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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座椅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刘闻名ꎬ冷佳峻
(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明式座椅的形态、种类与装饰特征为切入点ꎬ分析了明式座椅的美学特

点ꎬ对明式座椅在现代中式室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ꎬ讨论了明式座椅在与现
代室内设计结合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座椅进行重塑设计ꎬ提出了明式座椅在
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与改进策略ꎮ
关键词:明式座椅ꎻ现代室内设计ꎻ再设计ꎻ应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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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简约、色彩明亮、功能实用、体验舒

展ꎬ纵观我国家具发展的历史ꎬ明式家具可谓

适是当今室内设计领域普遍认同的设计准

是浓墨重彩 的 一 笔ꎮ 在 王 世 襄 先 生 编 著 的

则ꎬ室内设计正在走进一个强调功能与美感
兼具的时代ꎮ 随着审美诉求的提高ꎬ人们开
始有意识地去寻找融合民族文化、体现民俗
与民族文化的演变与发展的文化产品ꎮ “ 住
宅是居住的机器” 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
柯布西耶在功能主义的探索过程中留下的非

« 明式家具珍赏» 一书中ꎬ他将明式家具分为

五大类 [１] :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柜架类、
其他类ꎮ 其中ꎬ椅凳类包括杌凳、坐墩、交杌、
长凳、椅和宝座ꎮ

一、明式座椅的形态、种类与装饰特征

常著名的一句话ꎮ 大开窗、简单的几何体造

１. 明式座椅的种类以及形态分析

型、空间通透、实用性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设计理念对当代室内空间设计有着非常深远

自古至今ꎬ国人生活的起居方式可分为
席地坐和垂足坐两大时期ꎮ 从商、周到汉、魏

的意义和影响ꎮ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ꎬ家具ꎬ作

主要以席地坐为主ꎮ 到西晋时期ꎬ跪坐的理

为人类生活与工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产品ꎬ

念逐渐淡薄ꎬ坐姿也渐渐随性起来ꎬ更多以舒

是室内设计师们永远绕不开的话题ꎮ 因此ꎬ

适为主ꎮ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ꎬ垂足坐开始流

无论是大跨度、 高举架的公共空间ꎬ 还是紧

行起来ꎬ高型坐具如凳与筌蹄等相继出现ꎮ

凑、私密的个人住宅ꎬ家具都是空间环境中重

入唐以后ꎬ出现了高型的桌案ꎮ 到了宋代ꎬ家

要的构成元素ꎮ

具的发展完全进入了垂足高坐的时期ꎬ各种

自工业革命至今ꎬ批量化、工业化背景下

的家具设计已经经历了 ２００ 余年的发展ꎬ随
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进步ꎬ家具设计已经进入
了一个“ 个性化功能主义时代” ꎬ家具设计领
域也更加注重对特色民族文化的探究与发

高型家具已经初步定型ꎮ 南宋时期ꎬ家具品
种和形式已经相当完备ꎬ 工艺也日益精湛ꎮ
在明朝ꎬ我国家具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ꎮ
明式座椅造型简单古朴ꎬ结构严谨ꎮ 明式座
椅大体上可以分为 ４ 个种类 [２] :靠背椅、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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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圈椅、交椅ꎮ

(１) 靠背椅

５５５

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榉木等珍贵木
材ꎬ正是因为选材的考究ꎬ明式座椅上木材的

在明式座椅中ꎬ只有靠背没有扶手的椅

纹路、质感较之一般的木质家具更别具一格ꎮ

子都叫靠背椅ꎮ 其中ꎬ有一款造型经典的椅

装饰纹样也是多种多样ꎬ形式丰富ꎬ同时ꎬ榫

子叫做“ 灯挂椅” ꎮ 灯挂椅因为形似南方悬

卯结构的构件样式设计手法变化多样ꎬ有许

挂灯盏的高粱竹制灯架而得名ꎮ 灯挂椅的典

多座椅的造型甚至是绝无仅有的ꎮ 虽然明式

型特征就是靠背比一般的靠背椅要高ꎬ同时ꎬ

座椅在用料、纹样、形式、做工上有所不同ꎬ但

背面比较窄ꎬ造型比较简洁ꎬ靠背没有过多的

是总体来说还是遵循当时座椅造型、比例尺

装饰ꎬ搭脑的造型与四出头官帽椅比较类似ꎮ
(２) 扶手椅

在明式座椅中ꎬ既有靠背又有扶手的椅
子ꎬ除圈椅、交椅外ꎬ都叫扶手椅ꎬ在王世襄先
生的« 明式家具珍赏» 中ꎬ他将扶手椅主要归
纳为 ３ 种形式:第一种扶手椅形制矮小ꎬ靠背
和扶手与座位垂直ꎬ北方叫“ 玫瑰椅” ꎬ南方
叫“ 文椅” ꎮ 这款椅子主要用于文人写作时

