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16—19 世纪欧洲家具发展

    16 世纪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这之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

隔绝的地区。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逐渐融合为一部统一的人类

历史。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原来先进的阿拉伯、中国等

国家，或分裂，或闭关自守，发展迟缓；欧洲却经历了空前的变化，最先在意

大利，然后往西欧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为资本主

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从而也促进了科学和文艺的迅速发展。

    西方近世纪家具从 16 世纪至 19 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

新古典主义四个时期，尤以英法两国为代表。现在所说的西方古典家具主要是

指这时期的家具，体现出一种欧洲文化深厚的内涵，至今仍受到人们情有独钟

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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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交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要求，椅子的数量变多，进入了多样化、
近代化时代。其代表作品是萨伏那洛拉椅和但丁椅，因萨伏那洛
拉和但丁非常喜欢这两种椅子，便以他们名字来命名。
    但丁 (Alighieri Dante，1265—1321) 是意大利诗人，早年
参加新兴市民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曾被当选为佛罗伦萨共
和国行政官，后因代表罗马教的反动势力而被终身放逐。
    但丁椅是根据古代罗马执政官的坐席再加上扶手和靠背而来
的。左右共有 4根“S”形粗腿，表面采用镶嵌和雕刻装饰，广泛
用于公共的礼仪性活动。
    ( 三 ) 高架桌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桌子继承了中世纪的架足式，桌面和
桌腿的形式已经固定下来。除了在胡桃木上施以复杂的圆雕而成
为木制桌子外，还流行一种大理石镶嵌的桌子，有着浓厚的古罗
马大理石桌的遗风。这种桌子是把玉髓、玛瑙、大理石等镶嵌的
石板桌面与大理石桌腿配合在一起，是典型的古代罗马式家具的
翻板，显现出华丽、庄重而和谐的气质。
    ( 四 ) 陈列柜
    16 世纪的城市新贵们不但喜好财富，而且也喜好炫耀自己的
博学和教养。一般贵族府邸中，主人都有一个装饰豪华的书斋，
里面收藏他们所喜欢的绘画、雕刻品、书籍、工艺美术品等。因
此各种各样的柜子大大地发展起来，其中主要是陈列柜。
    这种柜子一般分为上下两层，或者再附加一层抽屉，其中有
一层用于陈放物品。主要装饰方法是浮雕，大量使用檐板和半柱
等罗马建筑的装饰手法，同时古代希腊的人体柱象也是常用的手
法。书斋内除陈放物品的柜子外，还有桌子、萨伏那洛拉椅和蜡
台等。
    ( 五 ) 四柱床
    自中世纪末期，已有了独立的卧室，卧室的面积比现代卧室
要大得多。床仍是顶盖式，用四根柱子支撑着很大且很重的顶盖，
床头装板施以豪华的雕刻装饰。室内四壁挂有壁毯，大理石地板
上铺着高级地毯，室内家具数量较少，只有必要的长箱和椅子。
    另外，以佛罗伦萨为中心还流行一种托斯卡纳式床 (四柱床 )
(Tuscan Bed)。这种床的床头采用精巧雕刻再镀金，用四根螺线
状支柱，柱子的顶部是古代壶型装饰件。
    此外，高台型顶盖床也很流行。在意大利等气候温暖地区，
人们喜欢将开放式的矮床放到高于地面的台座上。这种床没有雕
刻装饰的顶盖和踏板，顶盖安装在用壁毯掩饰的墙壁铁架上，其
上挂着华丽的床帏。
    意大利文艺复兴家具的特点，外观厚重庄严，线条粗犷，具
有古希腊罗马建筑特点，喜欢采用古代建筑式样的柱廊、门廊、
山形檐帽、漩涡花饰、女像柱等作为装饰。家具主要用材有栎木、
胡桃木、橡木。家具讲究以成套的形式出现在室内。

文艺复兴时期家具

概述：
    文艺复兴是指公元 14 世纪至 16 世纪，以意大利各城市为中
心而开始的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提倡人文主义精神的新文化运动，
它把人们从中世纪的神权中解放出来，用世俗的科学精神抵制了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人文主义宣扬人的价值、人的理性、人的创
造力和科学知识，反对封建割据、反对教会的虚伪和宗教的神秘
主义，反对强加于人的精神奴役，从“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转
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西方家具也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在哥特式家具的基础上
吸收了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家具的特点。在结构上改变了中世纪
家具全封闭式的框架嵌板形式，椅子下坐全部敞开，消除了沉闷感。
在各类家具的立柱上采用了花瓶式的旋木装饰，有的采用涡形花
纹雕刻。箱柜类家具有檐板、檐柱和台座，形体优美，比例良好
和谐。装饰题材上消除了中世纪时期的宗教色彩，在装饰手法上
更多地赋予人情味。
　 ( 一 ) 婚礼家具
    15 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的政治、经济等受到以美第奇家族为
首的少数有实力商人贵族的支配。子女的婚礼是他们向一般市民
显示其权力的绝好机会。婚礼用的重要家具称为卡索奈(Cassone)
的长箱。这种长箱是成对制作，两件分别刻上新郎、新娘的家徽。
装满嫁妆的长箱通过繁华的街边送到新郎家的府邸。
    他们雇用当时一流的艺术家，包括没计家、雕刻家、画家、
高级工匠来参加制作。装饰手法有绘画、雕刻、镶嵌等；装饰题
材喜欢用使徒的生涯、古代神话、战争及武斗场面、自然风光、花、
果实、几何图案、丘比特等。
    到了16世纪，长箱的设计发生了变化，装饰手法已不用涂饰、
镀金、镶嵌．而是喜欢在胡桃木上采用高浮雕。其原因之一是画
家的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不再靠在长箱上作装饰画来获得工
钱。另一个原因是 16 世纪府邸的天棚和壁面有壮观壁画，如再在
长箱上作画就会主次不分。这时期的长箱已不局限于婚礼场合，
而在府邸内沿墙壁摆着很多长箱，既可装饰室内，又可收藏壁毯
或在其上放上丝绸垫子作为凳子用。另外，长箱还可放在床的一
侧起到踏台的作用，同时又可收藏衣物、亚麻布、家庭用品等。
    卡萨盘卡 (Cassapanca) 箱式长椅是在长箱的基础上加上靠背
和扶手演变而来的。这种椅子可以说是原始的长沙发，用优质的
胡桃木制成，整体施以高浮雕装饰，其形态宛如一座威风堂堂的
宫殿，通常放在大厅内的高台上，作为谒见用的宝座。长椅不但
是一类重要家具，而且象征着所有者的富有和权威。
    ( 二 ) 坐椅类
    文艺复兴时代贵族们的府邸实际就是他们社交生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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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艺复兴家具

    这个时期采用的材料主要是橡木，故也称之谓“橡木时期”。
    ( 一 ) 球根状装饰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家具的桌腿、椅腿的中央部有很大的球根
状雕刻装饰，围板采用镶嵌装饰，形成豪华的外形。
    这种球根型腿装饰法源于荷兰的夫里斯的设计，且有独特的
艺术风格，对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家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顶
盖床前面两根柱子上的球状装饰和桌子四根腿上的装饰等。
    ( 二 ) 加斯特布雷折叠椅
伊丽莎白一世时还流行一种名叫加斯特布雷 (Giastoubury) 的折
叠椅，因英格兰西部萨墨塞特修道院院长加斯特布雷喜欢此椅而
得名。意大利的但丁椅，在英国略加修改，成为宫廷里的谒见用椅。
主要不同点是用红色天鹅绒包面，黄铜泡钉装饰。
    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风靡了几个世纪，然而由于家具生产还
没有具备技术革命的条件，生产发展的水平还不能适应这种改革
的要求，它只是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而绝不是一场技术革命。        
贵族资产阶级对豪华生活的追求深深地陷入了雕琢繁琐、用材珍
贵、形式臃肿的泥坑中，以至以后的 200 多年始终没有拔出。但
文艺复兴家具摆脱了中世纪刻板僵直的形式，打破了宗教的梦幻，
开始了自由生活的形式，使家具走上了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从而
消除了神的统治地位。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是家具史上一个里
程碑，是家具史上的光辉一页，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百花园中的
一朵奇葩。

法国文艺复兴家具

    ( 一 ) 聊天椅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上层社会的妇人们流行穿大型裙子出入
宫廷。为了不使左右宽大的裙子失去应有风度，产生妇女专用的、
坐面前宽后窄、扶手向前扩展的聊天椅。这种椅子后来流行到荷兰、
德国、西班牙、英国。在英国，妇人们嫌扶手有碍施展撑裙的风采，
随即摘掉扶手成为靠背椅，从而博得妇人们的喜欢。
    另外，随着家庭用桌的小型化，日常用椅也变得形体轻快、
实用而方便。但丁椅和萨伏那洛拉椅同样也广为流行。
    ( 二 ) 高架桌
    16 世纪初期广泛流行意大利风格的脚架式大型桌子，脚部雕
有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到了 16 世纪后期，流行起能伸缩的餐桌，
在桌面的下部左右各藏一块能伸出的面板。
    在桌子的设计上除了保留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格外，作品中运
用了大量高浮雕的人物装饰，底部是旋制腿，这与中世纪粗笨的
方木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桌的式样虽然也是来自古罗马风格，
但更加注重结构的合理和比例的优美。回转体构件的大量使用不
能不说是对古代家具的继承和发扬，它在法国的家具发展中占有
重要地位。
    ( 三 ) 陈列柜
    在法国产生了与意大利的长箱类似的重要家具——陈列柜，
称为多莱索阿鲁。这种家具作为所有者地位的象征，成为细木制
作技艺的结晶，起一般形式是上部有两扇或几扇雕刻装饰的门，
下部有两个抽屉。整体形式完全仿造建筑物的构成形式，浑厚笨重，
可以说完全是一件艺术雕刻品。
    ( 四 ) 顶盖床
    法国的床仍像中世纪那样，采用以四柱支承顶盖的形式，从
顶盖的楣板上吊下厚实的床帷。
    大约从亨利二世时代开始，国王从坐在王座上处理重大事物
转移到坐在床上处理。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现在在法
国凡尔赛宫国王的房间里仍陈放着当时使用的四柱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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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巴洛克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风格首先兴起于建筑及室内装饰。1600
年，波伦亚的卡拉奇 (Agostino Carraci，1557—1602) 提出用折
衷的方法学习文艺复兴盛期的遗产，从而揭开了意大利巴洛克艺
术的序幕。
    这些家具都体现了纯熟的技巧和良好的结构形式。特别是精
美的雕刻装饰集中在边框和脚架上，与中间的嵌板形成对比效果。
宫廷家具的底座和腿脚浑厚而沉重，上面雕刻神话故事中的裸像、
狮、鹰等动物及涡形纹样、叶形纹样等图案。
    ( 二 ) 硬石装饰
    在意大利家具的装饰技法中，还有一种称为硬石装饰的独特
方法。具体作法是用玉髓、玛瑙、琉璃等珍贵的材料构成花鸟、
山水、风景等图案，然后再用嵌有这些图案的板装饰家具。
    在 17 世纪末期，从中国和日本传人了大漆涂饰、雕漆及贝雕
镶嵌技术，使得家具的表面装饰显得更加豪华和多姿多彩。
    ( 三 ) 布鲁斯特隆扶手椅 (1684—1695)
    布鲁斯特隆不仅是雕刻家，而且还是家具制作家，他将威尼
斯巴洛克家具的艺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意大利总统的
官邸里，现在仍使用出自布鲁斯特隆之手的花台、椅子等。他的
代表作是一件豪华的扶手椅。

英国巴洛克家具

    英国巴洛克艺术的发展要晚于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内陆国家。
英国在整个 17 世纪就经历了六代王朝的不断更迭，与此相适应，
出现了二种不同形式的巴洛克风格，即雅各宾式和威廉—玛丽式，
并在威廉—玛丽时期达到高潮。
    雅各宾式 (1603—1689)，这是以央目皇室另一家族绰号斯图
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詹姆士的洗礼名而命名的。它分为前期雅
各宾式 (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 )；后期雅各宾式 (查理二世—
詹姆斯二世 )；在前后雅各宾时期的中间为克伦威尔时期，前后
共历经了五代王朝。
    威廉一玛丽式 (1689—1702)．这是英国女皇玛丽和她的丈夫
威廉三世共掌国政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的室内装饰和家
具设计出现了明显变化，在家具用材方面以胡桃木取代橡木，在
英国称为“胡桃木时代”。雕刻装饰趋于衰退，镶嵌细工更为流
行，家具的装饰和轮廓线条相对来说都较简单。它存在时间虽短，
但对英国后期的家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洛克时期家具

