以及人在亭内走动的活动通道。 

 

   

Figure 3. Design for the interior space of the newsstand 

图 3. 报刊亭内部空间设计方案 

 

内部空间布置随整体形态以中间收银台为轴线左

右对称。如果消费者的购买目的明确，可以直接进门

到收银台索取；如果消费者的购买目的性不强，他可

以在左右两边的展示区观看，再到收银台付款购买。

因此消费者的购买过程需完成进门——询问——购买

——出门或者进门——左转/右转——选择书报——

购买——出门一系列动作。 

 

 

Figure 4. Purchased route 

图 4. 交通线路图 

 

报刊亭虽小，但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也涉及到

人机工程学的相关知识，需考虑多项人体尺寸数据来

约束报刊亭模块型材的尺寸。根据对人体部分重要测

量项目以及部分人体尺寸及坐姿、立姿尺寸等进行分

析，可得到报刊亭的具体细节尺寸。 

亭门应满足大多数人进出的需要，取我国成年男

子 95 百分位的 大肩宽，所以高度 H 大于 1775mm，

宽度 W 大于 469mm，还应加上心理修正量；座凳高

度应该适合大多数人的坐高，取中间百分位较理想。

男性经营者 438mm 左右，女性经营者 417mm 左右；

座凳宽度要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臀宽，取 95 百分位，男

性应大于 355mm，女性应大于 382mm；亭内空间高

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身高要求，较理想应在 2010mm 以

上；顶部货物搁板高度考虑女性经营者个子稍小的特

点，但设计太低会影响正常书报展示，取女性经营者

立姿双手功能上举高 50 百分位，不宜超过 1885mm；

工作台宽度取女性坐姿前臂手功能前伸长 50 百分位

值，不宜宽于 306mm； 

工作台高度参考一般桌面的高度，取值范围较大，

在 584-789mm 内；过道宽度参考人立姿活动空间，不

宜小于 750mm。 

室内照明可在亭内及杂志展示处设置卡口安装式

照明灯。此外，报刊亭玻璃立面的通透性可以引入自

然光，补充白天和夜间的照明。 

内部柜体的设计需合理分配书报的展示与储存空

间，外形风格与报刊亭整体形态保持统一。 

 

        

Figure 5. Shelves inside 

 图 5. 内部柜架 

 

3.3 工程安装分析 

整个报刊亭可拆分为三大部分，亭顶、亭体和亭

底，几乎全部用木塑材料搭建拼接而成，整体结构上

充分考虑了通风采光、防水隔热、防雨防潮的要求。

亭体的支撑柱采用十字柱卡接的形式，展示窗格也采

用卡接式连接。这样的连接方式不仅稳固，而且安装

拆卸方便，能统一型号，便于模块化。 

 

 

Figure 6. Exploded view 

图 6. 爆炸图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10

978-1-935068-17-4 © 2010 SciRes.299



 
 

 

 

 

 

  

Figure 7. Assembling way 

图 7. 卡接式 

 

为了方便模块组件的生产、组装，以及报刊亭零

部件的替换，将所用到的所有木塑型材进行分析整理

归类得到型材明细表。 

 

Table 1. Main Sections sheet 

表 1. 型材明细表 

序

号 
品名 端面 

型号规

格 
用途

1 

空腔板

-1 

K90-20  

K90*20

柱、

墙

板、

顶板

2 

空腔板

-2 

K90-20  

K90*20

展示

板、

窗格

板 

3 
阶梯槽 

C110-60 

 

C110*60
地

梁、

顶梁

4 
槽 

C80-20 
 

C80*20
亭顶

水槽

5 
板材 

B150-12  
B150*12 地板

6 
方条 

B50-30 
 

B50*30 地楞

7 
踢脚线 

Y158-9  
Y158*9

踢脚

线 

 

所需木塑型材在生产车间生产完毕后，送到现场

组装。当其需要换址移动时，可将其拆卸或整体移动；

当需要翻新、更换零部件时，可去工厂调用相应的型

材更换；当报废不用时，可将其型材用于其他报刊亭

的组装，或者将材料粉碎回收重新生产。这就是木塑

报刊亭整个的循环流程。 

4 结语 

木塑报刊亭的设计以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为原

则，充分发挥木塑复合材料的优良特性，可以完全取

代旧有报刊亭。并且通过对一些材料、结构件和连接

件的改进，还可以把木塑材料应用到抗震救灾等轻体

移动建筑中。因此，木塑材料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意义，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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