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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bambo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ior design,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and ecological value of bamboo, and explored the feasibility and method of applying bamboo in modern interior design of China. 

It aimed to popularize the use of bamboo in interior desig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Finally, we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ving resource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y substituting bamboo for wood and substituting bamboo for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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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室内设计的视角分析了竹材的优点，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竹材的应用价值和生态价值，并探讨了中国现代

室内设计中应用竹材的可行性和方式方法。旨在推广竹材在中国建筑室内设计中的普及运用，从而做到以竹代木、以

竹代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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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使用竹子的历史久远，竹子的运用渗透到人们衣

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中国竹

文化。从古至今，名人骚客咏竹的诗文不计其数，“宁可

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松、竹、梅，岁寒三友”，“梅、

兰、竹、菊四君子”，这些文字都反映了竹子与中国人民

生活、文化的密切关联[1]。 

而竹材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古今中外都得以广泛使

用。虽然现代建筑的结构与装饰材料使用上，钢材、水

泥、玻璃等占据了主流，但今天随着都市人们田园情结

的回归，并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竹材的属性完全顺应了

潮流发展，加上设计师不遗余力地探索，使得竹材作为

设计材料的运用有了越来越多的亮点。 

2016年5月4-6日，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英国考文垂大

学以及国际竹藤组织（INBAR）联合主办的“城市环境中

的竹结构”（Bamboo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国际研讨

会在匹兹堡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讨论并推进竹结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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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审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原竹建筑标准，交流竹

材加工及工程应用的科研和工程进展，促进竹材在城市建

设中的应用和相关研究。研讨会后发布了《匹兹堡宣言》，

宣言呼吁全球采取行动，提高对竹子效益的国际认可，并

为更有效地利用竹子作为建筑材料提出建议[2]。 

传统的室内设计中，木材作为一种主要材料被大量使

用，但木材成材周期长，对木材的过度采伐导致了森林面

积逐年减少，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竹子生长

周期短、再生性强，并有着诸多优良的使用性能。所以，

“以竹代木”，思考竹材在室内设计中的推广应用方式，具

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设计价值。 

2．中国竹资源概况 

中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面积最大、开

发利用竹资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素有“竹子王国”之称。中

国有竹类植物39属，500多种，占世界竹林总面积近1/4。 

在中国，竹子主产于秦岭、淮河流域以南地区，北起

河南桐柏山的南端和大别山的北坡，南抵海南南端，西自

西藏错那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四川盆地南缘，东迄浙江-福

建沿海和台湾西部低山丘陵，相当于北纬18°～38°、东经

53°～122°区域（其中北纬23°30'～30°20'、东经104°30'～

122°00'为主要区域），竹资源自然分布范围极广。大面积

的竹林主要分布在中国东西南20多个省区，有福建、广东、

广西、贵州、四川、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

苏等省（自治区），其中北纬23°～30°、东经100°～122°

间的毛竹面积分布大约占全国毛竹面积的70%以上，是中

国主要毛竹自然分布的中心区域，尤以江西、福建、湖南、

浙江、广东、云南等省份面积最大。 

中国按气候性和区域性可分为五大竹林区域：一为北

方散生竹区；二为江南混合竹区；三为西南高山竹区；四

为南方丛林竹区；五为琼州攀援竹区。在这些省区，竹林

生长在平原、盆地、山地、丘陵、高原（海拔800mm）等

地域带，其土质均呈微酸性，PH值为4.5～7.0；其气候温

暖，多雨湿润，土壤适宜。竹子生长正需要“也宜阴雨也

宜晴”的气候，所以中国东西南地区最适宜栽培和生长竹

类植物[3]。 

2009-2013年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中

国竹林面积共601万公顷，其中，2013年全国竹材产量

18．77亿根，为中国工农业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大量的原料。中国毛竹林面积约占全国竹林总面积的