    巴洛克一词源于葡萄牙文 Baroque，意指畸形的珍珠，同时
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的意思。巴洛克艺术是指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在西欧流行的艺术风格，最初产生于意大利。
    在文艺复兴时期，家具的风格都为建筑风格的缩形，尽管文
艺复兴时期已经以“人性”主张作为艺术设计的原则，但真正为
了生活功能需要而作为设计原则的应首推巴洛克风格。巴洛克家
具摒弃了对建筑装饰的直接模仿，舍弃了将家具表面分割成许多
小框架的方法以及复杂、华丽的表面装饰，而是将富有表现力的
细部相对集中，简化不必要的部分而改成重点区分，加强整体装
饰的和谐效果，彻底摆脱了家具设计一向从属于建筑设计的局面，
这是家具设计上的一次飞跃。
    巴洛克风格以浪漫主义作为形式设计的出发点，运用多变的
曲面及线型，追求宏伟、生动、热情、奔放的艺术效果，而摒弃
了古典主义造型艺术上的刚劲、挺拔、肃穆、古版的遗风。文艺
复兴时代的艺术风格是理智的，从严肃端正的表面上强调静止的
高雅；而巴洛克艺术风格则是浪漫的，以秀丽委婉的造型表现出
运动中的抒情趣味。
    巴洛克家具在表面装饰上，除了精致的雕刻之外，金箔贴面、
描金填彩涂漆以及细腻的薄木拼花装饰亦很盛行，以达到金碧辉
煌的艺术效果。17 世纪中期，从中国和日本传人了大漆涂饰、雕
漆及贝雕镶嵌艺术，使得家具的表面装饰显得更豪华，以渲染其
富丽堂皇。
    巴洛克艺术的最早发源地是意大利的罗马，但巴洛克家具风
格的形成却是在 1620 年间，在荷兰的安特卫普首先拉开了帷幕，
并于 1630 年直至 1640 年间在荷兰兴起，紧接着是法、英、德等
国家受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也都进入了巴洛克时代。特别是法国路
易十四时期的巴洛克家具最负盛名，跃居欧洲各国的领先地位，
成为巴洛克家具风格的典范。其他如英国的雅各宾式、威廉一玛
丽式以及早期殖民地式的家具亦较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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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可可时期家具

    洛可可一词是法文“岩石”(Rocaille）和“蚌壳”(Coquille)
的复合词，意思是以复杂的波浪曲线模仿贝壳、岩石的外形，并
配以精细纤巧的雕饰，以追求运动中的纤巧和华丽，给人以流畅
的动感。
    洛可可风格是 18 世纪初在法国宫廷中形成的一种室内装饰
手法。其间的美术与装饰艺术呈现出自由化的倾向，开始运用蜷
曲而纤细的线条进行美化设计。它故意破坏了形式美中对称与均
衡的艺术规律，形成了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新风格。这种风
格相继传至西欧的其他国家，成为流行于欧洲 18 世纪上半叶的
造型装饰艺术。
    洛可可风格家具于 18 世纪 30 年代逐渐代替了巴洛克风格。
它是在巴洛克家具造型装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排除了巴洛
克家具造型装饰中追求豪华、故作宏伟的成分，吸收并夸大了曲
面多变的流动感。柔婉、优美的回旋曲线，精细、纤巧的雕刻装饰，
再配以色彩淡雅秀丽的织锦缎或刺绣包衬，不仅在视觉艺术上形
成高贵瑰丽的感觉，而且在实用与装饰效果的配合上也达到空前
完美的程度，实现了艺术与功能的完美统一。路易十五式的靠背
椅和安乐椅就是洛可可风格家具的典范。
    洛可可家具的雕刻装饰图案主要有狮、羊、猫爪脚、“C”形，、
“S”形、涡卷形的曲线、花叶边饰、齿边饰、叶蔓与矛形图案、
玫瑰花、海豚、旋涡纹等。

法国洛可可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1715 年 9 月 1 日，路易十四在怨声载道中死于凡尔赛宫的权
威床。路易十四死后，由他的曾孙、年仅 15 岁的路易十五世继
承王位，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摄政 (在位 1715—1723)。
    1．摄政时期 (1715—1723)
    此时的一些社会活动已不像路易十四世那样喜欢用很大的大
厅或豪华的谒见厅，而是多用雅致的沙龙、夫人的居室、书斋、
演奏会或舞会用的文化室之类安逸的房间。此时房间内活动空间
较小，因此此时的家具形体变小，种类变多，容易搬动。由于奥
尔良公爵掌握着法国的政治实权，因此将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称
为奥尔良式或摄政式 (Regency Style)。一些长期居住在凡尔赛
宫的贵族们也模仿奥尔良公爵，在巴黎市内和市郊购置了许多小
规模的造型洗练的住宅。
    2．路易十五时期 (1724—1774)
    1724 年，路易十五开始亲政，他将王室的活动中心又转移到
凡尔赛宫，并且将几个小房间重新装修，采用轻巧、欢快的室内
装饰手法及家具。

法国巴洛克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路易十四世 )
    自路易十四即位后，法国的室内装饰和家具造型受到意大利
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也进入了巴洛克时期。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
路易十四的移植和培育，得到了充分发展，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
从而形成了路易十四式风格。
    ( 二 ) 优秀设计师
    1．勒·布朗
    勒·布朗 (Charles Le Brun，1619—1690) 是法国皇家绘画
雕塑学院的创始人，路易十四艺术风格的奠基人，他确定了一整
套艺术观点、方法和严密的教学体系，其中有些部分迄今仍为世
界各国美术院校所采用，例如首先画石膏像，然后再进行人体写
生等。
    2．伯拉
    继勒·布朗之后，建筑家、装饰美术家伯拉 (Jean Berain，
1683—1711) 于 1690 年担任皇家装饰美术家。他曾学习装饰五金
及家具制作技术，1670 年被雇用为皇家金属细工师，从事皇家的
室内和家具设计，他住在卢浮宫，是路易十四时期最富有创造力
的设计家。于 1700 年问曾出版了一本《家具设计图案》，为路易
十四世后期的家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布尔
    布尔 (Andre-Charles Boulle，1642—1732) 是法国巴洛克时
期有代表性的家具师，完成了路易十四世所用家具的制作。他在
黑檀木上镶嵌青铜和龟甲的做法，被称为“布尔镶嵌”，这种独
特的装饰手法，看起来美不胜收。在法国，可以说路易十四样式
与布尔样式是同义语。
    路易十四时代，最重要的储存家具是“柯莫德”(Commode)
其形式即像抽屉桌，又像带腿的矮柜，主要用来贮存衣物。布尔
的名字同许多著名的柯莫德联系在一起，其水平之高令人称奇。
    ( 三 ) 路易十四式扶手椅
    路易十四扶手椅其外观以端庄的体形与含蓄的曲线相结合而
成。腿部采用 S形曲线，并有复杂的雕刻装饰，配有“X”型拉档。
坐面和靠背是软包以替代原来的雕刻装饰，这种改革不仅使家具
在视觉上产生更为华贵而统一的效果，同时在功能上更具舒适的
效果。
    ( 四 ) 路易十四式桌类
    在路易十四时代，最新的创造就是蜗腿狭台。最初，这种家
具是由沉重的石材桌面和精工细作的底坐构成，并与墙壁固定在
一起。后来为了便于在不同场所使用，又出现了可以随意移动的
双蜗腿桌。这时桌腿主要以蜗腿式部件或栏杆柱的形式出现，腿
部的装饰由以描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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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长椅
    在路易十五世时代，沙龙妇人房间及卧室内一般都陈放一件
豪华布面的长椅，称为卡纳排 (Canape)。
    这种长椅约有三个扶手椅长，有六条或八条腿，长靠背呈波
浪起伏状，左右扶手为开放式，包面材料多为华丽的天鹅绒。这
种椅子不是为三个人而准备的，而是为穿有撑裙的人准备的，如
果出席沙龙的男人坐到这种长椅上，则会被妇人们认为是没有教
养的，有可能马上被驱逐出沙龙。
    ( 四 ) 路易十五式的桌子
    洛可可时代可以说是桌类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沙龙文化的
流行，桌子也与椅子相同，形体变小，结构趋简，取消了四条腿
之间的横档连接，重量变轻，移动也方便。桌腿多弯曲细长，更
增加了几分美感。
    在这个时期，薄木贴面技术和镶嵌技术变得异常重要，并开
始从面板扩展应用到围板及腿部，大面积的细木镶嵌被广泛应用，
桃花芯木、椴木成为主要用材，用来拼贴出各种图案。几乎在同
一时期，又有优秀雕金师制作了很多青铜镀金的装饰件，如用于
保持和美化桌子边部和脚部的各种压线和包角，外形具有异常圆
滑流畅的优美效果；还有各种纤巧秀雅的把手、锁、钥匙和金属
脚等，将家具装点得绚丽辉煌。
    过去大多数的家具油漆装饰要送到远东去加工，经过马丁
(VERNIS MARTIN) 的开发，在清漆中加入铜粉或者金粉，研究发
展出了一种可以与当时亚洲东方漆媲美的清漆，确定了洛可可涂
饰技术的独特地位。彩绘家具 (彩绘贴金或金色涂饰 )在这个时
期很受重视。
    1．梳妆桌
    洛可可式桌子中最富有魅力的作品乃是梳妆桌，不仅造型漂
亮，而且结构也非常合理。这种梳妆桌常起到梳妆及写字的两种
功能。这种桌子成为18世纪上层社会妇人们不可缺少的家具之一。
这种梳妆及写字两用桌，桌面可书写用；如将桌面下抽屉拉开，
则出现可梳妆的版面，这块板分为三部分，中间的一块向上打开
后可出现镜子，左右两块分别左右打开就出现存放香水、化妆用
具等的箱体。
    2．咖啡桌
    到了 18 世纪，喝咖啡的习惯已从上层议会扩展到中层社会的
人们中间。在法国王室，特别是路易十五世已成为喝咖啡的专家。
    3．牌桌
    在洛可可时代，妇人们在沙龙生活中热衷于玩牌等赌博性活
动，因此出现了桌面有三角形、方形、五角形等育人数相适应的
格式牌桌。在桌子的四角都装有放蜡台的圆板，并且每人都有一
个较浅的小抽屉，腿部采用流畅的“S”形曲线，腿及台面都用贴
面或镶嵌装饰。

    1737 年起，宫廷建筑家加贝里埃尔 (Jacques-Ange 
Gabriol，1698—1782) 将枫丹白露宫的一个房间改修成洛可可风
格的沙龙。沙龙是一种活动场所。在 18 世纪，一些有教养的妇女
们经常集中到一起，谈论文学、美术、哲学等，或者举办一些小
型舞会，这些小型的社交场所当时称为沙龙。
       洛可可沙龙的室内装饰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形成一种快乐的
气氛。其间，家具的品种亦较以前有了新发展，随着沙龙文化的
流行，各种适应小型社交场所活动使用的家具相继产生。法国路
易十五式家具是洛可可式家具的典范，是西方古典家具的精华，
至今仍久盛不衰，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家具。
    ( 二 ) 摄政式家具
    1．风格特点
    摄政式家具反映了由男性化的巴洛克高潮到女性化温婉秀丽
的洛可可风格的转变过程。家具的外形多使用自由的曲线，家具
的边角利用曲线沿内框作连续的运行。在青铜镀金装饰件的应用
上也改变了路易十四式那种沉重感。摄政式家具所形成的圆润、
柔婉、轻巧、灵秀的效果，不仅成为路易十五式家具风格的前奏，
同时被路易十五式家具所吸取。
    对中国的艺术形式的迷恋与执着的追求，在摄政式和路易
十五式家具的装饰上表现得极其明显。
    ( 三 ) 路易十五式椅子
    1．扶手椅
    佛提尤 (Fauteuil) 是一种会议用扶手椅。这种椅子为敞开扶
手，且向里缩进二段，靠背和坐面包覆高级面料，整体由流畅的
曲线构成，脚端常雕刻成猫脚或山羊脚，表现一种力度及跳跃时
的曲线美，犹如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跳跃一样。
    贝尔杰尔(Bergere)是一种安乐椅，最早出现于1720年左右，
坐面采用较厚的弹性坐垫，通体用华丽的织绵加以包面，坐感更
加舒适。这种扶手椅是上层社会妇人们非常喜爱的家具，主要用
于私人生活。其靠背及坐面的包面材料，喜欢采用有花纹图案的
天鹅绒．内部的填充材料为羽毛，因此非常舒服柔软。
    马尔吉斯 (Marquise)，也可称为贝尔杰尔型休息椅。其坐面
较宽，进深较大，型体较小，容易搬动。当在沙龙舞会上跳舞跳
累了的时候，可以不用换衣服便坐在上面休息。
    2．观牌椅
    观牌椅 (Voyeuse chair) 的靠背上端装有托板，供人站在背
后把胳膊放在其上观战。因是观牌专用椅，因此坐面的后部非常窄，
靠背又特别细长，用上端的托板支撑人体成为靠在别人背上的扶
手。
    3．梳妆椅
梳妆椅型体较小，坐面是菱形，前后各一条腿，靠背较低且与扶
手相连，形成一圆筒形。靠背的中央部一般都有一月牙状凹形托板，
可使头靠在其上，这样可方便美发师整理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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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洛可可家具

