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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represented by the zodiac chair, the 

structures of mortise and tenon in the chair are analyzed in all components including back, armrests, 

seat surface, waist, leg frame and bottom fra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design works, 

triangular stool and clothes stand with mortise and tenon, the paper expresses the respect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culture and art in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榫卯结构研究及其在当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王湘1, a,*, 尹建伟2,b  

1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石景山，北京，中国 

2北方工业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石景山，北京，中国 

aemail: wx@ncut.edu.cn, bemail:yinjianwei@ncut.edu.cn 

*通讯作者 

关键词: 榫卯；传统家具；家具设计 

中文摘要. 本文重点研究了中国传统家具中的榫卯结构，通过对生肖椅仿制过程的介绍，深

入分析了榫卯结构在生肖椅中靠背扶手、座面、束腰、腿部框架和托泥上的应用。三角凳和

衣架两件作品是笔者所在研究小组将榫卯结构应用到当代家具设计中的尝试，表达了设计者

们对传统的尊重、继承和发展，探索了传统家具文化和艺术在当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1．引言 

中国传统家具在艺术上具有高深的造诣，它的榫卯结构独具特色，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具

的精髓。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魅力，使之与当代的艺术设计相互融合和借鉴，

从而形成具有独特中国文化特点的家具设计风格，是当代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艺术

家和设计师始终不断探索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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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榫卯结构 

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家具结构的一大特色。榫卯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木构件上所采用

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头）；凹进部分叫卯（或榫眼、榫槽），

当榫插入到卯中，榫和卯咬合，起到连接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家具以及其它木构件的

主要连接方式。榫卯结构是木件之间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可有效地限

制木件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因此是一种非常科学的连接方式，其特点有三个方面： 

1）相互补充、相互依存 

榫卯结构一凸一凹，体现传统文化中道的阴阳平衡。榫为阳，卯为阴，榫卯中内蕴阴阳，

在其中阴阳互补，虚实相生，相生相克，互相制衡。榫卯中蕴含了力学、美学与哲学的智慧。

在家具中呈现出一进一退间的力学；一凹一凸间的美学；一榫一卯间的智慧[1]。 

2）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在传统家具长期的制作中，匠人们逐步理解木材的特点，进而熟练掌握木材材性，能够

顺应材性的特点，通过独特的工艺发挥出木材的最佳特点。木材有湿涨干缩的现象，一年四

季都会随空气中湿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夏两季尤为明显。利用榫卯原理设计的框架结构，有

效地减少了木材湿胀干缩给家具带来的影响，在框架结构的边部留有伸缩缝，使得面心板在

这个空隙中膨胀、伸缩，不影响板面的大小与平整度，有效的保持了家具的设计造型。 

3）物尽其用 

制作家具时难免会产生小料。工匠们不舍丢弃珍贵的材料，会利用榫卯结构将小料攒接

起来，在横向和纵向加长，形成大面积的图案。一般来说，工匠用这些小料攒接成几何图形，

赋予一定的形式美感，不仅节省了材料，还起到了装饰作用，让人们获得视觉享受。同时这

也是对匠人手艺的考验，攒接时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否则不但影响图案的美观，还会导致攒

接的部件无法安装到预定的位置。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精湛的工艺，是展现榫卯

结构精妙之处的基础。 

榫卯是中国家具的灵魂，一榫一卯之间，一转一折之间，都凝结着中国几千年传统家具

文化的精粹。 

3．传统家具造型结构 

清紫檀有束腰嵌瘿木十二生肖扶手椅（简称生肖椅）是颐和园澹宁堂传世的经典家具。

生肖椅为屏背式扶手椅，紫檀木制成为主体框架，扶手和靠背的面心板为瘿木制成。原作每

把椅子靠背上雕一种生肖，一共有十二把组成一堂，遗憾的是现在原件仅存虎椅和羊椅[2]。 

生肖椅结构精妙，涵盖了传统家具主要的榫卯结构，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根据传统座

椅的基本形式，笔者的研究小组对生肖椅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将其复制出成品。图1

是将所有的零件进行拆解后，并按照位置关系进行排列的图形。该平面图形可生动的反应生

肖椅结构及构件之间的关系。图2展示出生肖椅靠背扶手、座面、束腰、腿部框架和托泥等五

个组成部分、位置关系及连接方式。传统家具中榫卯结构精美的设计，为当代设计提供了深

厚的研究基础。 

3.1 走马销与家具平板式设计 

走马销是屏背式座椅、罗汉床靠背与扶手、座面连接的主要方式，其构造特点是榫头一

边大、一边小，榫眼开口半边大，半边小。榫头由开口大的半边插入，推向开口小的半边，

这样就扣紧锁住了[3]。生肖椅靠背、扶手与座面之间的连接使用的是走马销（图3），在生肖

椅扶手的底部和内侧立材上分别栽走马销，在座面与靠背的立材上凿榫眼与之配合，先将扶

手与座面安装，然后安装靠背，向下拍靠背即可将两个构件锁紧。如若需要拆卸，只需向上

拉靠背即可。为方便插拔，靠背和座面的联结使用直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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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走马销连接的家具具有拆装自由、零做整装的优势。现代家具使用五金件连接板件，

