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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坐行为的坐具设计解析
蒋 兰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 110136）
摘要：以坐行为为研究出发点，论述了坐具设计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坐具造型以人为本的特征，通过典型
实例论述了坐具对人体的高度契合、对多种生活方式的适应、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面、对使用者情感的回应，以
及对周围空间的融合性方面的人性化设计的诸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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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eats Design Based on Sitting Behavior
JIANG Lan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searching sitting behavior, it discuss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at designing
and lifestyle, people-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seat. Through typical examples, it discussed the highly specific between
seat and human body, the adaptation to a variety of lifestyles, meeting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consumers, emotional
response to the user and much humanity designing performance for combination of spaces surrounding.
Key words：seat；sitting behavior；humanity

坐具作为一种生活器具，与其他家具一起是人

——人性化坐具造型。

们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坐具与人们生活方式之间
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即坐具形式引导为一种新的生

1 坐具人性化造型设计理念

活方式，或反之，坐具设计适应现有的生活方式而构
建一种造型形式 [1]，因此可以说对坐具的设计就是对

1.1 坐行为于坐具的意义

生活行为的设计。坐行为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动

“人为物本，物因人用”，这是我国自古的造物思

作，这种自然发生的行为也是最基本的一种生活需

想，认为人在人与物的关系之间占据主导地位，重视

要，坐行为的发生根源直接决定坐具和其他家具的

其间的有机联系，在人与物之间寻求和建立一种人性

形式。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最简单的“坐”被

关系，或者是处在一种亲切的互换感觉之中[2]，其中也

逐渐赋予了时代、社会、经济、道德和情感等众多自

道出了造物之思想“道器合一”，为人之物，为人之

然行为以外的属性，相应的，为此而设计出的“座”也

用。这种人性化的观念充分表达了人本主义的造型

具备了同样的性质。因而在坐具的历史发展过程

设计理念——由人的根本需要做设计。

中，结合其就座目的坐具呈现了多种形式，而这正是

针对坐具而言，首先必须考虑使用者的“坐”这一

应当时使用者、设计者、制造者等人群的具体需要而

行为的身体自然状态，它关系到坐具的基本尺寸，头、

产生的。坐具形态设计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考虑坐

颈、肩、腰、臀的可及范围及舒适范围，手及手臂的工

具与使用者、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和谐关系。即，坐

作姿态及习惯和休息状态与范围，大腿、小腿和足部

具的以人为本，也就是当今坐具设计一个重要趋向

的着力承托位置和舒适范围。除这些客观坐行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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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外，考虑此情此景下的坐姿活动，包括一般性坐
姿行为（一般工作和生活坐姿）、带有社会性意味的就
座姿势（例如会客和社交场合采取的坐姿）和完全放
松的各种姿态。此众多的坐行为中有一些是顺应人
性，即身体的自然需求而产生的姿态，而另一些则更
多的是被行为人的社会属性所限定。因此虽然由多
样性坐姿而选取的坐具形式异常丰富，但真正体现人
本需要的则是那些依据“坐”
之“事”而产生之“座”
。
顺应人体的需要不仅表现在坐行为的客观物质
性，其精神属性亦不可忽视。在某种情况下，坐姿是