    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罗马等地的建筑和
家具一直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培育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成为
欧洲艺术中心。但在从巴洛克式向洛可可式转变的过程中，这些
地方则死死抱住巴洛克艺术风格不放，逐渐失去了装饰艺术的中
心地位。
    由于意大利人天生有热情奔放的气质，对于洛可可艺术那种
女性化、纤巧的造型很难全部接受，仍多少保留着巴洛克的味道。
这时的意大利家具仍是充满雕饰并喜欢用叶饰和带状纹饰，另外，
岩石和贝壳、中国形式的自然图案使用频率也很高，而对称和线
角则是意大利人永恒的法则。

美国后期殖民地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18 世纪以后，美国各地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经济获得迅速
发展，形成了当时的资产阶级。他们领导了反对英国统治的独立
战争 (1775—1783)。另一方面，奴隶主兼种植园主、封建地主和
凭借同英国贸易而致富的资本家，依靠自身的强大势力，吸收英
国及当地殖民地式建筑及家具的特点，形成了后期殖民地式 (Late 
Colonial Style) 风格。
    在家具史上，将美国独立前的家具称为殖民地式家具，而殖
民地式又分为早期和后期。后期殖民地式家具是指 1700—1790 年
期间的家具。
    后期殖民地式家具是在英国洛可可式基础上予以简化。为了
适应当时人们的生活要求和细木工技术，雕刻装饰越来越少，造
型上更讲究比例的优美和适用。虽然殖民地式家具都较简单而朴
素，但其形式却又是十分丰富多彩，比如美国威廉—玛丽式、美
国安娜女王式、美国齐宾泰尔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温莎椅。
    温莎椅 (Windsol Chair) 是一种产生于 17 世纪英国、盛行于
18 世纪美国、遍及世界各地的旋杆式椅子。这种椅子以其简朴的
造型、轻盈的体态赢得了众人的喜欢，成为一种久盛不衰的畅销
家具。
    温莎椅就其构成形式有如下特点：
    (1) 椅腿和靠背均采用旋制杆件，四条腿用“H”形或牛角形
的拉腿档连接，在接合部位适当加粗，而端部却缩小，有灵巧感。
    (2) 坚厚的木板坐面，坐面被加工成马鞍型，符合人体体压
分布的需要，坐感舒适。
    (3) 椅腿、横档、背骨等所有部件都和坐板直接连接。
    (4) 温莎椅靠背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梳背式 (Comb 
back)、弓背 (Bow back) 和环背 (Hoop back)。

英国洛可可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整个 18 世纪是英国家具设计及室内装饰设计最有成效的黄金
时代。
    1．安娜女王
    随着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又出现了很多新形式家具，以适应
多种生活方式的需要。在实现美与功能的完美统一方面，取得了
很大成就。可以说安娜女王式家具是最早探求怎样符合英国民众
需求的家具。
    2．乔治王朝
    早期乔治式是一种折衷的风格，持续到 40 年代左右。到 50
年代进入了英国真正的洛可可式家具——齐宾泰尔式。它最初受
法国摄政式的影响，从 50 年代起主要受路易十五式影响，大胆采
用洛可可式的自由曲线。
    ( 二 ) 安娜女王式 (1702—1715)
    18 世纪初期，英国流行一种腿部、扶手等采用优美曲线的安
娜女王式。这种风格的家具与 17 世纪后期的威廉—玛丽式产生鲜
明的对比，以轻盈、优美的曲线，造型及装饰的简捷，博得人们
的喜欢。
    这种优雅的曲线，广泛用于安娜女王时期的家具腿部造型，
这种脚也称为猫脚；特别是从 1710 年左右起，又将中国的龙爪抓
真珠移植到英国，产生猫爪抓球的“爪抓球”(Claw and Ball)设计。
另外还有光面花瓶形中背、形似王冠的顶饰均是安娜女王的典型
标志。
    ( 三 ) 齐宾泰尔式 (1740—1779)
    1．齐宾泰尔
    齐宾泰尔 (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 是英国家具界
最有成就的家具师，也是第一位能以设计师的名字而命名家具风
格的家具师，从而打破了历来以君主而命名家具的习惯。
    1754 年齐宾泰尔出版了《室内装饰和家具设计图册》(The 
Gentleman and Cabinet-Maker’s Director)。这是一本介绍营
业商品样本的书，由 161 页图板构成，收集了很多家具和室内设
计图，并附有文字说明。作者虽以法国洛可可风格为基调，但对
宫廷化的豪华装饰作了修正，反映了乔治时期家具形态的基本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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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对家具产业是一致命打击。制作者们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
使得具有高超传统技艺的法国家具的制作水平开始下降。
    3．帝政式 (1804—1814)
    从 1804 年拿破仑称帝到 1814 年退位，这个时期的法国家具
称为帝政式 (Empire Style)。拿破仑在位期间充分认识到艺术和
装饰美术对于显示统治者的权力是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段。虽说从
大革命开始，法国的家具生产一度停滞不前，但在拿破仑统治期，
其生产却再次获得发展。但从滑铁卢之战拿破仑遭到惨败后，帝
政式家具也随即在法国开始衰退。
    ( 二 ) 路易十六式家具
    1．风格特点
    路易十六式家具以直线和矩形为造型基础。并把腿变成了雕
有直线凹槽的圆柱，脚端又有类似水果的球体。减少了青铜镀金
面饰，较多地采用了嵌木细工、镶嵌、漆饰等装饰手法。这时所
有家具式样精练、简朴、雅致；做工讲究，装饰文雅。曲线少，
直线多；旋涡表面少，平直表面多，显得更加轻盈优美，家庭感
更强烈。最喜欢用的木材是胡桃木，其次是桃花心木、椴木、乌
木等。以雕刻、镀金、嵌木、镶嵌陶瓷及金属等装饰方法为主，
装饰腿部细部结构，装饰题材有玫瑰、水果、叶形、火炬、竖琴、
希腊的科林斯柱等。以玫瑰花等作为装饰题材，只是从这个时期
开始才有的，以前主要是鸟的羽毛及蔓草纹样。
    2．代表作品
    路易十六式椅子，其腿部采用圆形或方形断面的直线形式，
端部较细；靠背呈方形或卵形：扶手和前腿采取连贯的形式，坐
面下的坐框略有弯曲，扶手有软衬垫。软垫织物喜欢用有条纹或
小图案的丝绸、锦缎或其它高级材料。路易十六式的佛提尤、贝
尔杰尔等扶手椅与路易十五式有着很多共同的特点。沙发逐渐变
长，腿部直且纤细，四人沙发已很普及。
    桌子的种类也有所增加，如写字桌、事务桌、牌桌等。桌子
与椅子的构成形式基本相同，直腿有时雕有凹槽，望板也采用雕
刻装饰，有时桌子下有拉腿档。
    路易十六时代的床，一改以往整体包面的形式，可以看见床
的整体结构，多数仍悬挂围帐。床腿变成了带有槽沟的直线腿，
脚端雕成菠萝或李子。妇人用的“凹室”床 (Angel Bed) 安放在
房间壁的墙凹处，作为一种沙龙小憩用具，颇受欢迎。
    路易王朝时代的家具，大部分都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破
坏掉或流入外国收藏家之手。在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纽约的大
都会美术馆、法国的卢浮尔宫美术馆都保存有很多路易王朝的家
具。
    ( 三 ) 执政内阁式家具
    法国执政内阁虽然为时短暂，但对装饰艺术和家具风格却有
较大影响，它摒弃了法国传统家具的特色，转向以古代希腊和罗
马为背景的古典主义形式。执政内阁式不能说是一种自身完整的
装饰艺术风格，是处于路易十六式向帝政式过渡的艺术阶段。

新古典主义时期家具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家具主要特征为做工考究，造型精炼而朴
素，以直线为基调不作过密的细部雕饰，以方形为主体，追求整
体比例的和谐与呼应。表现出注意理性，讲究节制，避免繁杂的
雕刻和矫揉造作的堆砌。家具的腿脚大多是上大下小，且带有装
饰凹槽的车木件圆柱或方柱。椅背多作规则的方彤、椭圆形或盾形，
内镶简捷而雅致的透空花板或包蒙绣花天鹅绒与锦锻软垫。
    新古典主义时期欧洲家具风格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于 18世纪后半期 (1760—1800)，盛行的法国路易十六
式、英国的亚当兄弟式、赫普尔怀特、谢拉顿式及美国的联邦时
期家具；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前期 (1800—1830)，流行的法国执
政内阁式和帝政时期的帝政式、英国的摄政式家具。前期新古典
主义式家具以法国的路易十六式为代表，后期则以帝政式为典范。

法国新古典主义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路易十六式、执政
内阁式和帝政式。
    1．路易十六式 (1774—1793)
    1774 年路易十六世继承法国王位，虽然路易十六本人体形粗
壮、其貌不扬，但路易十六家具却呈现灵巧、优雅的风格特点，
这与路易十六世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有着密切关系。
    安托瓦妮特提倡典雅、朴素的格调。在王后的大力倡导及宫
廷家具师、建筑师的努力下，将中国风格的装饰特点及以古希腊、
罗马家具为基调的式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古典
意味、又颇具时代特点的新式样，这就是路易十六家具。
    1793 年初，在巴黎的协和广场处死了路易十六世夫妇，从此
结束了波旁王朝，新的时代开始了，家具的形式也出现了转机。
    2．执政内阁式 (1793—1799)
    法国新古典主义家具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法国大革命后到拿破
仑退位这动荡的 20 年。这期间又分为四个时期：①大革命时期
(1789-1795)，即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一举摧毁了波旁王朝；②
执政内阁时期 (1795-1799)，由执政内阁行使职权；③第一执政
时期(1799-1804)，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执政内阁，组成执政府；
④帝政时期 (1804-1814)，拿破仑建立法兰西帝国，自称拿破仑
一世。我们把以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称帝这段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法国家具称为执政内阁式家具。
    自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作为工艺美术坚强后盾的贵族
阶级开始衰落，使法国的装饰美术界一度呈现混乱状态。尤其是
1791年废止了对法国近代家具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家具师行会制度，



16 17

英国新古典主义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18 世纪下半叶，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艺术领域 (包括家
具及室内设计 )中也掀起了一阵复古主义的高潮。1770—1830 年，
在英国，浪漫主义领导艺术潮流，新古典主义成为家具及室内设
计的主流。英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分为二个阶段：一是盛行于
18 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三大设计师为主的家具风格；另一个是流行
于 19 世纪前期的英国摄政式家具风格。
    在乔治三世时期，欧洲大陆的新古典主义运动对英国的家具
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前期的新古典主义式家具以亚当、
赫普尔怀特、谢拉顿的个人风格为代表。
    从 1811 年起，乔治三世卧病不能理政，由皇太子 (后来的乔
治四世 )摄政而承担起政务，在家具史上，从乔治四世摄政起直
到乔治四世时期 (1820—1830) 的家具风格称为英国摄政式。
    从 1837—1901 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代，也是由传统的古
典式样向现代风格转变的过渡时期。
    ( 二 ) 亚当式家具 (1760—1792)
    1．亚当兄弟
    亚当兄弟是英国 18 世纪著名的建筑师及家具师，其中对家具
设计有较大贡献的是罗伯特·亚当 (Robert Adam，1728—1792)。
他与其兄弟詹姆斯 (James)、约翰 (John) 和威廉 (William) 共同
在伦敦开办了从事建筑和室内装饰的设计事务所，形成了设计史
上的亚当风格(Adam Style)。历史上又称其为“英国的路易十六式”
家具。
    在 60—70年代，亚当首先在英国掀起了复兴古典艺术的风潮，
成为英国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其问也是亚当风格的完成时
期。1773 年出版的建筑、装饰作品集就是亚当风格成熟的标志。
随后的 1770—1790 年则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发展和普及时期。
    2．风格特点
    亚当式家具主要受古代罗马、庞贝及法国式家具的影响，形
式结构很简单，造型比较规整．优美并且带有古典式的朴素之美。
与其说重视形体的独创性，莫不如说重视装饰的新和美。例如矮
桌和整理衣柜等虽然保持着古老的形式，但在表面装饰上却体现
出新意，有着纤细高雅之感。
    家具表面重视装饰纹样的应用，有的采用优美的深浮雕。其
优美的雕刻，使得亚当式家具得以闻名。其装饰题材有圆盘形、
椭圆形、垂花形、绶带、带翼的人面狮身及希腊的古瓶、酒杯、
法国路易十六式的槽纹等纹样。
    亚当式椅子的腿呈细条、尖形，有圆腿也有方腿，还常刻有
凹槽；方腿下面有块状或马蹄状腿，圆腿采用车腿或弯曲腿。靠
背有英国方形、卵形等多种形式，通常是实木的，配有横带或十
字效果的透空靠背。还有藤编和软垫，软垫织品常用花缎、锦缎、