远没有走马销设计精巧，拆装便捷，走马销对现代家具的平板化设计有积极的参考的意义。 

3.2 框架结构与家具面板设计 

传统家具大面积的面板，如柜门板、桌面、座面等都会用到攒边、打槽、装板的加工方

法。生肖椅的座面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具体做法是两根长木料和两根短木料组成一个框架（图

4），长木料两头开榫头，称作“大边”或“立挺”，短的两头凿榫眼，叫“抹头”或“帽头”，

木框的内侧开榫槽用来装木板的榫舌。为了防止木板塌陷，根据板件的长度下方会再加一根

或多根木条，称为“穿带”。攒边、打槽、装板工艺有三个优点，一是省料，比用独板制作

椅面要节省材料；二是美观，能把大边和抹头的端面隐藏起来，只显露华美而流畅的木纹；

三是科学，攒边的方式消除了木材本身的应力，比起独板则经久耐用，不易变形[4]。 

拖泥是椅子最下部承接椅腿的一个框架结构，起到紧固腿足的作用。拖泥的做法与座面做

法类似，只不过不装面心板（图5）。为避免地面潮气对拖泥和椅腿的侵蚀，在拖泥的下方还

设计了小足。 

                

图1生肖椅零件图     图2生肖椅拆装示意图         图3 走马销                图4 框架结构 

3.3 抱肩榫与家具框架设计 

抱肩榫是有束腰家具的腿足与束腰、牙条相结合时使用最为普遍的榫卯结构。生肖椅腿

足框架与座面的连接采用的就是抱肩榫。腿足在束腰的部位以下，切出45度斜肩，并开三角

形榫眼，以便与牙条的45度斜肩及三角形的榫头拍和。牙条上端面开槽，便于安装束腰下端

面的榫舌。抱肩榫将牙条和腿足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座面通过束腰、牙条将重量分散到四个

腿足之上[5]（图6）。 

腿部框架是面板与框架接合，是座椅稳定结构最核心的部分。稳固的结构，就是靠这些

复杂的榫卯之间相互咬合形成的。 

3.4 再现生肖椅展示效果 

复制生肖椅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和研究传统家具的榫卯结构。在完成零件制作之后，如果

正常地安装生肖椅，榫卯结构以及榫卯之间的关系被隐藏起来了，对于学习和展示榫卯结构

而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更好的展示生肖椅中榫卯结构的特点，经过多方案比较，

决定对生肖椅进行解构，将靠背、扶手、座面、束腰、腿部框架、托泥等部分拆开，用无痕

胶将其粘在透明支撑材料上，这样家具整体结构、零部件位置关系、榫卯结构都能够清晰地

展示出来。支撑材料为玻璃，尽管玻璃比较重，但是通透度好，适于长时间展示。五金件的

连接便于拆装、运输、展示和收纳。同时，由于玻璃本身搭建的是一个座椅，因此作品不仅

可以学习结构，也可起到座椅的功能（图7）。 

4．榫卯结构家具再设计 

榫卯结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设计，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其即是结构，又内涵着艺术

性，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设计实践中，我们希望能够设计出即保持传统的榫卯结构，

又符合当下简约风格的家具。图8、图9所示的家具是笔者的研究小组对传统家具榫卯结构进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28

164



行分析、解构后，进行的原创设计。两件设计作品在关注当今生活方式与社会环境的同时，

充分利用了传统家具中榫卯结构的优点，实现了榫卯结构在现代家具再创作。 

4.1 座凳设计 

图8设计的三角凳是由座面与凳腿两部分构成。座面借鉴传统家具的框架结构，利用框架

结构设计了三角形的座面。腿部由三根木构件组成，在构件的中部开榫槽，利用三根构件榫

卯的咬合，形成严丝合缝的表面，不用其他辅助材料，完全靠自身结构的连接支撑。座凳拆

装时，要找到关键的那根，转动后，为其他两根构件的榫卯留出空间，便于拆卸。这一构思

也暗合了鲁班锁的设计。每次拆装座凳时，就像玩一个大玩具，即实现了便于收纳的功能，

增加了趣味性。需要收纳时，将榫卯结构拆开，成为若干个零件，没有其他的辅助连接件，

非常方便。 

4.2 衣架设计 

图9中的衣架从整体结构上应用了三点确定一个平面的原理，优化支撑杆件利用三点是形

成平面最少点的特性，而确定设计方案使用三根立柱，使其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这

也是三脚架的设计原理）。固定腿部的零件也是利用榫卯结构拼接而成，在上面开孔，直接

将三根支撑杆插入，三根支撑杆交错形成稳定的结构。衣架一共有6个零件，不需其他连接件

辅助，通过自身榫卯结构的特点进行连接固定。   

                          

图5 托泥          图6 抱肩榫         图7 仿制生肖椅      图8 三角凳设计      图9 衣架设计 

5．结束语  

中国传统家具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相反在现代艺术理论、人体科学和材料

科学不断推陈出新的背景下，为设计师们提供了更多的设计源泉和想象空间，其与生俱来的

文化基因和艺术魅力正在被更为广泛的传播。本文对于榫卯结构的研究和在研究基础上完成

的两件作品，体现了传统在当代家具设计中的借鉴、继承和创新。这个过程是我们传承传统

家具的精髓并使之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不断得到弘扬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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