图 1 伊姆斯作品
Fig.1 La Chaise by Charles&Ray Eames

人的心理活动和潜在意识的外化，每一种具体的坐行

从实际出发，只考虑使用者的个体诉求，并根据自己

为都能表达就座者的生理需要和内心的渴求，身体被

的体会找到实现其功用的坐具各部分形态，从而整合

接纳和包容、内在个性被表达、对自然对人类的拳拳

出最终整体形态。也正是由于应功能需要结合整体

之心、情感深处被触动等，人性化坐具充分表达了坐

美学诉求来完成的坐具各功能部件才产生出耐人寻

行为中人们内在的积极渴望。

味的形式和结构。

1.2 基于坐行为的人性化坐具设计

一些坐具形式随人体形状而来，其设计建立在对

坐具的功能设计来源于细心、实际、具体的“坐体

人体的研究上。例如布鲁诺·马松创造的一个对人的

验”。因坐具是服务于具体生活行为的器物，造坐具

任何坐姿都合宜贴切的坐具，将布带固定在弯曲状胶

之形，则应由坐原点而寻找坐形式。生活形态的各种

合板框架结构椅腿上，通过材料的柔韧性和弹性来产

要素与坐具形成了种种对应关系，分析具体的坐行为

生舒适感[5]。这正是基于对坐具形态及细部构造的推

活动的时间、空间、相关的人、相关的物、行为、信息、

敲，
以及综合考量座面、靠背和地面之间的关系。

意义等细节，分析“坐”之内涵和外延，对坐行为产生

另一些标新立异的坐具则是创造一种新的活动

的根源和坐行为的目的设身处地的加以研究和体

方式引导人们健康的生活，这种由加兰斯小组成员

验。当使用者的具体坐行为与开始的设计愿望出现

创造的可调式巴兰斯椅，是基于对人的坐姿的高度

某种有一定倾向的差异时，实际上人与坐具之间就产

研究和对就座形式的彻底改良基础上。其设计的思

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将这种关系物化就会产生新的

想根源在于对坐姿的科学认识上，坐在椅子上的人

坐具形式。坐具是具体坐行为特定的表现形态。坐

虽然呈现一种静态印象，而实际上会不断通过改变

行为的人性化取向决定了人性化坐具设计要采取何

姿势，改善和调整身体组织机能以使自己更舒服 [5]。

种物质形式，达到何种生理效果，
引发何种心理情感。

巴兰斯椅适应了人和椅的可动性和可变性，有摇摆

[3]

用的平衡底座，提供了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跪姿，

2 坐具人性化存在的几种表现

减轻了脊柱的压力，见图 2。

2.1 舒适的坐体验
坐具在尺度上充分考虑人体工学的要求，以人体
基本尺度和动态活动范围作为根据,在形态上高度契
合人体，使休息及其他坐姿活动达到最佳舒适度。这
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有机功能主义设计，把“形式追随
功能”进行了美学和技术角度的重新诠释。例如形成
独特的“伊姆斯美学”的伊姆斯夫妇的作品，见图 1[4]，
以最基本的人性需要作为坐具造型设计的原点,并用

图 2 巴兰斯椅

抒情的形态语言方式来塑造作品 。对于椅子的设计

Fig.2 Balans cha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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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恰当的形式表达。

2.2 多变的使用可能
坐具的设计可适应个人需要在座面高度、靠背角

2.3 独特的个性需求

度、肘部、脚部的支撑，座部的回转、整体的移动、分体

以计算机、网络为特征的信息化社会改变了人们

组合、带附加功能等方向上调整多变，迎合具体使用

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人们对自我有

需要。更有家具公司为适应消费者对家庭家具及装

愈发强烈的渴望，追求自己独具特色的个人空间，用

饰风格统一协调的需求，产品向多品种多系列多功能

代表个人品味的物品装点房间，开始强调个性化和个

部件组合发展，用很强的功能性及多变的组合形式达

人风格。

到对多种生活方式的满足。

回应消费者的个性化需要，在 2011 年 3 月广东春

早有意大利先锋派设计大师科伦博对家用系统

季家具展上，一种来自维尚家具的家居消费新方式和

产品提出的“组合家具”的概念，以及创新的“附加生

商业运作新模式露面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

活系统”、多用椅（见图 3 ）等充满雕塑色彩的新型家

式创新把消费者从过去被动接受产品转到主动参与

[4]

产品设计、制造，并为之实现全程数码服务，最大限度
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6]。其实这种理念早在 1948
年低成本家具设计国际大奖赛的系列模塑纤维玻璃
椅的创新设计中就有体现，伊姆斯将普通坐具壳与各
种各样的基座相连，
并提供多种选择方案[5]。
另有阿尼奥个性化的充满梦幻色彩的浪漫式家
具“香锭椅”，见图 6[4]，其鲜明的色彩和有机的造型创
图 3 多用椅
Fig.3 Multi-funcion chair

具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组合，以提供弹性极大、适用性
极广的休闲姿势范围。
埃克斯卓姆椅见图 4，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产品形
图 6 香锭椅
Fig.6 Pastille chair

造出一种非主流的坐姿，给就座者提供特殊的舒适体
验，满足一批人对不寻常形态艺术语言的追求，一反
图 4 埃克斯卓姆椅
Fig.4 Ekstrom chair

传统座椅形式语言，将椅座、椅架、椅腿融为一体进行
造型。
2.4 深层次的情感渴望

式和多变的就座方式，可以变换很多种坐姿，甚至可

人有多个侧面，多种层次，分属不同的全体，在不

以成为孩童的乐园。另一款摇椅见图 5，则适合各种

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身份、角色、需求，坐具设计也在
适应这种需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表达着使用者的愿
望。就座者与坐具之间逐渐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实
现就座的基本功能时人们还需要在精神上与物体有
所交流与沟通，坐具正从生活实用的物质器具向精神