    ( 四 ) 帝政式家具
    帝政式的色彩特点是黑、金、红的调和，即家具用紫黑色的
桃花心木、金色的青铜镀金饰件和红色天鹅绒的靠背和坐面，并
把装饰图案用金线绣在大红的绒料上。
    总之，红木暗色、青铜饰件金色．就是帝政样式在色彩表现
上的“注册商标”。
    帝政式和路易十六式虽同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但二者有着
本质的区别。帝政式为了显示权威与尊贵，常常忽略了家具本身
的实用性与结构的合理性，盲目地模仿古典家具及建筑，显得刻
板和生硬。如将柱头、半柱、檐板和饰带等古典建筑细部硬加于
家具上，甚至还将狮身人面像、半狮半鸟、罗马神鹫用于家具支
架上，显得笨重、臃肿、给人以生搬硬套的感觉。
    在装饰图案中，采用与战争有关的戴头盔的战士、胜利女神、
月桂树、花束、弓箭及各式各样的古典题材。另外，拿破仑还特
别喜欢使用蜜蜂来做装饰，他认为蜂巢是富有和权威的象征。代
表他名字的字母“N”也是帝政家具使用最多的装饰符号。
    帝政式家具是一种完全对称的 (多采用直角 )几何体，形体
厚重而结实。装饰也只有镀金的青铜饰件，被模锻成硬挺的样式，
再装饰到家具的表面。帝政式家具极力避免使用雕刻，仅在椅类
家具的扶手上和椅腿上有所应用。
    虽然路易十六式及帝政式家具同属新古典主义风格，但帝政
式远不及路易十六式家具完美。路易十六式家具反映了复兴真正
古代艺术的思潮．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不追求对权势的夸耀，
体现出娴静、挺秀的高雅气质，并将家具的造型装饰与结构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而帝政式家具为了显示权势的威严而忽略了家具
的实用性与结构的合理性，用盲目模仿手段处理外形和装饰等，
给人以生搬硬套的感觉。这也是帝政式家具形成时间较短的原因。
    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处于王政复古与革命的变革之中，家具
也是在哥特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式之间进行变化，进入了
混乱时代。另外，在英国产业革命风浪的推动下，法国也开始进
入用机械批量化生产家具的生产体制。随着廉价的工业生产家具
的普及，传统风格的家具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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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木等，还使用椴木、枫木、桦木等硬杂木，使得不同层次和经
济能力的人都能购买。织物面料以棉布、亚麻布、丝绸为主，图
案多条纹、方格或碎花与条纹、方格结合的形式，以一种淡雅、
清爽的颜色出现。
    赫普尔怀特还为都市生活的市民设计了不同形式的组合型家
具。因为这些住在公寓内的市民不可能有很大的居住面积，如将
装饰架、书架、梳妆桌、衣柜等功能组合在一起，就可方便市民
的生活。他的这种赫普尔怀特将家具从特权阶层的固有物中解放
出来，为市民阶层制作了大量简朴、实用、廉价的家具，其组合
家具的设计手法为现代家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四 ) 谢拉顿式家具 (1780 一 1806)
    1．谢拉顿
    谢拉顿 (Thomas Sheraton，1751—1806) 是乔治王朝四大名
匠的最后一位，他活跃的时代正是英国家具的黄金时代。
    1790 年他出版了《柜类图册》(The Cabinet Dictionary)，
在卷首，他以几何学原理为基础阐述了造型原理。1791年出版了《家
具制造师与软包师图集》(Cabinet-Maker and Upholsterer’s 
Drawing book)。1802 年到 1803 年还出版了《家具制造师、软包
师和综合艺术家百科全书》(Cabinet-Maker Uphol-sterer and 
General Artist’s Encyclopaedia) 十五卷，这本书不仅按字母
顺序说明了家具用语、种类、装饰样式，而且大量刊载了他的独
创作品，并对历代精湛的作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的思想对于
改变法国路易十六式、帝政式家具设计起到了主导作用，使之适
用于英国市民的生活，从而开辟了实用、美观家具在市民生活中
的市场。
    2．风格特点
    谢拉顿的设计博采众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当风格和路
易十六式风格，他比赫普尔怀特更进一步，放弃了曲线。他设计
的家具以直线为主导地位，强调纵向线条，喜欢用上粗下细的圆腿，
而且各种家具的腿的顶端常用箍或轮子。
    谢拉顿的椅子精细而优美，尺寸比例适度。靠背基本上为方
形或矩形、并有精致雕刻的壶形、竖琴形、盾形或相反交织的中
问矩形来装饰。
    ( 五 ) 英国摄政式家具 (1820—1830)
    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英国受到法国执政内阁式和帝政
式的影响，表露出一种试图从考古意义上真正再现古代希腊、古
代罗马装饰的倾向。把古代希腊的简朴结构、优美装饰及古代罗
马大理石和青铜制品的豪放形态巧妙地统一起来，形成一种古典
型的折衷样式。在摄政风格中，法国的影响很明显，简捷纯正的
情趣、含蓄微妙的造型、帝政风格的崇高等成为英国家具设计所
追求的理想。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他们的兴趣又从古希腊、古罗马转移
到古埃及。他们没能像前面介绍的几位名匠那样，把古代的东西
吸收消化，而是一味生硬地模仿，致使造型笨拙、不流畅、有时

带花纹或条状的丝绸。前腿通常延伸作扶手的支撑，且部分扶手
包有软垫。椅子很少使用拉腿档。其中有代表性的椅子是模仿克
里斯莫斯而设计的奖章靠背椅 (Medallion-back Chair)。
    亚当式桌子一般是长而狭，装饰主要集中在望板上。直腿上
雕有凹槽或采用车脚，有些桌子甚至设计成多于四条腿。亚当兄
弟所设计的靠墙小桌多为半圆形，大理石桌面，在当时颇为盛行。
    亚当最成功的大型家具是壁炉架、餐具柜、书柜等，他以古
典建筑为蓝本，吸取门窗上的三角形或拱形檐板、古典建筑中的
破山花，构成亚当式家具的又一特色。
    ( 三 ) 赫普尔怀特式家具 (1770—1786)
    1．赫普尔怀特
    赫普尔怀特 (George Hepplewhite，1700—1786) 是英国家具
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到目前为止，了解其生平的人仍然很少，
但他的家具却是有口皆碑的。
    赫普尔怀特集其一生的经验，编写了《家具制作与室内装璜
商指南》(The Cabinet-Maker and Upholster’s Guide) 并在他
殁后两年 (1788 年 ) 出版发行。他在书中写道：“力求美的造型
与结构的统一，并把使用性与欣赏性揉合在一起。”，这就是他
毕生追求的理想。通过书中刊载的 300 余件家具，可以发现赫普
尔怀特已名符其实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该书的出版发行，不但
使赫普尔怀特名声大振，而且对英国及其他欧洲各国的设计师和
家具师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作品造型精炼、装饰单纯、结构简单，非常适于朴实的市
民生活方式。他的家具基本上不采用雕刻装饰，而采用镶木技术
和涂饰。他在《指南》一书中写道：“涂饰家具是市民家具的重
要种类。我努力为市民制作优美而实用的家具，并为之而奋斗终
生。”他没有在追求新装饰手法的同时抛弃传统方式，而将市民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简捷性、艺术性、实用性体现在家具设计中。
    2．风格特点
    赫普尔怀特的作品比例优美、造型优雅，兼有古典式的华丽
和路易十六式的纤巧。这恰好与亚当式家具较为严肃的古典造型
形成强烈对比。从继承与创新来看，最有创造力的人是将古典的
东西消化吸收后变为自己风格的人。
    赫普尔怀特的风格特点集中体现在椅子的设计上，特别是椅
子靠背设计独具匠心。有盾形、卵形、心形、椭圆形等多种形状，
但尤其以盾形最能体现其特点；椅背的装饰物有英国王子的三片
羽毛标志、麦穗、古琴、花瓶、棕叶、窗头花格等图案，都是透
雕镂空，很少有软靠垫；靠背一般都不与坐框直接相连。椅腿以
方尖脚为主，光滑简捷，有时脚端使用桃形脚或用黄铜杯装饰，
后腿多为方脚且向后弯曲呈军刀状。扶手较短，呈弯曲状下垂到
坐框上。坐面常呈扇形，坐框前面一般为弓形、波浪状、少许有
直线形，其表面有精巧的装饰图案。   
    赫普尔怀特的家具不仅使用高级木材，如桃花心木、紫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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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式家具

    ( 一 ) 历史背景
    1783 年，美国的独立战争获得胜利，相继建立了联邦政府、
联邦政党及联邦首都。在家具史上将独立后至 19 世纪上半期的家
具，称为联邦式 (Federal Style)
    ( 二 ) 邓肯法夫式家具 (1790—1830)
    1．邓肯·法夫
    邓肯法夫是一位工艺师，于 1783 年随家人从苏格兰移民到纽
约，后来在细木工匠的门下修业。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
在当时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邓肯·法夫是风靡一时的人物。 
    早期邓肯·法夫的作品是模仿赫普尔怀特式、谢拉顿式及亚
当式家具，如竖琴图案。后期作品主要受法国的执政内阁式和帝
政式风格的影响。当时的美国虽然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但在文化
方面仍然拜倒在欧洲的膝下，因此法夫将自己的名字的拼字由
File 改为法国特点的 Phyfe。
    2．风格特点
    有人这样评论法夫的家具：就其轮廓和比例之美，雕刻之精细、
技艺之高超而言，超过了法国帝政时代家具师的同类作品。
    法夫设计的椅子有直腿和弯腿两大类，通常在人们直接注视
的地方饰有雕刻或凹槽；另外还有流畅曲线构成的人字形腿。椅
背较矮，有卷曲形顶板，常使用藤靠背和交错式靠背板，竖琴形
靠背板是其主要代表。他设计的沙发采用古典的线条和雪撬前端
式扶手。
    法夫设计的桌子支架大多数为竖琴形或柱头形，有时采用三
条腿，高级桌腿还常用黄铜包脚。他制作的椅子、沙发、餐具柜
及桌子等家具，无论是在轮廓上还是在比例上都达到无与伦比的
美。
    他制作的家具主要使用圣·多明各 (Santo Domingo) 产的优
质桃花心木。因此在西印度群岛的木材工作者中都将优质的桃花
心木称为邓肯·法夫木。
    ( 三 ) 美国帝政式家具
    法国帝政式家具很快就传到了美国，这种家具强加上许多建
筑上的东西，直线型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即便是法夫式家具，
1825 年后也变得厚墩墩的毫无优雅而言。
    在受法国帝政式家具的影响期间，木制品加工业的机械化有
了一定的发展。线轴件的加工可直接上车床完成，并且费用低廉，
这使得人们熟悉的旋杆式家具越来越丰富，并且遍及美洲大陆。
    此后的美国家具风格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处于各种风尚，
各种“复兴”轮翻出现的混乱局面。

甚至毫无意义、歪歪扭扭地装饰上丑陋不堪的纹样。
    开拓摄政式样的设计家是建筑家霍兰 (Henry Holland，
1745—1806)、家具设计家霍普 (Thomas Hope，1769—1831) 以及
史密斯 (George Smith，活动期 1804—1828) 等人。
    霍普在摄政式家具的设计领域中起着主导作用，1807 年曾出
版《日用家具与室内装饰》(Household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一书。但他的作品却被当时的批评家讥讽为“只不
过是卖弄学识地模仿古代”。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
家具对于 19 世纪的英国市民来讲，除了带来某些异国情趣之外，
别的则一无所有。
    法国的帝政式是为了树立拿破仑的形象，而英国的摄政式模
仿了半天却是毫无意义的。书橱的立面犹如古希腊神庙的立面，
卧榻成了古罗马式的床，角桌也成了一幢微缩的建筑，失去了良
好的尺度感、舒适感，同时也失去了良好的艺术性。英国的摄政
式家具最终只是在模仿中降低了格调，而笨拙、不恰当又不流畅
的装饰，只能令家具设计走进误区。
    ( 六 ) 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 (1837—1901)
    维多利亚时代 (1837—1901) 是一个很长的阶段，也是家具
史上最富有变革性的年代。就家具式样的发展而言，可分为早期
(1837—1850)、中期(1850—1875)和后期(1875—1900)三个时期。
    在维多利亚早期，已经开始出现木工机械，但那时机械造出
来的家具只能称为廉价的粗劣家具，用于满足最一般市民的需求。
但那时，上层社会的人们已认识到古典家具的美学价值及收藏价
值，兴起了一种复制古典家具的热潮。哥特式、伊丽莎白式、洛
可可式等各种风格的家具轮番登场，自然也没有形成什么成熟的
风格。
    从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工业设计思想开始萌生，但当时家
具设计仍然停留在古典主义设计思想上，没有跟上时代步伐。
    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家具式样更为复杂，完全失去了独立
的家具风格。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一些进步设计家提倡创新运动，
因而出现了拉斯金、莫里斯等人对家具设计及生产的新看法和新
认识，有了莫里斯的红屋，乃至后来的工艺美术运动，揭开了对
现代家具探索的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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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样式铜鎏金装饰日本漆画女士写字台