60%，而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四省的毛竹林面积约

占全国毛竹林面积的80%。 

3．竹子作为建筑与装饰材料的优点 

竹材拥有诸多优良性能和特点，这些优点是竹材能作

为建筑与装饰材料原材料的前提，是其价值体现的物质基

础。 

（1）取材方便：竹子适应性强，易繁殖、易栽种。

在中国南方，竹资源丰富，取材方便。 

（2）易加工：天然竹材的纤维分布方向和密度要比

木材有规律，这个特性使得竹材比木材在加工时更易掌握

和操作。 

（3）韧性好：竹子抗弯强度较高，具有比较明显的

弹性。在相同的密度条件下，竹材所具有的弯曲度、挠度

都大大超越了木材，所以竹材作为结构构件在韧性和抗震

性上要优于木材。 

（4）强度高：尽管竹子很轻，但它是世界上最坚硬

的植物之一。从力学上讲，竹材的强度是一般木材的两倍，

抗压强度可达80MPa，顺向抗拉强度为200MPa。从数据

来看，竹材的抗压性约等于砖头和水泥，抗拉性甚至可以

和钢材相媲美[4]。 

（5）耐久性较好：竹材和木材在化学成分上极其相

似，都是由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的“天然复合材料”，而纤

维素和木质素又都是有机高分子聚合物，所以在一定的物

理条件下竹材具有很好的耐久性。经过适当处理的竹材，

使用寿命可达30年之久。中国古建筑中常用到的竹条、竹

钉、竹骨等部件，保存完好的能达到两三百年的历史。 

（6）舒适性：因为竹子能够自主调节空气中的湿度

比例，而且竹子的导热系数也比较低，所以具有冬暖夏凉

的优良特性。 

4．竹材在建筑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4.1．经济价值 

竹子生长周期短、产品多元化、投资风险小、市场潜

力大。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竹

业总产值1670.75亿元。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竹产业从过去的以农业为主，发展到现在的建筑业、造纸

业、加工业等多个行业，还可以同时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

在林业建设中，竹子可谓“慢中之快”，在科学经营下，竹

子只需3～4年便可以产笋和采伐利用，相比较木材一般

10～20年才能成材要快得多，而且竹子一次造林可上百年

连年收获，较松、杉等大部分林木综合效益高许多。发展

竹产业成为发展山区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全世界每年生产的竹材，用于建筑的占30%-40%，竹

制品占15%，造纸占20%-50%，其他方面占15%-30%。竹

建筑技术最重要的优点是成本低廉但不降低建筑质量，而

且经久耐用。根据哥斯达黎加PNB的统计，竹房屋比普通

材料住宅的成本便宜20%。竹材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可以运

用的方面很多，主要体现在：竹制地板、竹制装饰板材、

竹制家具、竹制工艺陈设品、竹制灯具、竹制墙纸、竹子

景观等。只要对竹资源加以合理开发利用，竹材就会成为

新兴的建筑装饰材料[5]。 

4.2．生态价值 

20世纪，在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森林资源也

遭到了空前的破坏。21世纪，人们必须合理地协调解决人

类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竹资源具有一次造林成功即可连年采伐利用的特点，

并具有固土、固碳、涵水、节能等生态功能。竹类植物地

下茎根系统发达，固土能力是马尾松林的1.5倍。竹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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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释氧能力十分巨大[6]，甚至远超亚热带的其他林木，

每公顷毛竹的年固碳量为5.09吨，是热带雨林的1.33倍，

同等面积的竹林较树林可多释放35%的氧气。竹林冠层枝

叶茂盛，枯枝落叶层较厚，具有极强的截留降水能力，每

公顷竹林可蓄水1000吨。竹材也具有优异的节能性，研究

表明：建造相同面积的建筑，竹子的能耗是混凝土能耗的

1/8，是木材能耗的1/3，是钢铁能耗的1/50[7]。 

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开发与成熟，在建筑与室内设

计中，大量应用竹子作为建筑装饰材料，以竹代木、以竹

代钢，必将有效缓解木材等资源紧缺的现状，并取得良好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4.3．审美价值 