使用ꎬ由于其靠背搭脑高度与人体后背相当ꎬ
因此并不适合使用者倚靠休息ꎻ第二种是搭
脑与扶手都伸探出头的叫“ 官帽椅” ꎬ或者叫
“ 四出头官帽椅” ꎻ第三种是搭脑与扶手不出

头而是与前后腿弯转相交的叫“ 南官帽椅” ꎮ

度等基本设计原则ꎬ其规律仍有迹可循 [３] ꎮ
(１) 明式座椅的基本造型分析

每一款明式座椅都有一个基本型ꎬ以四

出头官帽椅( 见图 １) 为例ꎬ四出头官帽椅与
灯挂椅形式类似ꎬ区别在于四出头官帽椅在
座板上加装扶手ꎮ 椅子的“ 搭脑” 两端出头ꎬ
左右扶手前端出头ꎬ常见的式样是后背为一
块靠背板ꎬ两侧扶手各安一根“ 联帮棍” ꎮ 不
同样式的四出头官帽椅的搭脑在造型样式上
有所区别ꎬ有的采用通直的搭脑ꎬ有的在搭脑
的大小、造型上做一些变化ꎮ 靠背板的选材
多选用纹理精美、质地均匀的木材ꎬ背板的区
别主要体现在板面上的装饰手法不同ꎬ木材

南官帽椅形制多样ꎬ外形有像玫瑰椅的矮靠

纹路精美的一般为了展现纹理就不再雕刻纹

背南官帽椅ꎬ有后背接近圈椅的高扶手南官

样ꎮ 背板上的雕刻纹样有透雕和浮雕两种形

帽椅ꎬ还有雕有牡丹纹的扇面形南官帽椅等

式ꎬ也有的会在背板上直接开孔ꎮ

各具特色的制品ꎮ
(３) 圈

椅

圈椅主要是清代匠师所用ꎬ明代一般直

接称之为“ 圆椅” ꎬ西方学者一般称之为“ 马

掌椅” ꎮ 圈椅的靠背与扶手是一体式设计ꎬ
整体一顺而下ꎬ圆婉柔和ꎬ极为美观ꎮ 在使用
时肘部可以倚靠ꎬ整个腋下的一段臂膀可以
得到支撑ꎬ非常舒适ꎮ
(４) 交

椅

交椅的特点是交杌加上靠背ꎬ有直后背
和圆后背两种ꎮ 直后背交椅的靠背有如灯挂
椅ꎬ圆后背交椅的靠背则如圈椅ꎬ宋代称之为

图１

四出头官帽椅

与杌凳不同ꎬ明式座椅没有束腰之分ꎬ因

“栲栳样” ꎬ一般都采用金属饰件钉裹交接部

此ꎬ在腿足的造型上并没有明确的圆足或者

位ꎬ用以加强腿足的连接ꎬ并且取得一定的装

方足的造型规律可循ꎮ 明代家具的装饰分为

饰效果ꎮ

两类:第一类是与结构紧密相连的装饰ꎬ如牙

２. 明式座椅一般造型规律分析
明式座椅主要材料为木材ꎬ常用的有黄

子( 牙条与牙头) 、券口、圈口、挡板、矮老、卡
子花等ꎮ 另外ꎬ如罗锅枨、霸王枨、十字枨、托

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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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等ꎬ虽是结构部件ꎬ 但由于匠师的巧妙处

式与功能两者融合的大气、实用的设计理念ꎬ

理ꎬ也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ꎮ 第二类是纯

没有进一步考虑座椅舒适度的设计ꎬ反而着眼

粹的装饰ꎬ如雕刻、镶嵌、线形等ꎮ 图 １ 所示

于装饰ꎬ纷繁复杂的装饰纹样使家具更像一件

的牙子主要起到了连接与固定椅子的腿足和

精美的装饰品ꎬ脱离了家具的本质ꎮ 明式座椅

座板的功能ꎬ同时ꎬ为了美观在造型上采用了

的发展对当今家具设计的影响是深远的ꎮ

的管脚枨采用了“ 步步高赶枨” ꎮ 另一种较

二、传统家具在当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为常见的手法是采用罗锅枨加矮老的常用组

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了一个强调功能与

合方式来固定腿足和座板ꎬ腿足之间则采用

产品的实用性的时代ꎬ产品更加注重结构简

前后低、两侧高的赶枨ꎮ

单、功能实用、舒适的体验ꎬ丢掉一切不必要

经典的壶门券口造型ꎮ 图 １ 所示在腿足之间

(２) 明式座椅的文化传承与演变

除了座椅本身的基本结构之外ꎬ文化的
传承与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也是影响明式座
椅造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ꎮ 以交椅( 见
图 ２) 为例ꎬ交椅是明式座椅的另一种比较特
殊的形式ꎬ它的基本形式来源于交杌ꎬ也就是
生活中常用的“ 马扎” ꎮ 交椅分为“ 直背” 和
“ 圈背” 两种ꎮ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ꎬ交
椅不是任何人都能坐的ꎬ坐交椅乃是高贵的