Henry Dasson( 亨利·达颂 )（1825-1896）制作
法国巴黎
1879 年
高 110CM，宽 59.5CM，深 36CM

    意大利紫色锦缎朱拉大理石，下方两侧镂空面板中间是绘有一只公鸡的日本漆画柜门，内部有
一个黑色平绒包裹的隔板以及一个弹簧装置的中间抽屉，打开后是黑色平绒书写面，鎏金铜装饰件
边缘刻有“Henry Dasson 1879”, 龙骨上印有两组“HENRY DASSON 1879”。

    本件作品著录于 Camille Mestdagh 著《1850-1900 年的法国装饰艺术》第 236 页，2010 年巴
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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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铜鎏金装饰的西阿拉黄檀木展示柜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目录编号 73
法国巴黎
约 1900 年
长 76CM，宽 38CM，高 159CM

    三分式结构，镜面背板，内部三个镜面隔板和可移动的一
个绿色丝绸底座。腿部一块有隔板，一个斜面上签有“Linke”，
锁板上印有“CT LINKE/SERRURERIE/PARIS/73”。

    著录于克里斯多夫·佩恩《弗朗索瓦·林克：法国家具最
华美的年代》第 64 页和第 487 页，2003 年英国伍德布里奇古
董收藏家俱乐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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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马丁漆画装饰的西阿拉黄檀木展示柜

Joseph-Emmanuel Zwiener（约瑟夫 -埃马纽埃尔·茨维内尔）制作
法国巴黎
约 1890 年
长 78.7CM，宽 43.2CM，高 167.7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西阿拉黄檀木贴皮，
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顶面。三面玻璃橱窗由“阿坎瑟斯”枝叶形的铜鎏金饰
件镶嵌于正面和两侧，背板镶嵌镜子，内部有两块可调节高度的玻璃隔板。
展柜下部三面装饰马丁漆画，三弯腿设计并铜鎏金包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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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马丁漆画和鎏金装饰的西阿拉黄檀木贴皮桃花芯木展示柜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目录编号 75
法国巴黎 
约 1900 年
长 84.5CM，宽 28CM，高 164CM

    法国路易十六新古典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西阿拉黄檀木贴皮，中央面板镶嵌马丁漆画，上
层门板镶嵌斜口玻璃并天鹅绒衬里，两侧是一对弯弓型玻璃门，中楣装饰花卉图案，网格纹背板和方锥形
支架中间有隔板分层，陀螺型锥脚，锁面上刻有“CT LINKE/SERRURERIE/PARIS”，钥匙编号 673。
 
    本件作品著录于克里斯多夫·佩恩著《弗朗索瓦·林克：法国家具最华美的年代》第 52页和 474 页。
2003 年英国伍德布里奇古董收藏家俱乐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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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风格细木镶嵌铜鎏金
装饰桃花芯木酒柜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目录编号 625
法国巴黎
二十世纪早期
高 82CM，宽 79.5CM，

厚 46.5CM

    法国路易十六新古典风格，主体桃花芯木
制作。桌面上有一个可移动的带有两个把手的
鎏金铜盘，顶面和侧面都是细木镶嵌的花纹，
通过两侧的合页可以传换成一个细木镶嵌格
子操作台。
 
    此样式著录于克里斯多夫·佩恩著《弗朗
索瓦·林克：法国家具最华美的年代》第 249
页。2003 年英国伍德布里奇古董收藏家俱乐
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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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木镶嵌图案铜鎏金装饰的桃花芯木圆桌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伦敦 EDWARDS & ROBERTS( 爱德华和罗伯特公司 )经销 
法国巴黎
约 1890 年
高 63.5CM，直径 61.5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桌面及四周的花草图案是细木镶嵌工艺制作。
楣板上的抽屉的上印有“EDWARDS & ROBERTS”，十九世纪，在巴黎交易会上寻找异域物品是伦敦的
公司经常做的事情，例如，有一些关于 Francois Linke 提供货物给诸如 Hamptons， Pall Mall 和
Morison of Edinburgh 等公司的事例。
 
    本件作品著录于克里斯多夫·佩恩著《弗朗索瓦·林克：法国家具最华美的年代》第234页和731图。
2003 年英国伍德布里奇古董收藏家俱乐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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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黄檀木展示柜

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黄檀木展示柜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法国巴黎
十九世纪晚期
长 121.9CM，宽 40.6CM，高 180.3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
西阿拉黄檀木贴皮，整体呈五面，每面的玻璃外框有铜鎏
金饰件装饰。内部三分式结构，镜面背板，内部二个玻璃
隔板。左侧上方的铜鎏金饰件斜面上签有“F.Linke”，锁
板上印有“CT LINKE/SERRURERIE/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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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木镶嵌图案铜鎏金装饰的西阿拉黄檀木中央桌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法国巴黎
约 1890 年
长 111.8CM，宽 63.5CM，
高 74.9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桌面菱形图案由细木镶嵌工艺
制作。三弯腿设计，腿上部为铜鎏金花草装饰，底部铜鎏金兽
足包角。虽然在此桌任何部位都找不到林克的签名，但是通过
整体样式和铜鎏金装饰的造型和品质，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作品
出自林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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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铜鎏金装饰黄檀木中央桌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法国巴黎
十九世纪晚期
长 139.7CM，宽 78CM，高 76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
桃花芯木制作，表面西阿拉黄檀木贴
皮。四分板贴皮桌面铜鎏金包边，抽
屉位于波浪形楣边中央，三弯腿设计，
弯腿上方装饰 Espagnolette 女神头像
下部青铜包角。
 
    本件作品著录于克里斯多夫·佩
恩著《十九世纪欧洲家具》第 220 页。

1981 年英国伦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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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螺钿，骨，象牙，玳瑁，郁金香木，乌木的玫瑰木落地镜

叙利亚  二十世纪中期  宽 140.5CM，高 235CM

乔治三世桃花芯木窗凳

约1770 年

长 90CM，宽 45CM，高 67CM

    英王乔治三世时期风格。桃花芯木框架，两端向外卷曲的扶手和波浪形座垫以带有蜜蜂刺绣图案和红
色条纹的织物包覆，弯腿上部雕刻扇形装饰。 

    此件作品由法蘭西斯·福勒伉儷珍藏，于 1971 年由华盛顿梅西·達令处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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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风格铜鎏金细木工艺分体式酒柜

据考为梅森·米利特公司出品
法国巴黎
十九世纪晚期
长 96.5CM
宽 45.7CM
高 188CM

路易十五样式细木镶嵌西阿拉黄檀木五斗橱

法国
约 1910 年

高 87CM，宽 72CM，深 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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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装饰的细木镶嵌书桌

约1880 年制作 
长 97.8CM，宽 58.4CM，高 73.7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桌面及四周的花草图案是细木
镶嵌工艺制作。正面三个抽屉，两侧的抽屉是“阿坎瑟斯”花草形拉手。三弯腿设计，
铜鎏金饰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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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装饰的细木镶嵌移动茶几

Paul Sormani( 保罗·索尔马尼 )制作
法国巴黎
约 1870 年
长 68.6CM，宽 34.3CM，高 73.7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18 世纪经典款式。主体桃花芯木制作。桌面及四周的花草图案是
细木镶嵌工艺制作。抽屉分为三层，第一层拉开为牛皮书写面，可作女士写字台使用；第二层为抽
屉，可放置常用首饰或化妆品；第三层可滑动梳妆镜，镜面下层抽屉为首饰盒。锁面上有“P.SORMANI 
A PARIS”的签名。
    此张茶几的结构和细节都与 18 世纪名匠罗杰（Roger Vandercruse La-Croix）所制作的非常
相似。“R.V.L.C”是罗杰在家具上的签名，他是一位备受尊敬、声誉极高的家具制造者，专为法
国王室家族和宫廷贵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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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刷金木制扶手椅四件套

Nicolas Lexellant 制作
约 1785 年
高 93CM

路易十六宫廷新古典风格，整体由山毛榉木制作，表面刷金漆。其中三只椅圈龙骨上加盖 N. LEXCELLANT 钢印。Nicolas 
Lexellant 于 1788 年成为法国宫廷御用家具师和供货商。

此套扶手椅由亿万富翁 David Saperstein 及其前妻 Suzanne 收藏。放置于坐落在洛杉矶贝弗利山的 Holmby 山庄，占地
45,000 平方英尺的全美最贵豪宅利斯之花（Fleur de Lys）之中。宅内所有家具和装饰都是法国十八世纪的古董收藏品，
同时豪宅过亿的身价也让它拥有了“皇冠上的明珠”的美誉。《名利场》杂志和欧美很多主要杂志和媒体报道，称赞它“如
果在夜色降临时 ,不开电灯，点上蜡烛，就会将你带回十八世纪的法国 !” 它还被誉为太平洋岸边的“小凡尔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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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铜鎏金桃花芯木五斗橱

    法国路易十六新古典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
作。断层式橱柜，意大利白色大理石顶面，正面

细木工艺中央柜门，圆锥形腿下部铜包角。

十九世纪晚期
长 94CM，宽 53.3CM，高 12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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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样式桃花芯木边柜

法国
十九世纪晚期
长 76.2CM，宽 50.8CM，高 114.3Cz

    路易十六新古典样式，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郁金香木贴皮。法国南部白色大理石顶面。细木镶嵌工
艺中央柜门，并有铜鎏金部件装饰。内部为双层隔板。

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和马丁漆画装饰的桃花芯木展示柜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法国巴黎
十九世纪晚期
长 73.7CM，宽 38.1CM，高 144.78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西阿拉黄檀木贴皮，意大利卡拉

拉大理石顶面。三面玻璃橱窗由铜鎏金饰件镶嵌于正面和两侧，背板红色丝绒，内部有两块
可调节高度的玻璃隔板。展柜下部三面装饰马丁漆画，三弯腿设计并铜鎏金包角。锁面上刻
有“CT LINKE/SERRURERIE/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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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和马丁漆画装饰的桃花芯木展示柜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法国巴黎
十九世纪晚期
长 83.8CM，宽 43.1CM，高 188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西阿拉黄檀木贴皮。上下可拆
分结构，中楣有抽屉。上部分三面玻璃橱窗由铜鎏金饰件镶嵌于正面和两侧，背板红色
丝绒，内部有两块可调节高度的玻璃隔板。展柜下部三面装饰马丁漆画，柜门打开后
三层存放红酒用的可抽拉式抽屉。三弯腿设计并铜鎏金包角。锁面上刻有“CT LINKE/
SERRURERIE/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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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铜鎏金桃花芯木五斗橱

十九世纪晚期
长 170CM，宽 62CM，高 94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断层式橱柜，意大利布雷恰杂色大理石顶面，
正面有一个长抽屉和一个带有一个箭筒和花环装饰的中央柜门，弯腿下部铜包角。后面中央背板

刻有“AM C007”，裙边反面刻有“4644/3865”、“4M”，落款“H”。

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装饰的细木镶嵌五斗橱

法国
约 1880 年
长 152.4CM，宽 61CM，高 99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18 世纪经典款式。紫色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台面，正面两只抽屉，细木镶
嵌工艺制作主体花叶纹饰，把手和锁眼盖都由“阿坎瑟斯”花草形的铜鎏金装饰。三弯腿设计，铜鎏金饰
件装饰整体腿部。



64 65

Francois Linke( 弗朗索瓦·林克）制作
Maison Krieger( 安东尼·格里格公司 )订制
JEAN-FRANCOIS LELEU( 让 - 弗朗索瓦·勒鲁 )设计 
法国巴黎
约 1880 年
高 92CM，长 153.5CM，深 65CM

    法国路易十六新古典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
作。断层式橱柜，法国布雷什紫罗兰大理石顶面，
一个长中楣抽屉和两个长抽屉，龙骨上印有两个
“KRIEGER”。
     此橱柜是弗朗索瓦·林克早期作品，虽
然我们在上面找不到任何林克的签名，但是通
过格里格公司为林克制作的家具专用的大写
“KRIEGER”商标可知此橱柜出自林克之手。
     此橱柜原型出自小特里亚农宫（凡尔赛），
我们可在 1882 年巴黎举行的装饰艺术中心协会
的作品回顾展的雕版印刷品（1883 年 Quantin
出版的《木艺》第 80 页）中见到其原貌。1867
年在欧仁妮（Eugenie）皇后的赞助下举办了一
场纪念玛丽皇后（Marie-Antoinette）的展览，
此橱柜被专门放置于小特里亚农宫，原件现在凡
尔赛宫 (702 号房间 )。

参考出版：克里斯多夫·佩恩著《弗朗索瓦·林克：
法国家具最华美的年代》第 502 页。2003 年英
国伍德布里奇古董收藏家俱乐部出版社

路易十六样式铜鎏金贴皮工艺桃花芯木五斗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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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摄政风格金漆沙龙椅五件套