竹材不论是作为景观的整株形态，还是作为结构的竹

竿材，抑或是竹子进行横竖剖切制成的各种材料，都具有

其各自的审美特征。 

4.3.1．形态美 

竹子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四季常绿、赏

心悦目，自古以来就是建筑室内外不可或缺的景观植物。

竹子姿态优美，除了竹笋的挺拔向上、竹竿的高大挺直、

竹枝的凌空横展、竹叶的婀娜多姿，还有随着季节的变换，

竹景也随之变化，春之动、夏之荫、秋之爽、冬之静展露

无遗，出笋时的生命感、抽条时的线条感、展叶时的伸展

感、换叶时的萧瑟感，都是竹子形态美的具体体现。 

4.3.2．色彩美 

竹材的天然竿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竹材刚采伐时

的竹青所保持的绿色系色彩，另一种是竹材采伐自然放置

一段时间之后，竹青的绿色退去而变为黄色系色彩。竹材

中，暖色调的浅黄色到黄褐色会给人以温暖、靠近之感，

而竹子的绿色能给人带来安宁、平静、生命、希望的心理

感受，缔造出产品清新自然的风格。 

4.3.3．肌理美 

竹材纹理通直，相比木材，竹材的天然纹理也极具形

式美，无论纵切、横切，竹材的切纹都很自然、生动、流

畅，这一点也是竹材千百年来受人们欢迎的重要原因。竹

子的表皮即竹青组织紧密、质地坚韧，表面光滑平整，光

泽度高，同时竹材吸热性和吸湿性都优于木材，因此，竹

材的天然表皮肌理能够给人坚硬、干净、清爽的质感。竹

材不同的剖切方式，能给竹材切面带来不同的肌理效果，

纵向平行而细密排列的竹纤维，疏松脆弱，呈淡黄色，纹

理一致，清晰简明；横断面上呈现出排列整齐的深色斑点，

点的形态细密、肌理感强。 

4.3.4．结构美 

竹竿材作为结构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应的结构美。相

比木材的结构美，竹材在细节上虽然比不上木材榫卯结构

的精细，但是也有其独特的韵味，各种捆扎、穿插、聚散

使得细节上精细而不繁杂。竹材相较于钢材、木材运用于

结构中的一个极大优势就是其挠度大，可以进行弯曲，弯

曲后排列的韵律是其他材料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弯曲后，

运用于大跨度的拱中，既是结构又是装饰，本身的结构美

代替了装饰美。相对于常见的钢桁架结构，竹材因其特殊

的颜色，给人以亲和感，显得结构更为轻盈，原始的材料

使得这种桁架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感受。 

5．竹材在建筑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方式探讨 

千百年来，竹材利用长期停留在原竹利用、劈蔑编

织等经过简单的粗加工生产初级产品。近些年中国在竹

材工业性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涌现出许多科

技含量较高的装饰系列产品。中国竹产区应充分利用优

势条件，大力开发竹质建筑材料与产品，并将其与中国

竹文化结合，推广运用于室内设计中，既能产生生态价

值和经济价值，更能体现浓厚的中国本土设计特征。下

面从室内空间的主要组成元素来归类，探讨竹制产品在

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方式。 

5.1．室内界面装饰材料 

5.1.1．竹质板材 

竹质板材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除了粗加工的天然竹

材产品外，更应该研制开发符合各类设计需要的竹质人造

板材。竹质人造板材一般经过选材、制材、漂白、硫化、

脱水、防虫、防腐、热固胶合等工序加工而成，已经开发

运用较多的有竹编胶合板、竹材胶合板、竹蔑层压板、竹

地板、竹木复合板等产品[8]。竹质板材在室内界面装饰中，

可以作为天花板、墙柱饰面板、门板、地板等使用。室内

界面、隔断、门窗等造型设计上，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地域

文化元素按照现代审美要求进行重构和整理，以竹材为载

体进行充分表达，具有浓厚亲切的地域风格。竹质板材具

有外观优美、冬暖夏凉、经久耐用等优点[9]。 

5.1.2．竹质壁纸 

现阶段，竹质壁纸根据加工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 

（1）将竹子原料制成竹浆后再加工成壁纸。竹纤维

细腻并有很好的柔软度，竹浆制成的壁纸表面富有弹性，

舒张厚实，有较高的机械强度，隔音、隔热、保温性能好，

手感柔软舒适。 

（2）将竹子处理成篾片结构，采用传统工艺手工编

织而成。这种壁纸表面有上清漆、不上漆或者碳化出来的，

表面质感和立体感显著，色调高雅，其特别之处在于具有

一定的视觉不均匀性和轻度色差，自然纯朴，粗犷豪放。 

5.2．家具 

竹制家具具有浓郁亲切的乡土气息，尤其在中国江南

地区使用十分普遍，其造型简洁、质朴淡雅、舒适凉爽。

传统竹家具包括竹凳、竹椅、竹桌、竹柜、竹床、竹茶几

等各种日常用具。但由于当时的制作工艺水平低下，竹家

具质量和款式都有限，容易出现虫蛀、开裂甚至腐烂等问

题。 

竹材与木材相比较，具有强度高、韧性好、硬度大

等特点。随着竹材工业化开发利用的技术创新，竹材经

过高温蒸煮杀菌，加上现代防腐、防蛀等技术处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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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的控制，有效控制竹家具的开裂和变形，可以使竹

