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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家具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徐 筱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宁波 315201）
摘要：介绍了纸家具的发展现状、优缺点以及开发纸家具的设计原则，同时研究了开发设计纸家具的几种结构形
式，
以促进纸家具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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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rrugated Paper Fu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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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aper furniture as well as the
design principles to develop the paper furniture. In addition,several structural forms of developing and designing paper
furniture have been researched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wide application in everyda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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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计工作者来说，最不能对某种材料存有偏

年，纸家具的数量和品种日益增长，Ramler 家具公司

见。这里所说的偏见是指某一领域中，存在着的一种

为悉尼奥运会设计了超过 50 万件的纸质家具；日本建

固有的习惯认识，而这种认识一直阻碍着人们对该领

筑师阪茂用纸板为阪神大地震的灾民建造了一幢教

域进行深入探讨和开发 。纸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载

堂和一批小批量的临时建筑，同时也为我国“5·12 汶

体除给他人作“嫁衣”外，似乎已无用途。其实不然，

川大地震”的灾民带来了他的纸管临时房子。在日本

纸早已成为家居产品的一部分，选用适当的瓦楞纸板

的一些大百货公司可以见到系列化的纸质家具，外观

材料，加上合理的力学结构模型，就可以完成一个非

上颜色各异，质感似木材，但比木质家具更轻便且负

常规的设计作品。

载能力较强[3]。

[1]

今天，纸家具产品中的纸质展示架已经广泛应用

1 瓦楞纸家具的现状

于食品、日化、家电、酒类等行业。我国有很多企业都
在制作纸质展示架，其主要销往日本及欧美国家，但

纸家具最早起源于欧美国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在国内市场还不成气候。他们认为，利用瓦楞纸板展

弗兰克·盖里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尝试使用瓦楞纸板

示架，一方面能够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企

来设计家具，他将瓦楞纸板一层层地粘合在一起，然

业的技术水平和销售能力 [4]。另外，国内也有不少企

后 用 工 具 切 割 成 各 种 形 状 的 桌 椅 家 具 ，并 取 名 为

业开始纸家具的研究开发，尤其是儿童纸质家具。如

“Easy Edges”系列家具 。在随后的年代里，许多国家

2004 年台北纸意股份公司展出了从橱柜、书架、电脑

的设计师纷纷效仿。如美国制造了耐高温、使用寿命

桌、客厅家具在内的全套纸家具，大陆地区如纸当家、

可达 20 年的纸房屋；新加坡等国也利用瓦楞纸板做了

岂有纸理等公司也都在开发类似的纸家具产品，另外

包括床、桌、茶几在内的多个家具产品。特别是近几

纸建筑模型和纸玩具产品也有不少公司在设计研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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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于可任意焊接的塑料、金属家具，也不同于可

2 瓦楞纸家具的特征

任意铆接的木材家具，对于纸家具的设计，必须熟悉
纸板的性能特征，并能够加以充分利用和改善，才能

消费者购买家具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而不是当作

设计出结构合理、牢固的纸家具。

工艺品来观赏，很多人会担心纸家具的承重问题，进

作为评价产品设计的三大原则——实用性、美观

而影响其购买的欲望。纸家具听起来似乎很特别，但

性、经济性，同样也是评价纸家具是否成功的重要标

经过一系列特殊处理和巧妙的力学设计之后，其具备

准。实用性是指纸家具的功能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

了足够的强度和硬度，绝对不再是“纸糊”的家具，有

求，并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美观性是纸家具的造型符

效地解决了纸质材料不堪重负和怕水忌潮的弱点。

合审美要求，其颜色非常丰富，可根据家居环境进行

有学者对瓦楞纸板与钢铁和木材的力学强度作了对

任意定制。经济性原则相对纸家具而言，其优势特征

比，三者的断裂强度分别为：钢铁为 4000 kg/cm ，松木

非常明显，纸家具的使用寿命结束之后，回收过程简

为 60 kg/cm ，面纸和里纸均为 A 级纸板的瓦楞纸板其

单高效，
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2

2

断裂强度可达 28 kg/cm2[5]。
即使纸家具解决了最重要的承重问题，但诸如清

4 瓦楞纸家具的结构组装形式

洁、防火、舒适度等问题依然左右着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但是，纸质家具与木材、塑料、金属家具相比较而