十九世纪晚期
长 190.5CM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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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印度紫檀木鎏金座椅

John Beavan(约翰·比万 )制作
现代

    仿照亨利·霍兰（Henry Holland）为Carlton House（乔治四世官邸）的样本制作，
椅背为带翼弓箭图案，条纹椅面，腿部呈方锥形。椅架上有 JB 商标。

    来源：《慧眼独具：英国私家藏品》；伦敦苏富比，2010 年 7 月 14 日，155
号拍品。
 
    专门从事高级订造家具的英国约翰·比万家具专业团队（John Beavan UK 
Cabinet Makers specialists）成立于 1983 年，拥有超过 25 年的专业家具制造经
验，而且对家具、材料和构造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英国约翰·比万团
队提供独特的私人定制手工家具和高级建筑细木工方面的全套的设计、制造和安装
服务。约翰·比万订制家具广泛服务于个人，室内设计师和英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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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铜鎏金装饰郁金香木衣橱

十九世纪晚期
长 145CM，宽 56CM，

高 247.5CM

    路易十五洛可可样式，十九世纪晚期制作并改良造型。主体桃花芯木，郁金香木贴皮。衣柜顶部装饰
树叶形鎏金构件，正面一对镜面柜门，内部有四块活动隔板，弯腿下部铜鎏金枝叶形包角。柜子背面有不

同编号。

    拿破仑三世时期制作，路易十五样式。主体乌木色，
表面红玳瑁底色镶嵌铜鎏金希腊神话故事图案及月神，钟
摆为太阳神。整点和半点报时功能。

路易十五样式布尔风格铜鎏金乌木色落地钟

法国
十九世纪晚期
高 23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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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风格铜鎏金和塞夫勒瓷板装饰的西阿拉黄檀木珠宝柜

法国
十九世纪晚期
长 40.6CM，宽 33CM，高 109.2CM

    法国路易十五洛可可风格，主体桃花芯木制作。外表西阿拉黄檀木贴皮，并在四周及上盖装饰
五块塞夫勒瓷板画。主体四角分别是是个铜鎏金人物装饰，腿部铜鎏金装饰。打开上盖为一面梳妆
镜，下面是4层储物空间。柜门平放180度成为带有牛皮书写面的小写字台。腰正面有一个拉手为“阿
坎瑟斯”枝叶装饰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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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画于 18 世纪晚期或 19 世纪早期根据意大利文艺
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提香·韦切利奥的油画作品《维纳
斯和阿多尼斯》复制。原装法国金漆木制画框。 

   原作是提香于 1545-1546 年在罗马为法尔内塞主教
（Cardinal Alessandro Farnese）绘制，所以俗称法尔
内塞版本。该原作已经遗失。1769 年罗伯特爵士（Sir 
Robert Strange）以版画的形式还原了该画（现藏于华
盛顿国家美术馆）。

   此 画 由 亿 万 富 翁 David Saperstein 及 其 前 妻
Suzanne 收藏。放置于坐落在洛杉矶贝弗利山的 Holmby 
山庄，占地 45,000 平方英尺的全美最贵豪宅利斯之花
（Fleur de Lys）北画廊之中。宅内所有家具和装饰都
是法国十八世纪的古董收藏品，同时豪宅过亿的身价也
让它拥有了“皇冠上的明珠”的美誉。《名利场》杂志
和欧美很多主要杂志和媒体报道，称赞它“如果在夜色
降临时 , 不开电灯，点上蜡烛，就会将你带回十八世纪
的法国 !” 它还被誉为太平洋岸边的“小凡尔赛宫”。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

法国
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早期
长 181.6CM，宽 12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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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佩恩著《弗朗索瓦 •林克 1855-1946：法国家具最华美的年代》

克里斯多夫·佩恩著《19 世纪欧洲家具》

参考书籍弗朗索瓦·林克（Francois Linke）
1855-1946

  弗朗索瓦·林克毫无疑问的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

巴黎高级木器细木工。在他的故乡波希米亚的庞克拉斯
城 （Pankraz）里做完学徒后于 1875 年来到巴黎，并
于 1881 年在圣安托万区路（Rue du Faubourg Saint-
Antoine）170 号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坊。他生产旧制度时
期的不同风格的家具。1900 年之前数年他便确立了最伟
大的高级家具师的地位。1900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标志着
他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林克展出了一套卓越的家具，
其中有一张高级书桌为他带来了金奖。沙尔·当布勒斯
（Charles Dambreuse）评论道：“林克的展览是光辉
的 1900 年家具艺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参见 C. 
Dambreuse, « L’Art Industriel à l’exposition 
de meuble de style - M.F. Linke », in Revue 
Artistique & Industrielle, Paris, Juillet-Août, 
1900）。世博会的巨大成功为林克带来了非常稳定的经
济收入，他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开设了一间
豪华展厅，同时也参加众多的国际性展览并开拓新市场，
如 1905 年列日（Liège）展览和 1908 年伦敦展览，在
1904 年的圣路易国际展览中他再次获得了金奖。
   国家君主如埃及福阿德一世，亿万富翁如纽约的拉菲
尔·德·拉马尔（Raphaël de Lamar），玻利维亚锡王西蒙·帕
蒂诺（Simon Patino）和德沃托伯爵（Comte Devoto）
等这些显赫人物都是林克高级订制家具的顾客。
   同他尊敬的同行伯德雷（Beurdeley）或达松（Dasson）
一样，林克创造了众多的从 18 世纪不同风格中汲取灵感
的家具。1906 年他得到了法国最高荣誉十字勋章。

1855 年 6 月 17 日出生
1868 年至 1873 年学徒
1873 年至 1878 年环游欧洲，帮工
1875 年初次旅行至巴黎
1878 年定居巴黎
1881 年开设工作室
1881 年 5 月 19 日与 Julie Teutsch 结婚，生育四子
1889 年取得法国永久居住权
1894 年取得法国国籍
1900 年参加巴黎世博会并取得金奖
1903 年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开设展厅
1906 年获得法国最高荣誉十字勋章
直至 1940 年德国占领法国之前他提供给埃及君主艾哈迈德·福阿德（King Fuad of Egypt）超过 1000 件订制家具。
1946 年 5 月 30 日卒于法国巴黎

2003 年英国伍德布里奇古董收藏家俱乐部出版社出版，克里斯多夫·佩恩 (Christopher Payne) 著《弗朗索瓦 • 林克
1855-1946：法国家具最华美的年代》(Francois Linke 1855-1946: The Belle Epoque of French Furniture) 一书专
门为林克所书，每一位古董家具爱好者和收藏家必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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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浪漫中带有贵族气质的桃花瓣颜色，不同的桃花芯木颜色不同，从金黄色至深红棕色不

一而足。并且像黄花梨、紫檀等珍稀木材的颜色岁久变深一样，桃花芯木的颜色会由最初的带点淡红的棕褐色

发展到后来的深红棕咖啡色。桃花芯木质地坚硬轻巧，易于求取结构坚固和形式灵巧的效果，同时适宜用作优

美的雕刻装饰。

    桃花芯木为世界名贵木材中的一种，在洛可可风格家具发展史上，由英国人托马斯·齐宾代尔制作的家

具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被认为是当时家具发展的指南；由于他使用的木材为“桃花芯木”，因此这一时期也

被称为辉煌的“桃花芯木时代”。称为辉煌的“桃花芯木时代”。

    胡桃木 /核桃木 (Walnut)

    胡桃属木材中较优质的一种，主要产自北美和欧洲。国产的胡桃木，颜色较浅。黑胡桃呈浅黑褐色带紫

色，弦切面为美丽的大抛物线花纹（大山纹）。黑胡桃非常昂贵，做家具通常用木皮，极少用实木。常见的

国外商用名为 European walnut（欧洲核桃木），Royal walnut（皇家核桃木），French walnut（法国核桃

木），English walnut（英国核桃木），Italian walnut（意大利核桃木），Ancona walnut（安科纳核桃木），

Circassian walnut（切尔克斯核桃木），Persian walnut（波斯核桃木），Black Sea walnut（黑海核桃木）。

    核桃木是最优良的家具用材之一，用于高档家具、橱柜、工艺品和雕刻品等。从 14 世纪开始，核桃木就

被广泛用于制造家具，尤其是欧洲西北部的国家。核桃木流行原因之一是它的重量较轻经及颜色的富有变化，

核桃木心材通常浅黄褐色至褐色，颜色和条纹通常随产地不同而有所变化。通常核桃木是灰褐色的，带有明显

的深色或黑色条纹，其颜色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淡。

    杉木 (Yew wood)

    杉木属常绿乔木 , 木材纹理通直，结构均匀，早晚材界限不明显，强度相差小，材质轻韧，强度适中 ,

质量系数高。具香味，材中含有“杉脑”，能抗虫耐腐。广泛用于建筑、桥梁、造船、电杆、家具、器具等方面。

    山毛榉木 (Beechwood)

    属干壳斗科，山毛榉属，英文名称为 BEECH。山毛榉在北半球分布广泛，欧洲、美国均有出产。山毛榉属

于中高档木材，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最早使用文字的亚洲雅利安部落就将文字刻在质软、光滑、柔顺的山毛榉

树皮上，然后切割、装订成册的，是书本的雏型。山毛榉木材呈浅红褐色货白色，木质重硬，结构均匀，强度高，

加工性能佳，油漆着色好，木材有光泽，材质细腻，花纹淡雅，在水下经久不腐，可制室内器件、装饰品、

工具柄和货柜。在法国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时期是用于坐类家具的主要材料。

    安波拉木 (AnBopull wood)

    安波拉木又作青龙木、黄柏木。一种产于东印度的木材。黄柏木通常被精细地切成薄片以作极具装饰性

的薄板饰面，或是用作镶嵌。树瘤表面树纹呈浅红褐色，纹理强烈，线条卷曲。

    黑檀木 (Ebony)

    黑檀木种，颜色涵盖的范围广泛，红褐色，黑色或略带绿玉色。

    缎木 (Satinwood)

    

家具木材词汇表

    西阿拉黄檀木（Kingwood）

   我国所定标准中的中文名为赛州黄檀，商用名是紫罗兰酸枝 (Dalbergia cearensis Ducke)，是巴西产黄

檀属珍贵树种，在植物分类学中隶属于豆科 (Fabaceae)、黄檀属 (Dalbergia)。

   西阿拉黄檀木用于镶嵌细木工，小型工具柄，乐器和木雕等。西阿拉黄檀木在欧洲国家的使用历史最早可

追溯到 17 世纪中期，作为家具用材主要流行于 18 世纪的法国，英国以及低地国家荷兰，其中法国路易十五时

期的王室家具较多地使用了这种木材而使之名声远扬，自此便被人们尊称为“国王木 (Kingwood)”。

   法国王室家具的制作是以精湛的细木镶嵌工艺而著称，所以郁金香酸枝 (Tulipwood， Dalbergia 

decipularis) 和西阿拉黄檀木 (Kingwood，Dalbergia cearensis) 等珍贵木材通常被加工成小规格的木片，

用于胶合镶嵌使用，这一点与同时期中国硬木家具讲究用材“一木一器”的做法大相径庭。路易十五时期，家

具风格由巴洛克向洛可可转变，主要表现为家具变得更轻，更精致，形状弯曲，具弧形椅背和凸鼓形的镶嵌板，

家具框架主要采用橡木，枫木，悬铃木、胡桃木和桃花心木等木材，国王木、郁金香木、缎木、黄杨木和紫心

木等珍贵木材多被用于矮柜门板、写字台或休闲桌上的细木镶嵌装饰。法国的能工巧匠将国王木镶 嵌于柜门

面板上，因为每块木片规格小，所以在镶嵌制作时通过布局不同木片的位置方向，使大量小块木材的天然纹理

在两块对开门镶板上形成对称图案或单块镶板 上构成放射状图案，取得了极好的装饰效果，也节约了珍贵木

材资源。这种国王木 (Kingwood) 常与缎木 (Satinwood) 和郁金香木 (Tulipwood) 等木材共同搭配作细木镶嵌

装饰，利用不同木材色泽的深浅差异来描绘图案和纹饰。以西阿拉黄檀木作为装饰的18世纪法国王室家具矮柜，

还多采用名贵大理石作为台面，配以铜鎏金的金属配件和包镶，显得豪华奢丽。

    玫瑰木（Rosewood）

    主要用于英式家具，法国家具较少用到此种木材。黄檀属树木，国际上统称 rosewood，即玫瑰木（因为

黄檀属的木材纹理漂亮而得名），主要产于巴西、洪都拉斯、牙买加、非洲、印度等地的热带树种。INDIAN-

ROSEWOOD 一般指印度产小叶紫檀。

    木材心边材区别明显，边材黄白色至黄褐色，部分树种为棕褐色等；心材橙色、浅红褐色、红褐色、紫红色、

紫褐色至黑褐色；材色不均匀，深色条纹明显。生长轮不明 显或略明显。散孔材或半环孔材，单管孔，少数

径列复管孔或稀管孔团，内含深色树胶、沉积物或侵填体。轴向薄壁组织翼装、聚翼状、带状、环管束状及轮

界状。木射线极细至细，以双列为主；径面斑纹不明显或略明显，弦面具波痕。木材有光泽，具酸味或酸香味，

少数为蔷薇香气，所以也称蔷薇木。纹理斜或交错、结构细而匀，耐腐、耐久性强。

    郁金香木 (Tulipwood)

