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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架内部的结合点，称为结点。 

1、 脊槫，又称脊檩，架在木结构屋架上面最高的一根横木。明清之前用叉手支撑，后用

侏儒柱支撑。 

2、襻间，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构件。襻间用于椽下，是联系各梁架的重要构件，以加强

结构的整体性，有单材、两材、实拍等组合形式。明清时期檩下只用垫板、枋，合称一檩

三件，废除襻间。明清时襻间改称枋，并在它与檩间空隙处加竖板，称垫板。檩、垫板、

枋联用是明清官式建筑通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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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平顺王曲天台庵大殿（唐）殿内梁架结构 

       殿的两缝梁架之间在各条檩下都加一条平行于檩的木枋，放在蜀柱上的大斗口

内，与平梁相交。这种枋在宋代叫“襻间”，用作梁架间的联系，以加强构架的纵向稳定

性。在现存四座唐代木构建筑中，也仅此殿用了襻间，是研究唐代厅堂型构架特点和发展

演变的重要例证。 

3、丁华抹颏栱，颏 kē，脸的最下部分； 下巴。一般在平梁之上用蜀柱、叉手与丁华抹

颏栱拖脊槫。 



   捧节令栱，跟丁华抹颏栱有点类似，位置也差不多，承槫下替木之令栱 。  

 

山西陵川礼义镇南吉祥寺前殿（宋）殿内梁架结构 

4、蜀柱，即瓜柱，蜀柱是宋代名称，又叫侏儒柱。早期只用在平梁上，支撑脊槫，而在

其他承梁处用斗栱、矮木和驼峰。蜀柱头也安斗，柱头间用襻间，柱角处装木沓。 

5、叉手，叉手也用在平梁上支撑脊槫。实际是一对人字型的支撑。叉手的上述用法通用

于汉至唐，晚唐五代起，逐渐改用蜀柱支撑脊槫，叉手成为托在两侧的加强稳定的构件。

明清时期，各梁均用瓜柱支撑，瓜柱下用角背，取消了叉手。 

6、平槫，除脊槫和檐槫以外，跟脊槫平行的槫子。 

7、合木沓 ta，置于平梁上与蜀柱交接处，可加固梁与柱的连接。明清称角背，缴背或脚

背。 

8、平梁，宋式建筑称谓，位于脊槫下的梁，长二椽。明清称三架梁，太平梁。。



 

山西平顺大云院弥陀殿（五代）梁架结构 

“串”这一构件在《法式》厅堂等屋的大木作里用得很多，主要起联系柱子和梁架的

作用，这和江南常见的“串斗式”木架中的“串枋”和“斗枋”的作用是相同的。贯穿前

后两内柱的称“顺袱串”（与房屋进深、梁的方向一致）；贯穿左右两内柱的称“顺身

串”（与房屋面阔、檩条方向一致）；联系脊下蜀柱的称“顺脊串”；相当于由额位置承

受副阶椽子的称“承椽串”；窗子上下横贯两柱间的称“上串”、“腰串”、“下串”。

这些串和阑额、由额、襻间、地袱等组成一个抵抗水平推力（风力、地震力等）的支撑体

系，使木构架具有良好的抗风、抗震能力，和串斗式木构架有相似之处。 

9、驼峰， 驼峰系用在各梁架之间配合斗栱承托梁栿的构件，因起外形似骆驼之背，故名

之。驼峰有全驼峰和半驼峰之分。全驼峰又有鹰嘴、掐瓣、戾帽、卷云多种形式。半驼峰

比较少见，仅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上使用了半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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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万荣稷王庙正殿（宋金）驼峰

 

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梁架示意图（唐）之半驼峰 

10、四椽栿，宋代称谓，承传五个檩的力，长（四步）四架椽。两槫之间的水平距离称为

一椽，四椽栿就是长四椽的梁，即五檩之间距离的梁。清称五架梁。 

11、托脚，托脚是支撑平槫的构件。唐至元代使用较多，明清时期已极少用。 

12、搭牵，又称剳牵，zhā，长一椽的梁。明清称抱头梁。 

13、乳栿，长两椽的梁。 

14、柱，是建筑物中垂直 的主结构件，承托其上方构件的重量。 

15、顺栿串，在最下一梁之下安于两柱之间与梁平行的枋,称顺栿串(跨空随梁枋)，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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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有紧贴梁下的枋，称随梁枋。 

16、替木，起拉接作用的辅助构件，常用于对接的槫（檩）、枋之下，与檩、枋平行，用

于两构件对接的接口之下，以增加连接的强度，有防止檩、枋拔榫的作用，并产生缩短跨

距的作用。替木在唐宋是必用的，明清建筑已不用。

 

山西陵川礼义镇南吉祥寺前殿（宋）柱头铺作 

17、撩檐枋，亦称橑檐枋，宋斗栱外端用以承托屋檐之枋料。此枋荷载大，故断面高度为

其他枋之 1 倍，如用圆料，则称撩风槫，其下以小枋料或替木托之，此法多见于北方之唐

（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辽（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筑。 

18、柱头枋，斗栱内泥道栱或慢栱承托的枋料，称谓柱头枋，最上的柱头枋，称为压槽

枋。 

19、栱眼壁，两斗栱中泥道栱、慢栱之间的墙壁，即两攒斗栱间的墙壁。

 

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唐）栱眼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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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 在柱子之间起联系和稳定作用的水平向的穿插构件，它往往是随着梁或檩而设置。