制家具的结构、造型更为多样化和艺术化。竹制家具可

以制成圆竹家具、竹集成板家具、薄板贴面家具及胶合

板家具还有传统的竹篾编织等类型。通过对于地域文化

元素的抽象提取，将其融入竹制家具的造型和外观设计

中，既富有民族传统韵味，又满足现代审美、舒适方便

的功能要求，完全可以替代木制家具[10]。 

5.3．灯具 

竹艺灯饰其实在中国历史悠久。随着现代竹材加工技

术的深入开发，电源连接和电子元件及各种零部件的发明

创造，给竹艺灯具的设计带来更多的形式和可能性。竹艺

灯具，在设计上可以加入中国传统风格的元素，从材料和

形式上充分体现地域特色；也可以采用现代设计中的简约

手法，既体现现代审美习惯，又难掩材料本身带给我们的

自然气息[11]。竹艺灯具可以制成的种类品种繁多，包括

市面上的各种类型的灯具，如吸顶灯、台灯、吊灯、壁灯、

筒灯等。竹艺灯具表面色彩的处理也可以做成原竹色、碳

化色和做漆上色。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技术与艺术的交融，

让竹艺灯具在灯具市场上定会占有重要的一席，有人就曾

这样评价竹艺灯的价值：“它虽不是主流，但至少是独特。” 

5.4．工艺陈设品 

竹工艺品在中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独具特色。

传统竹工艺品按制作工艺不同主要可分为竹编工艺品及

竹雕刻工艺品两大类。 

竹编工艺品将竹子劈成蔑片，用以编织各种精美的用

品及装饰品，从传统的篮、盘、罐、盒发展到屏风、动物、

人物、装饰等诸多产品。中国川渝地区盛产慈竹，富有弹

性，很适于编织。例如梁平竹帘可称巴蜀竹编工艺中的一

绝，它采用色泽柔和的慈竹细竹丝为纬线，每尺竹帘用竹

丝800至1000根，编织的竹帘精致平整、画面精美。其他

的竹编工艺品包括竹席、字画、睡席、沙发套、竹枕等品

种，图案丰富，山水人物、古今字画、翎毛花卉等，均能

编制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竹雕刻工艺品也是一种独特的传统工艺，艺人们利用

竹根、竹节等自然形态，在竹筒、竹片、竹根上雕刻成山

水、亭台楼阁、人物花草等各种艺术造型，艺术家们可根

据竹材不同的形状和部位采用圆雕、透雕、浮雕等不同的

雕刻技法，作品自然天成、品位高雅。 

随着现代竹材加工技术的发展，可以在继承传统竹工

艺品制作技艺的基础上，一方面采用新型的人造竹材，另

一方面集成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创作更多富有中式

特色的竹制工艺陈设品，点缀建筑室内空间[12]。 

5.5．室内外景观 

竹挺拔秀美、常年青翠，更具摇曳之姿和清疏之影，

能使人涤荡尘念、畅神怡目，同时还能体现人文气质和地

域特征，是营造室内外景观非常理想的素材。室内空间中，

竹的引入能使空间丰富而且立刻活跃起来。同时竹还可以

作为分隔、限定室内空间的元素，比用实体建筑材料划分

的空间更具有人情味，空间的意趣也更强。因竹子植于室

外较为常见，室内的竹景观常常会给人室外空间的暗喻，

同时，我们可采用借景的手法，将室外的竹景“借”到室内，

使室外自然景观被纳入室内观赏者的特定视野，从而使人

模糊室内外的空间界限，产生开阔的心理感受。 

6．结论 

虽然竹材在中国建筑及其室内相关物品中的运用历

史久远，但其过去运用的方式比较粗放，而且运用范围

也还不够普遍。在能源和资源集约使用的今天，我们的

科技水平完全可以对竹材的精细利用进行深入的研发，

制造出以竹材为原料的各种新型建筑材料和制品，加以

推广利用，结合现代审美方向探讨其在室内设计中的运

用方式，并大面积地取代木材和钢材等传统建筑材料，

让竹材成为中国主流建筑材料，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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