    学名绒毛黄檀（Dalbergiafrulescensvar.tomentosaTndl.）主产于巴西，商品名Tulipwood。树木比较小，

树高 6米到 10 米，直径 40 厘米，生长很慢，虽然树很小，也要几百年才能长成。郁金香木比大部分玫瑰木颜

色淡很多。奶油色，淡黄色，或淡粉红色的底色上有着粉红色的条纹。打磨后很光滑。抗震性不高，硬度不高，

很稳定，心材上经常有缺陷。

   18 世纪法国最欣赏的家具用材之一，英国家具也经常用到。不过由于大材少，价格高昂，郁金香木的用途

并不广，小材主要用于家具表面的装饰和镶嵌。

    桃花芯木（Mahogany）

    学名 Swietenia mahagoni，主要产自南亚、古巴、巴哈马等加勒比海国家和美国佛罗里达州。桃花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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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制造商列表

    安德烈－夏尔·布尔 (Andre-Charles Boulle)( 1642 － 1732)

    布尔由科尔贝尔引荐给国王，并称其为“这一行最敏捷的好手”，他是许多铜制镶嵌家具的制作者，这

些家具让他成为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法国家具行业最了不起的细木工大师。他制作的家具的创新性和丰富性为凡

尔赛宫增色不少。

    布尔于 1672 年开始为路易十四及其家族和宫廷设计家具，他的名字与铜和玳瑁镶嵌工艺是分不开的，正

是这种工艺让他获得了成功，著名的 “布尔镶嵌工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尽管这种工艺不是他发明的，

但是他却为之创造了一种新工艺：在这两种材质上切割出一个图案。这样他就得到了两块样板：一块“正板” 

和一块“反板”。第一块是铜质的，底板是玳瑁，第二块是玳瑁的，底板是铜。布尔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在

他的家具上使用铜来保护最脆弱的部分。

    这位木器家并不满足于技术或美学创新，他还创造了新式家具。1708 年，他为特里亚侬宫的路易十四寝

宫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家具：五斗橱。现在在凡尔赛展出的国王的两个五斗橱是布尔的工艺艺术的出色总结：

在家具的原理和样式方面进行创新，利用铜和玳瑁制作镶嵌工艺品，大量使用铜。

    他制作的家具为他在法国和欧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巴伐利亚的玛克西米利安－

艾玛纽埃尔……都是他声名显赫的客户。

    亨利·达松 (Henry Dasson)( 1825-1896)

    亨利·达松是 19 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家具及艺术饰品的制造商之一。他尤以其青铜器的超常细腻的雕刻

和异常精美的水银镀金而闻名。在沙尔纪尧姆·温克尔森（Charles-Guillaume Winckelsen）1870 年过世后，

达松传承了他的事业及高品质的传统。

    达松定居在巴黎寺院古街（Rue Vieille-du-Temple）106号，的工作室里为国际客户制作家具和工艺品，

他的顾客中，有法国王室成员以及从全欧洲来的贵族阶级。他在家具和饰品制造方面出类拔萃，常常在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等风格中汲取灵感。他在 1878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特别的引人注目，路易·贡

斯（Louis Gonse）以下面这段话赞美他：“亨利·达松以他作品的尽善尽美而迅速建立了极高的地位，我们

为之报以热烈的掌声”。直到 1894 年他的职业生涯的终止之时他取得了最高艺术奖及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纪尧姆·格罗耶 (Guillaume GROHE)(1808-1885)

    纪尧姆·格罗耶和让 -米歇尔·格罗耶于 1829 年创建了一个商店“Grohé frères”（格罗耶兄弟）。让 -

米歇尔在 1861 年退出，纪尧姆继续他的职业到 1884 年。

    他的职业生涯享有盛名，参加了很多世界博览会并得到大量的赞誉，尤其是为奥马尔公爵（Duc d’Aumale）

的尚帝利城堡（Chateau de Chantilly）配备家具，在圣克卢（Saint-Cloud）、杜勒伊宫（Tuileries）、孔

皮埃涅宫（Compiègne）甚至为拿破仑三世配备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家具。因为这样大量及多样的产

品，格罗耶成为 19 世纪最伟大的细木匠之一。

    
    保罗·索尔马尼 (Paul Sormani)(1817–1877)

    保罗·索尔马尼出生于威尼斯，于 19 世纪中期定居在巴黎。专门生产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风格的家具。

他参加了不同的世界博览会，于 1855 年的巴黎世博会获得一等奖，1862 年伦敦世博会并得到第二枚奖章并在

1867 年再一次得到一枚新奖章。世界博览会的目录向他致敬并肯定地说：“他所有的产品显示出第一等的制

作质量”。

    缎木是一种色彩比较明艳的木材，通常呈金黄色，质地比较坚硬，外表成丝质并带有明显光泽。主要产自

巴西，但是在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也有种植。这两种都呈浅黄色，纹理变化从平纹到凸纹，通常表面有波浪形树

纹，产自西印度群岛的缎木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被用作贴在家具面的薄板饰面，较少用作实木家具。产自东印

度群岛的缎木品质在18世纪晚期被引入也被用作薄板镶边装饰。浅色，并带有丝质光泽，在18世纪70年代时，

在英国，缎木日益流行，取代桃花心木成为小件家具的上上之选。缎木带有明显的条纹，明亮的黄色并光泽明

艳，特征与面料“缎”相似，这也是它名字的来源。

    斑马木 (Zebrawood)

    斑马木色素木纹呈橘黄色到深棕色，产生似斑马身上之条纹，故称之为斑马木，作优质的薄板饰面，但

只能少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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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在 1851 年首届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倍受赞赏的伟大成就。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除了新的形式和装饰，旧制度主题得以回归；雕塑在一段时间的疏远后又重回到

人们的视野。关于瓷泥的研究成为了第一课题，尤其是符合当时审美的软黏土。随着第三共和国的来临，研究

和培训成为瓷器厂最重要的定位，这也标志着工业化的即将诞生，同时经过深思熟虑后，同时保留着传统的工

匠职业，一代一代的继续传承直到今天。

    1876 年，国家特意在圣克卢（Saint-Cloud）公园旁边的新建筑开幕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庇护着塞夫

勒国家瓷器厂和国家陶瓷博物馆。阿尔贝·卡利耶贝勒斯（Albert Carrier-Belleuse），艺术工程的负责人

(1875-1887)，推动风格的现代化。阿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也曾在瓷器厂工作了几年，研究在彩釉

下的雕刻装饰。

    安东尼·克里格 (Antoine  Krieger)( 1804-1869)

    安东尼·克里格于 1826 年在圣安东尼城郊街（法国家具生产基地）创立了梅森克里格公司。他是十九至

二十世纪高品质家具行业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公司之一，并在十九世纪晚期成为巴黎家居产品的最大制造商（他

们的工厂扩张超过五英亩）。梅森克里格公司在 1849 年工业生产品博览会以及 1851、1855 年的世界博览会上

获奖。克里格公司出品的家具有一部分是贴有纸标签，也有一部分是将其签名雕刻或铸在金属上。

    米利特公司 ( La Maison Millet)

    1853 年由著名的高级细木工泰奥多尔· 米利特 (Théodore Millet）创建，这家公司致力于家具和青铜艺

术品制作。最初米利特公司落户于巴黎雅克 -科尔街（Rue Jacques-Coeur）11 号。1902 年搬到博马歇大道

（Boulevard Beaumarchais）23号。作品的高质量使得该公司得到众多的奖项，1889年得到世界博览会金奖，

1900 年大奖，以及其他三项荣誉。米利特由此名声大噪，如 1902 年和凡尔赛宫的负责人协议重新生产玛丽 -

安托奈特著名的大珠宝收藏橱。

    米利特公司参加了 1905 年在大皇宫举办的第二届家具工业沙龙。这次沙龙包括了所有室内装饰的艺术种

类、雕刻、青铜、金银镂刻和玻璃。观众可以在 19 号沙龙的 105 号展览上欣赏到米利特公司成套的家具、青

铜饰品、工艺品及电照明艺术品。泰奥多尔·米利特死于 1906 年，他的大部分作品于同年被拍卖。米利特公

司则于 1918 年完全停业。

    1867 年，他在夏洛街（Rue Charlot）10 号定居，经常和他的在家具上的签名联系在一起的地址。1877

年他去世后他的妻子和儿子接管了生意并搬到豪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134 号。

    约瑟夫 -埃马纽埃尔·茨维内尔 (Joseph-Emmanuel Zwiener)( 1849- ？ )

    茨维内尔 1849 年出生于德国赫登（Herdon）。1880 年到 1895 年间，他居住在巴黎并在拉罗盖特街（Rue 

de la Roquette）12 号开设了工作坊，并跻身于一流家具师行列。他制作了一系列的精致的家具用鎏金铜、

镶嵌和马丁漆画重新诠释了路易十五的洛可可风格。

    他参加 1889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并得到金奖，评委为此欢呼到：“从世界博览会的最开始，他就以他的镶

嵌青铜和无比灵巧的细木镶嵌家具的丰富、大胆独创和完美而名列第一。”茨维内尔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

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定制的一套家具曾在 1900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茨维内尔曾和弗朗索瓦·林克（Francois Linke）紧密合作，两家公司共同出品作品，在第一眼看到时，

常常会注意到它们的相似，有时它们的镶嵌完全一样。这种相似是因为莱昂·梅萨热（Léon Messagé）最早为

茨维内尔工作，在其去柏林完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定单之后，他进入了林克的工作坊。看起来茨维内

尔和林克相反，他很难得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尽管在一些作品上能找到几个他的姓名或开头大写字母“Z”

的落款。在已登记的签名“E. Zwiener”和朱利叶斯·茨维内尔（Julius Zwiener）的作品间有一些不确定，

后者也是柏林的细木工师，拥有类似的风格，其印章规律的出现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家具之上。有研究

者假设德国人约瑟夫 -埃马纽埃尔·茨维内尔，1880 到 1895 年定居在巴黎，而朱利叶斯·茨维内尔在 1895 年

以后在柏林注册，很可能是同一个人。18世纪以来一个外国的细木工当他在法国工作时，“法国化”他的名字，

是一种很寻常的做法。

        
    塞夫勒皇家瓷器工厂 (The Sèvres Royal Manufacture)

    1740 年，软瓷工厂建立。路易十五国王迅速对万森纳工厂感兴趣，其后 1756 年移址到塞夫勒（Sèvres），

并为之特意修建了建筑。在王室的特别眷顾下，万森纳 -塞夫勒显著的成功是优秀材质和高超技艺以及汲取现

代艺术灵感的高品位成功组合的结果。样式都由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如国王的画家弗朗斯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是 1749 年第一位受聘的艺术家。国王的金银匠乔瓦尼·克洛迪欧·希昂奔拉诺（Giovanni 

Claudio Ciambellano），被称作杜普利斯父亲（Duplessis père）从 1748 年直到 1774 年他去世都是大部分

作品的创造者。

    1752 年，雕塑断然地开始使用素瓷，没有彩釉，没有装饰，为了和时髦的德国彩色的雕塑相区别，更类

似大理石的冷静。埃蒂安 -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Maurice Falconet）从 1757 年到 1766 年负责雕塑，

并取得了塞夫勒素瓷的成功。

1759 年，国王决定将年轻的工厂定为王室窑厂。

    1768 年，2位塞夫勒瓷器厂的研究人员在法国境内发现了第一个高岭土矿，靠近利摩日。从 1770 年，塞

夫勒硬质瓷器开始商业化。在这个时期，风格从巴洛克转变到新古典主义，在雕塑中有明显的体现——皇家学

院成员路易西蒙·布瓦佐（Louis-Simon Boizot）1773 年到 1800 年负责雕塑——运用寓意画和神话。在法国

大革命期间，肖像画从新的爱国主题中汲取了灵感。

    1800 年，学者亚历山大·布龙尼阿尔（Alexandre Brongniart）被任命为瓷器厂的第一负责人，他执掌

了该厂 47年。新风格的不断丰富赋予了产品新的特点。他关注另一种陶瓷材质和“玻璃化”及企业的现代化，

尤其是采用新的程序，比如定径和浇铸（现在叫注浆）。

    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一种激进的复兴投入了所有的风格。肖像画变成了拿破仑伟业的载体；建筑家亚