瓦楞纸板是一种可塑性、柔韧性很好的材料，看

言，却有着独特的优点。
（1）原材料来源丰富，且在生

上去很“软弱”，可是当对它按照一定的技巧进行切

产、使用和回收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较少，这个特

割、折叠、穿插等操作之后，会发现它也可以变得很

征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具

“坚强”。纸质家具设计的重点就在于按照一定的力

有明显的优越性。
（2）重量轻（层叠型纸家具除外），搬

学原理，借助结构设计，突破纸质材料在人们心中被

运省力，插片式纸家具和折叠式纸家具在结构上可设

视为“软”性材料的观念，从而拓展其由结构而带来的

计成可拆卸的单元，再将单元组件的组合部位展开， “硬”
性特征[6]。
展平为单一的瓦楞纸板，经适当堆叠，其收缩体积仅

4.1 层叠式

为展示状态下的 1/10，外出携带比较方便，能够节省

层叠式纸家具是指将相同的单元部件按照同一

运输空间和运输成本。
（3）纸质材料具有良好的透气

方向，逐一排列并粘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立体形态的

性，其热传导性又与木材相似，夏天坐在椅子上不会

结构形式，见图 1。其优点是产品稳定牢固，承重力

感到闷热，冬天坐上去身体也不会感觉冰冷。
（4）易加
工，易回收，能够百分百循环再生产，价格便宜，有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
（5）纸质材料具有良好的印刷适应
性，纸家具表面丰富多彩的图案构成了和消费者沟通
的视觉形象语言，表现出良好的亲和力，有利于和顾
客进行充分、全面的沟通，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
（6）
具有良好的可拆装性、待组装性，可以满足消费者体
验 DIY 家具的乐趣。消费者可以依据纸质家具的外
观标识来进行独立组装成型，满足其 DIY 的心理诉

图 1 层叠式家具

求，实现生活的乐趣。宜家“体验式营销”成功的一个

Fig.1 Stacking furniture

关键点在于对使用者心理诉求的满足[6]。
在纸家具的几种组装形式中是最好的，特别适合于

3 瓦楞纸家具的设计原则

断面具有较复杂曲线造型的产品；不足之处是产品
成型后不能拆装，材料消耗太大，不能平板状运输，

家具是承载着艺术与技术的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产品稍显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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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组合式

4.2 插接式
插接式家具是将瓦楞纸板裁出卡口，然后相互插

组合式纸家具指根据产品造型及功能需要，采用

接在一起，通过相互钳制形成立体形态的结构形式。

模块化的形式，将某一个纸家具单元经过系统设计

插接的方式有平行直交式和中心发散式等。

后，用单元家具自由搭配，相互间组合在一起的结构

瓦楞纸板属于各向异性的材料，插接式结构充分

形式，见图 4。首次亮相于 2009 年米兰家具展上的如

利用了纵向承载强度高的特性，解决了纸家具在承重
面的受力问题。此结构形式既可以设计平面造型，也
可以设计曲面造型，裸露的瓦楞截面能够给消费者耳
目一新的感觉，拆装方便，无需粘合，以平板状运输，
节省物流成本；不足之处在于材料消耗大，产品空隙
多，不方便美化外观，
见图 2。

图 4 组装式家具
Fig.4 Unit furniture

意格，其设计理念就是利用模块化将小单元叠放成置
物架，随意组合以构成不同的形式，无论是一排小书
架，还是一正面墙的储物壁柜，都可轻松实现。如意
格以瓦楞纸板为材料，用折纸盒的方式折成方格，具
图 2 插接式家具
Fig.2 Plug-in furniture

4.3 折叠式
折叠式纸家具是利用裁切压痕线通过折叠形成
立体形态的结构形式，折叠有单折、二次折、三次折和
多向折等多种手法，通过多次折叠之后，可以承受更
多的负载。此类结构无法单独使用成型，必须通过插
接式或者粘合剂来配合使用，结构稳定，具有较强的
承重能力，自由拆装，便于运输。由于瓦楞纸板以及
加工设备的尺寸限制，此类家具的尺寸不能太大，见
图 3。

有良好的承重支撑能力[7]。

5 瓦楞纸家具的开发设计实例
以一套儿童瓦楞纸家具桌椅为例，要求桌子要带
收纳功能，
方便儿童放置文具。
鉴于儿童好动的天性，在材料选择上更要注重瓦
楞纸板的挺度、耐破度等参数，这里选用的面纸和里
纸为 400 g/m2 的牛皮纸，并且表面经过涂蜡处理，如有
水不慎洒在桌面，用布擦拭即可。其结构设计采用了
插接式和折叠式 2 种，小椅子和小桌子的两边支柱采
用了相同的结构特征。其他不同之处在于，考虑到小
桌子的底部必须为空，方便小孩子的脚放进去，所以
采用了倒 U 型的支柱形式，整个桌面包括 3 层纸板，保
证了桌子的牢固度。小椅子的侧边利用切开的一半
纸板形成一个放置文具的空间。展开平面图和成型
后的效果图见图 5-6。

6 结语
图 3 折叠式家具
Fig.3 Folding furniture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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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纸质家具会以独特的环保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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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的结构、简洁的造型、绚丽的色彩、低廉的价格获
得越来越多使用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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