的装饰ꎬ回归产品的本质功能属性ꎮ 无论是
丹麦 ＢＩＧ 建筑事务所倡导的“ 是即是多” ꎬ还
是深泽直人的“ 无意识设计” ꎬ都是强调回归
产品本质的设计ꎬ抓住产品的最本质功能ꎬ使
其发挥应该具有的最大功效ꎮ 日本设计大师
原研哉在« 设计中的设计» 一书中曾经说过:
“ 设计基本上没有自我表现的动机ꎬ其落脚
点更侧重于社会ꎮ 解决社会中多数人共同面
临的问题ꎬ是设计的本质ꎮ 在问题的解决过

的意义ꎬ所以ꎬ“ 坐第一把交椅” 就成了首领

程中———也是设计的过程中产生的那种人类

的代名词ꎮ 随后交椅的使用从户外进入到了

发的感慨就是设计最有魅力的地方ꎮ” [４]

身份、地位的象征ꎮ 正因为交椅有如此特殊

室内ꎬ它的交叉折叠的椅足已失去了原来野
外使用的功能ꎬ于是有人将其改成常规椅子
的四条直足ꎬ这便成了“ 圈椅” ꎮ

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价值或精神ꎬ以及由此引
１. 当代室内设计的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ꎬ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
效率的提升ꎬ建筑行业飞速发展ꎬ人们已经不
仅仅满足于建筑的功能性ꎬ开始尝试更多的
建筑设计样式、材料以及新的施工工艺的应
用ꎮ 与建筑行业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领域也
取得了迅速的发展ꎬ出现了包豪斯、波普、白
色派、高技派、孟菲斯集团等各种各样的设计
流派ꎮ
材料的发展使设计师们的选择更多ꎬ尤
其是复合材料的发展使原本单调的空间质感
也变得多样化ꎬ材料的搭配运用以及新的施

图２

交

椅

工工艺推动 着 室 内 设 计 行 业 日 趋 成 熟ꎮ 当

因此ꎬ基于交椅的演变可以发现ꎬ明式座

然ꎬ任何事物都会遵循一个发展规律ꎬ室内设

椅的样式不是一成不变的ꎬ而是随着人们的

计领域也是一样ꎬ当纵向的发展进入一个平

使用习惯、喜好、流行文化等因素的不断变化

缓期的时候ꎬ横向的扩展就成为人们的第一

而变化ꎮ 明式座椅在不断的发展与演变中逐

选择ꎬ因此ꎬ基于国家文化与民族风格大框架

渐完善ꎬ到了清代前期由于统治阶层文化与

下的“ 再设计” 成为了设计师们的首选ꎮ 其

理念的冲突ꎬ明式座椅的发展偏离了最初形

中ꎬ日本的双轨并行制度下的传统文化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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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得探讨与研究ꎮ
２. 双轨并行体制下日本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
的融合与发展

５５７

在 Ｗａｔｅｒｃｈｅｒｒｙ 案例分析中可以发现ꎬ日
本设计师在做室内空间的设计时ꎬ尤其是在
协调两款不同风格的家具产品在空间中的搭

安藤忠雄、隈研吾、原研哉、黑川雅之、福

配时ꎬ通常采用以下方法:①在产品的材料中

田繁雄、深泽直人ꎬ这些在全球各个设计领域

寻找关联ꎮ 在本案例中ꎬ榻榻米的边缘部分

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恰恰印证着日本在世界范

和沙发的边柜都采用木材ꎬ在材质上构建起

围内的设计发展的成功与辉煌ꎮ 隈研吾的竹
子建筑、黑川雅之的日本传统文化配色的盘

了联系ꎮ ② 统一整个空间色 调ꎮ 在 本 案 例
中ꎬ榻榻米、沙发、吊顶、隔断、地面都采用纯

子、福田繁雄浮世绘风格的海报等令人印象

度较低的色调ꎬ同时ꎬ采用大量的浅木色色调

深刻的设计作品向人们展示了日本的双轨并

作为空间中的主色调ꎬ也作为一个调合色调ꎬ

行体制下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ꎮ

中和整个空间以确保空间的整体色调协调统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化时
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