历山大 -泰奥多尔·布龙尼阿尔（Alexandre-Théodore Brongniart），亚历山大·布龙尼阿尔的父亲，也是

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和沙尔·佩尔谢（Charles Percier），创造了众多的款式。在法国王朝复辟

期间，一些新的主题出现了，在创造者中间，有亚历山大 -埃瓦利斯德·弗拉戈纳尔（Alexandre-Evariste 

Fragonard）。1824 年，由亚历山大·布龙尼阿尔发起建造的陶瓷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注浆工艺的现代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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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 世纪通常用来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边柜的一个术语，源于意大利的“餐具柜”，一种顶部带有抽屉

的边柜，最初的是教堂放圣餐的桌子。

    纸牌桌

    圆形或椭圆形的桌子，用于 19 世纪流行的六人玩的纸牌游戏，大部分的桌子底座和桌面都带有铰链，不

用的时候可以折叠便于收藏。

    装饰图形

    源于法语中表示“动机（motive）”的词。装饰图形指的是一致的或循环的元素，一般是指一件作品的中

心元素，或者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或纯在不同形式的某个主旋律。

    蛇形曲面

    这一术语是用来描述家具的侧面带有波浪形或起伏的表面，与蛇的运动路线相似。在装饰和设计中都有使

用，指的是前部呈波浪状，中间部分向外凸起而两侧缩进。比如，常见（欧式）的橱柜，柜身中间部分向外凸

起而两端向内收紧。这是 18 世纪中叶的家具经常采用的做法，特别是英国。

    弓形面

    通常用来描述五斗橱或相似的橱柜凸起的柜身正面，开始流行于 18 世纪后半叶的家具。

    

    弓形轮廓

    一个形容形状的术语，通常用作描述法国写字桌或者受法国风影响的家具，夸张的蛇形曲线犹如一把平放

的大弓，象征爱神“丘比特之弓”

    断层式

    用来形容家具正面的线条部分是凸出的，通常情况下，是中间部分较之两侧要稍微凸出一些。常见于 18

世纪的书柜和橱柜。具体来说，现在这个词用作描述正面中间部分比两侧凸出 的一种书柜或橱柜的样式。

    三弯腿

    一种具装饰意味呈 S形的弯椅腿 ,三弯腿即具备了加固﹑支撑﹑实用的功能 ,又起到了点缀美化的作用尤

其三弯腿线脚的走势 ,到脚之处渐渐收细 ,能够产生极富动感的韵律 ,中国和西方都有蹄足或兽爪足。英国家

具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款式是兽爪球足 ,可能是从中国古老主题“龙戏珠”演化而来。三弯腿一般在膝处装点漩

涡纹贝饰或狮面.路易十五风格的家具较多采用三弯腿设计,从 18世纪早期开始和整个19世纪 ,风靡全欧洲。

    薄版镶边

    用薄板贴面的细装饰边，通常使用进口的珍贵木材，顺着木纹以直角的方式排列、装饰与主要的装饰面板

周边，巩固大面积的薄版贴面。

家具术语词汇表

    多枝烛台

    在法国 17 世纪晚期，最初指的是摆放在桌面上，或者挂在桌子之上的枝状烛台或小型吊顶，也指安装在

托架、墙上或镜子的一个或多个的独臂的烛台。

    书桌

    这是十八世纪盛行于英国和法国的一种书桌，一般都设计有铰链的书写面板，打开时可以撑起，与桌面形

成一定角度，方便阅读；收起时与桌面平行。英式，面板之下通常是一些小抽屉，法式通常以三弯腿支撑。

    写字桌

    指的是平面比较宽敞的写字桌，下部一般带有两至三个抽屉，这类型的家具出现与十七世纪末，安德烈·夏

尔·布尔（Boulle Andre Charles）将它发扬光大。桌子左右两侧可能设计 

有推拉式面板，以让写字桌面积可以加大。

    展示柜

    这个词来源于法语词“vitre”，意为玻璃窗格，用来描述展示，陈列的橱柜。在 18 和 19 世纪，陈列用

玻璃橱柜非常盛行，一般是用来展示精致，昂贵的珍品，比如瓷器、小雕像、银质物件和其他珍贵的收藏艺术品。

    法式高背扶手椅

    法式高背扶手椅是一种封闭式的软垫扶手椅（太师椅），其椅架、椅背和扶手都设计有软垫。座椅框被装

饰物包裹起来，而其他的木质结构则显露在外，材质为漆绘或镀金的三毛榉木材或果树材、或者是抛光上蜡处

理过的胡桃木或桃花芯木。它的座面既深且宽，人们可以舒适地躺卧其上——集装饰和舒适于一体。皮诶尔安

托万贝兰杰（pierre-antoine bellange）(大约是1815年)为白宫的蓝房（是美国总统的官邸里的主要工作场所）

设计的法式高背扶手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橱柜式写字桌

    一种专为女性设计的小型写字桌，通常带有凸起的柜身，内含小抽屉。

    五斗橱

    指 17 世纪末期开始流行的带有三弯腿设计﹑大理石顶面的柜门或抽屉﹑通常靠墙而立的小柜子。最初 ,

是设计放置于客厅的 ,作为储物﹑写字桌或箱子用 ,并于 18 世纪变得非常流行。这个词语照字面的意思解释

是“方便的”或“合适的”。在 19 世纪此术语变成主要描述放在寝室的柜子。

    餐具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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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镶嵌

    镶嵌是指在物体表面按照设计的图案挖空，然后用其他材质的物体来填充这一空间的装饰方法。例如，将

小块的象牙、贵重金属、珍珠母、骨头或木材切割出来，然后填入家具坚硬的表面上雕刻的、形状一致的凹陷

处，以形成一幅图画或几何设计图形。它和镶嵌细工和镶花不同，后者是嵌在薄板饰面上。可参见：半宝石镶

嵌，用石头镶嵌的技艺。

    螺钿

    螺钿是中国特有的艺术瑰宝，是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为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

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

    珐琅

    一粉状有色玻璃为基础材料，经过 750 度到 850 度之间的温度烧制而成，粉末融化，塑性变硬后平滑，可

以长久覆盖在金属、玻璃或陶瓷表面的一种物质。

    布尔工艺

    一种将金属镶嵌（在木质基地上）的工艺，是一种极为精致的装饰手法。这种工艺与巴黎细木工匠安德烈·夏

尔·布尔（Boulle Andre Charles）同名，他是法国路易十五执政时期最 著名的家具制作大师。布尔创作的

装饰风格是将黄铜、银质、锡金属与玳瑁、动物角等物质，选取两种物质，一起切割成设计好图案，然后镶嵌

在黑檀木色的背景之上。但此种做法 极其昂贵，后来布尔利用镶嵌物料的阴阳部分，将家具做成相反的“一对”，

大大节约制作的成本。

    一些此种风格的家具制作于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法国工匠延续了此种技艺并不断改进，至到 19 世纪 80

年代，很多布尔风格的家具都是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1852-1871），利用一 样的技艺和物料仿制布尔的原

作。布尔所设计的家具，极具原创性，通常体积非常庞大，用料极其昂贵，鎏金铜配饰也极尽奢华。

    中式风格

    这是一个法语术语 ,在英语国家也有应用。中式风格最初于 17 ﹑ 18 世纪生产 ,用以描述装饰和设计方面

受到了很大中式风格影响的家具。那时欧洲 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所以家具工匠都将中国元素应用到家

具制作。那时部分家具是在欧洲制作,然后被运往中国漆绘,所以购买者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能将家具拿到手。

中式风格的特点是使用精细的装饰﹑复杂的图案和大量使用的东方图案。表面一般采用涂漆或漆绘处理。这一

风格经常采用如下元素﹕中国的宝塔﹑浮雕细工﹑着官服的人物图案以及花鸟和山水景色。

    温尼斯·马丁风格

    马丁漆画这个名称源于致力改进清漆制作方法的马丁家族四兄弟，在清漆中加入铜粉或者金粉，法国伟大

的哲学家伏尔泰称赞他们为法国研究发展出了一种可以与当时亚洲东方漆媲美的清漆。他们专注定制、美化家

居与奢侈品的工艺也胜人一筹，为凡尔赛宫的房间内装出谋献策。1880 年至 1914 年，在橱柜家具上涂漆的此

种工艺再次掀起热潮。

    镶嵌细工

    一种用木材加工而成的装饰图案，一般是花草图案。镶嵌细工与镶花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指的是图案镶嵌

在薄板饰面上而不是覆盖整个表面。

    镶花
    

    一种用木材加工而成的装饰图案，一般是几何图案镶嵌细工与镶花的不同之处是，后者指的是几何图案重

复出现覆盖整个表面。

    镀金

    镀金值得是一系列装饰方法，将纯金的薄片或金粉涂到诸如木材、石头或金属等坚固物体的表面，在起表

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子。

    局部贴金（鎏金）

    正常情况下是在雕刻的细节上，选定的部分地方贴金（鎏金），其余的地方抛光或者涂漆。

    镶边线

    围绕薄版镶边，颜色突出非常细的装饰线条。在英国经常采用黄杨木做镶边线。

    卵锚饰

    一种以古老的希腊经典的图案的装饰条，也成为卵箭饰。图案中鸡蛋形、飞镖和叶状箭头轮流出现。

    锁眼盖

    是指锁眼周围的装饰性青铜或铜鎏金雕饰。

    玳瑁

    自从古代开始玳瑁就因其透明质地和闪耀的色彩而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运用。15 世纪的葡萄牙航海家将

它带到了欧洲。被这种珍惜材质的魅力所俘获文艺复兴时期的细木工们将玳瑁镶贴在他们的家具上。路易十五

时期法国著名的高级细木工安德烈 -查尔斯·布尔（André-Charles Boulle）重新运用这种技术，并将它发挥

到极致。他使用人称原始玳瑁来制作他的那些豪华的家具。这种玳瑁运用在家具的制作上比鳞状玳瑁更厚、更

大。为了取得装饰的效果首先将玳瑁放进开水中软化，随后将它压制成板，最后根据装饰需要而打磨并裁减。

它的透明使得人们可以根据在其背后贴上金叶或银叶而大玩色彩游戏。这样的家具在整个欧洲 18 世纪上半个

世纪中蜚迷一时。法国大革命使得玳瑁及镶贴玳瑁的家具产品的进口变得很难。在拿破仑三世时，布尔工艺的

家具在贵族阶层中广受推崇，红底玳瑁又重展风采。这种材质的稀少使得它常常被用来制作广受推崇的典雅之

极的高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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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洛克式

    巴洛克式是来自于十七世纪意大利建筑的奢华、华丽的风格。在当时的意大利，雕刻家在家具业、制陶业、

象牙和银饰品行业设计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巴洛克式设计极富表现力、辉耀华丽而且充满活力。它于

1600 年至 1750 年间在欧洲盛行，在天主教国家尤其受欢迎。这一风格采用精心细致的效果来引起人们情感上

的共鸣。巴洛克式颇富艺术和夸张效果，它的影响力后来逐步扩大，并成为一种奢华的视觉享受。

    帝国式

    帝国式指的是拿破仑时期（法国，1840 -1815）的分割，它起源和命名于拿破仑一世在为期间，因此又称

为第一帝国式，借鉴了显赫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符号和装饰品，并从中汲取灵感。帝国式的典型特征是厚重

的外表设计、经典的设计元素以及直线和曲线的结合。这时期制作家具不管是实心木还是木薄片，主要用材是

桃花芯木，装饰主要的物件是黄铜和镀金物饰片。

    路易十四风格

    始于太阳王执政时期（1643-1715），早期为浑厚的巴洛克风格，后来发展成交柔和的风格，就是摄政式。

八楼可明显的特点在法国凡尔赛宫早期的装饰可见，大型华丽对称的家具、艳丽的织物和饰品。源于意大利、

布伦和芒萨尔，传入法国宫廷后变得非常流行。

    摄政风格

    法国摄政风格是指路易十四驾崩后到路易十五幼年的这一时段，他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中国风格的曲线、

纹饰常用岩石、贝壳和花卉，几乎都是不对称的线条，被称为洛可可风格。

    路易十五风格

    路易十五式是经典的法国家具设计风格，流星雨 1723 年至 1774 年之间。路易十五式比路易十四式风格更

为简单，使用洛可可式装饰物。在家具造型设计方面，古典主义的希腊、罗马式风格被抛弃不用，从追求宏伟

壮丽改变为最求优雅柔和，家具的体积缩小了，显得更女性化。这是几乎所有家具的每一部分都使用曲线，凡

是能使用曲线的部分都尽可能地使用曲线，可描述为“没有直线”。

    过渡风格

    洛可可风格到路易十六早期的一段边界模糊时期，18 世纪 70 年代是新古典主义全盛时期。

    路易十六风格

    1749 年庞贝城被发现，古希腊建筑艺术风格从新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大概从 1760 年到 1890 年法国爆发

革命这段时期，路易十六的家具更坚固，直线成为时尚的关键，完美对称的几何形状、简约经典的线代替了之

前洛可可风格的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