图 5 摇椅-斯托克公司

审美的文化产品转化，不仅使人们生活方便、舒适、高

Fig.5 Rocking chair-Stock company

效，还能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因而设计

体型，不管哪种坐姿背部都有足够支撑，可以让就座
者尝试失去重心的体验，同时结合了美好的视觉艺术

看起来是在塑造物其实是在塑造人的精神。
在坐具的人情味表现上有些设计师采用有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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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缩短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例如丹麦的凯·保杰
森的“让线条带有一丝微笑”[5]就道出了家具设计人情
味的一种真谛。盖当诺·佩西“UP5 Donna”系列沙发
椅见图 7[4]，用丰满的造型做了回应，柔和的曲线和对

图 8 藤椅
Fig.8 Rattan chair

为主体思想，以求心性为目的的坐具，在设计上大多
采用易于产生一体感的“圆”
的造型。

图 7 “Donna”
Up5 和 Up6

2.5 与环境的多角度和谐

Fig.7 "Donna" Up5& Up6

家具是空间的一部分，是空间的静态主角，而坐

于女性人体美欣赏的审美趣味与深坑似的座位设计，

具更是起到一个确定空间各位置关系的决定性作

成为一种特别流行的柔软的人性化坐具设计的典型

用。在注重居室空间效果的当今，坐具部件的具体设

代表。其无硬结构出于包装和运输考虑而采用了可

计直接影响室内外空间设计。芬兰设计大师塔佩瓦

塑技术，当泡沫已完全成形之后能被压扁和抽走泡沫

拉说，
椅子设计是任何室内设计的开端。

中的空气而成为片状。而贝利尼的“洋娃娃”沙发将

一方面在造型形式上通过简化各部件的内在关

绷紧的羊皮套在几何形的分级聚氨酯泡沫上，构成了

系，加强坐具与周围空间的外在联系。这方面的代表

优美的曲线造型，身体所触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柔

是北欧的简约主义设计，摒弃繁琐、崇尚简约、强调精

软的。

粹、重视功能。小沙里宁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探索，

有一些坐具的设计能触动人的内心感受，表达内

他认为，一把椅子不仅要造型统一、功能完美，同时还

心的向往。例如对中式风格的追求，一方面缘于中式

要与建筑环境协调[5]。1955 年他的“柱脚椅系列”除了

家具尤其是明代家具在文化价值上的深远影响，另一

对设计形式整体的有机性追求之外，还为现代建筑的

方面也折服于明家具简厚精雅的气质。优秀的对经典

室内减少了繁杂的家具腿足。

古典风格的重新诠释也迎合了人们的怀旧情绪，后现

另外在坐具材料选用上，符合有关环保标准要

代主义设计大师文丘里设计的古典椅子，椅背造型分

求，实现家具用材的多样化、天然化、实木化、绿色化、

别采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设计形式的文化符号和

环保化[7]。能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在这方面，

装饰元素加以一定的提炼和简化，
具有高度的装饰性，

糙木家具做了很好的表率，材料是不经过任何加工的

将古典艺术文脉清晰直观的表达出来 。或是通过坐

树枝、竹藤材、灌木根茎等天然或废弃材料，其加工制

具材料和结构形式上的表现表达了观者和坐者的一种

作也以手工为主，
坐具形态也会独一无二[8]。

[5]

情绪。一如雅各布森的天鹅椅和蛋椅，
这 2 件坐具完全
是一种雕塑艺术品，采用了令人激动的曲线形式和特

3 结语

殊的海绵泡沫状面料。
对隐私的不同追求更是体现坐具人情味的重要

以人为本的理念现在已经成为设计界的一种共

一点。一些坐具给人以独立空间，尽可能塑造一个与

识，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要对消费者——人有一

外界相隔离的小环境，见图 8。而另一些坐具与尊重

个客观而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应考虑与人相关的所

个人隐私的设计不同，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有因素——生理方面的、认知心理上的、社会的、文化

注重塑造促进沟通交流的空间。针对现代社会人与

的、地域的，这些因素影响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

人之间关系疏远化现象的“求心性设计”以增进交流

揭示人类的需求与渴望，并通过设计师对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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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及系统的设计来完成物化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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