一ꎮ ③在结构造型上采用统一形式ꎮ 在本案
例中ꎬ无论是家具产品还是建筑结构都采用

计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ꎬ日本的传统设

简单的直线、几何形样式ꎬ在造型上形成一种

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而被破坏ꎮ 反而随着

统一的对比关系ꎮ 对于 Ｗａｔｅｒｃｈｅｒｒｙ 住宅案

时间的推移ꎬ日本的设计在沉淀了传统文化

例的分析可以作为明式家具在当代室内设计

的同时ꎬ也吸收了西方国家先进的工艺技术

中应用的参考ꎮ

和材料ꎬ正是这种双向的发展使日本的设计
展现了独具一格的品质ꎮ

在普利策奖得主———建筑大师隈研吾的

Ｗａｔｅｒｃｈｅｒｒｙ 住宅( 见图 ３) 中ꎬ他在一个现代
别墅的客厅室内设计中引入了许多日本传统
的设计元素与样式ꎬ如木隔断、尖顶、榻榻米
等ꎬ其中ꎬ榻榻米作为日本传统居室中重要的
家居产品ꎬ与简约的单色布艺沙发形成了明
显的对比ꎮ 但是ꎬ隈研吾大师并没有单纯地
将“ 日式元素” 放置在室内空间中作为装饰
而存在ꎬ而是通过再设计的手法对引入的传
统元素进行再次塑造ꎬ在材料、色彩、工艺之
中寻找统一与变化ꎬ最终让榻榻米与布艺沙
发这两个不同文化与时代的产品的搭配既和
谐美观ꎬ又舒适自然ꎮ

三、明式座椅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明式座椅在当代室内空间中的运用并不
罕见ꎬ在许多街边小店都可以看见使用灯挂
椅作为餐椅ꎬ也有人在家里摆放圈椅作为装
饰ꎮ 在设计中ꎬ很多设计师也非常喜欢使用
明式座椅来装饰空间ꎮ 然而ꎬ许多人并未考
虑明式座椅本身作为文化的载体所具有的独
特意 义ꎮ 这 使 明 式 座 椅 在 空 间 中 的 “ 体 量

感” 非常弱ꎬ往往成了家居设计的附属品 [５] ꎬ
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最终仅仅流于形式ꎬ明
式座椅也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ꎮ 因此ꎬ如何
让明式座椅在空间中体现它的价值是设计所
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１. 我国的室内设计发展现状
很多人都说ꎬ美国是一个文化熔炉ꎬ事实
上ꎬ中国才是ꎮ 中国自古以来地理位置独特ꎬ
资源丰富ꎬ连接欧亚大陆板块ꎬ陆路交通四通
八达ꎬ沿海港口终年通航ꎮ 正因如此ꎬ中原地
区自古以来都是各方必争之地ꎬ也是文化融
合之地ꎬ中国的文化就是基于这样的自然条
件历经多年的发展融合逐渐形成并延续至

图３

Ｗａｔｅｒｃｈｅｒｒｙ 住宅

今ꎮ 随着我国社会审美意识的提升ꎬ各种样
式的设计风格也顺应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ꎮ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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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现代中式风格” 的设计愈来愈得到人

面上的竹子、胶合板、亚克力等其他材料的座

们的认可ꎮ

椅价格更高ꎬ而且在维修与养护上的要求也

“ 现代中式风格” 不同于传统概念上的

“ 新中式” 风格ꎬ现代中式风格在形式上更趋

更高ꎬ所以ꎬ明式座椅的消费群体相对小众ꎮ
其次ꎬ在明朝ꎬ人们所居住的空间环境和

向于简洁的处理手法ꎬ空间整体色调明亮ꎬ大

住宅布局与如今大相径庭ꎬ因此ꎬ在家具的摆

开窗ꎬ简单的几何体造型ꎬ空间通透ꎬ更加适

放上有十分明显的区别ꎮ 尤其是会客厅( 在

宜居住生活

[６]

ꎮ 以北京四合院改造项目扭

院儿( 见图 ４) 为例ꎬ扭院儿在整个室内空间

古代也叫堂屋) ꎬ由于堂屋对于古人来讲是
举行家庭祭祀和重大礼仪的场所ꎬ因此ꎬ古人

的设计中采用了简单的结构ꎬ除去必要的功

对堂屋的家具布局十分讲究ꎬ其中座椅的摆

能性结构之外ꎬ没有多余的立面装饰ꎬ摒弃了

放就十分考究ꎮ 相比之下ꎬ明式座椅在造型

新中式风格中对于中式元素的堆叠ꎬ整个空

上注入的深层含义、花纹样式、设计目的在新

间更加强调功能的需求和使用的便利ꎬ同时ꎬ
又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留白ꎮ 与
新中式设计风格不同的是ꎬ现代中式风格兼

式住宅中会显得突兀 [７] ꎮ

再次ꎬ明式座椅在功能性、尺度、舒适性

等方面难以满足现代人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生

素ꎬ以最简单的设计手法来营造纯粹的空间

活习惯、 喜好等诉求 [８] ꎮ 例如ꎬ 在 住 宅 的 书

风格ꎮ 现代中式风格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ꎬ

利性等方面就大打折扣ꎮ

具功能性与美感ꎬ剔除了空间中的不必要元

少了矫揉造作的空间装饰ꎬ更加简洁清爽的
设计风格和色彩对比更适合年轻群体的审美
需求ꎬ可以说ꎬ现代中式风格将是我国室内设
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ꎮ

房中ꎬ文椅较之老板椅在舒适性、功能性、便
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明式座椅在现
代室内空间中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ꎮ

四、结

论

综上所述ꎬ明式座椅并不适合直接运用
到现代中式室内设计中ꎬ而是需要从适应现
代人的生活习惯、社会生产等方面进行改进ꎮ

(１) 明式座椅自身多用直材ꎬ整体流线

自然ꎬ可以很容易地融入不同风格的室内空
间ꎮ 现代中式室内设计风格更加强调纯粹ꎬ
而不是元素的堆砌ꎬ空间意境、色彩、留白等
审美意识广为大众所接受ꎮ 在这个空间背景
图４

北京扭院儿

下ꎬ明式座椅在造型、体量、功能等方面的作

２. 明式座椅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应用的局限性

用就会被无限放大ꎮ 因此ꎬ明式座椅应在尽

明式座椅本身形制考究、制作讲究、造型

可能保留原有构型不变的基础上尝试在舒适

简洁、质感细密ꎬ在现代中式室内空间中无论

性、便捷性上进行调整ꎬ 不受限于原有的形

是作为设计的中心还是装饰都十分合适ꎮ 但

式ꎬ而是让它更加适应人们的使用需要ꎮ

是ꎬ在实际应用中ꎬ明式座椅在现代室内设计

(２) 明式座椅在一些接口上的连接可以

中的使用以及融合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局限

采用金属制件来加固榫卯结构ꎬ同时还可以

性ꎬ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产品本身的装饰ꎬ在产品本身的质感上

首先ꎬ明式座椅在选材用料上有着严格
的要求ꎬ基本都是十分珍贵的木材ꎬ黄花梨、
紫檀木这些珍贵的木材造价成本极高ꎬ远远
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消费预期ꎬ不但比现在市

增加一些变化 [９] ꎮ 另外ꎬ可以将一些加固结
构进行整合再设计ꎬ如牙条、矮老、卡子花、霸
王枨等ꎬ使产品更加简单实用ꎬ便于维护ꎮ

(３) 在座椅的材料选择上应该结合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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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材料而非仅仅选用木材ꎬ可以采用一
些新的复合材料ꎬ突破原有对于明式座椅的

[３]

固有思维ꎬ在质感、造型、视觉上对明式座椅进
行再整合ꎮ 这样明式座椅的适用范围才会更
加广泛ꎬ同时也会保留明式座椅的文化精髓ꎮ
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师、工业设计部门
的创立者罗伯特布伦纳在其著作« 至关重
要的设计» 中说:“ 你必须建立一个以大众体
验为中心的开发过程ꎻ你必须鼓励每个人成为
这一过程中的一份子ꎻ你必须建立一个市场营
销程序ꎬ以便向大众彰显并传达这些设计理
念ꎮ”

[１０]

作为中国家具史上最为成功、辉煌的

家具产品ꎬ明式座椅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作为实

[４]
[５]
[６]
[７]
[８]

５５９

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周毅申ꎬ黎明ꎬ方菲. 明式座椅的比例尺度对

现代家 具 设 计 的 启 示 [ Ｊ] . 家 具ꎬ ２０１５ ( １ ) :

４２ － ４６.

原研哉. 设计中的设计[ Ｍ] . 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周月ꎬ余肖红. 浅谈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文化来
源[ Ｊ] . 家具ꎬ２０１５(６) :５５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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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价值工程ꎬ２０１５(１) :１１７ － １１８.

纳塔莱. 家具设计与构造图解[ Ｍ] . 北京:中
国青年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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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产品的使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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