枋以其位置之不同而名称不同，在檐柱上的称为额枋，在脊瓜柱上的称为脊枋。一般来

说，枋都是面阔方向水平放置，而梁是进深方向水平放置。枋的断面多为矩形，而梁的断

面为矩形或圆形。 

 

 

明清建筑构架分件 

1、 脊檩、金檩和檐檩相当于宋式的脊槫、金槫和檐槫。 

2、 抱头梁、三架梁和五架梁相当于宋式的剳牵、平梁和四椽栿。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52/wKgB4lMq9giAUaFsAADEczNyKQU67.groupinfo.w600.jpeg


 

斗栱，又称斗科、欂栌，是中国木构架建筑结构的关键性部件，在横粱和立柱之间挑出以

承重，将屋檐的荷载经斗栱传递到立柱。主要由方形的斗和前后左右挑出的弓形横木栱经

多重交叉组合而成，它可传递荷载，将建筑物上部的重量平均分配在这承托的构架上，以

分散横梁和立柱衔接的地方横梁所受的集中剪力，使梁木不易折损。每一组合称一攒。斗

栱对屋檐有支撑和减震作用，也有较强的装饰性，因此，多用于较高等级建筑上。斗栱发

明后逐步成为大型建筑物所不可缺少的构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显著特征之一。 

斗栱按位置分为三类：柱头铺作（柱头之上的斗栱）、补间铺作（柱间额枋或普拍枋上的

斗栱）和转角铺作（屋角柱头之上的斗栱）。清分别称柱头科、平身科、角科。 

宋式铺作造栱之制华栱断面有单材、足材之分；其它各栱断面均为单材。重栱，在泥道

栱、瓜子栱上叠慢栱；单栱，没用重叠慢栱。计心造，在跳头上有横栱；偷心造，跳头上

没横栱；唐宋常用偷心，金元以后多用重栱计心。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D5/57/wKgB4lMq9gyALhCqAACEZO9cvVk31.groupinfo.w600.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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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栱：宋式斗拱构件横向（面阔方向）摆放的栱。按所处位置不同，有泥道拱、瓜子拱、

令拱、慢拱、骑栿拱、骑昂拱、绞栿拱、绞昂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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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子，又做飞椽，如用飞檐，即在檐椽上钉截面矩形的飞子。 

2、椽子，chuán zi，是屋面基层最底层构件，垂直安放在檩木之上。椽子截面圆形，首

尾钉在上下两檩上。 

每一条水平长度即椽的长度间距，称为一椽或一架、一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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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撩檐枋，橑檐枋、也称挑檐枋，宋代斗栱外端用以承托屋檐之枋料，在令栱上的枋。

此枋荷载大，故断面高度为其他枋之 1倍，如用圆料，则称撩风槫，其下以小枋料或替木

托之，此法多见于北方之唐、辽建筑。 

4、罗汉枋，在内外跳慢栱上，位于撩檐枋和柱头枋之间，有连接开间内各攒斗栱的作

用。宋用来表示斗栱出跳，清称拽枋，分里拽和外拽。 

5、柱头枋，斗栱附属构件，用于泥道栱正上方，有连接开间内各攒斗栱和传导屋面荷载

的作用。 

6、平棊枋，斗拱附属构件，用于里跳最里侧令栱上的枋，与井口天花相接的枋子。清称

井口枋。 

7、衬枋头，斗栱的附属构件，位于耍头之上与耍头平行，外端不露面，只在里端出头，

交外面的撩檐枋和里面的井口枋撑住，在耍头后尾露出，常刻麻叶头。清称撑头木。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D5/61/wKgB4lMq9hWAUMFGAAHPANzZIhw728.groupinfo.w600.png


 

8、散斗，宋代称谓，在各种横向栱（慢栱、泥道栱）的两端，开口一字形，承托上层栱

或枋，方向与枋一致。清称三才升。 

9、齐心斗，位于横栱中心的斗，一字开口承托上层栱或枋，方向与枋一致。清称槽升

子。 

10、令栱，最外一跳华栱之上的横栱。 

11、耍头，最上一层栱或昂之上，与令栱相交而向外伸出，昂之上，切与昂平行大小相近

的直木；衬方头下所用出跳木料，多为蚂蚱头状。清式称蚂蚱头。耍头前后两端都露在外

面，外端多作蚂蚱头状，里端作成麻叶头状。 

12、交互斗，位于横拱与华拱相交处，承托横拱和华拱传来的双向合力的拱。开口十字

形。 

13、慢栱，瓜子栱和泥道栱之上的横栱。 

14、瓜子栱，跳头上第一层横栱 。清称瓜栱。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68/wKgB4lMq9h-AKktqAAOZSvNXI1s570.groupinfo.w600.png


15、泥道栱，栌斗内的第一层横栱。清称正心瓜栱。 

16、骑栿栱，与栿（梁）相正交的横栱，好像骑在梁栿之上一样，上承栱或枋。 

17、昂，是斗栱中斜置的构件，起杠杆作用，利用内部屋顶结构的重量平衡出挑部分屋顶

的重量。有上昂和下昂之分，其中以下昂使用为多。上昂仅作用于室内、平坐斗栱或斗栱

里跳之上。下昂是顺着屋面坡度，自内向外，自上而下斜置的昂。其功能是使出檐的重量

通过杠杆原理与檐柱中心线以内檩、梁的重量相平衡，用于外檐。上昂是向外向上挑的受

压受弯构件，昂身不过柱中心线。结构上起斜撑作用，可减少斗栱出跳。多用于内檐、外

檐斗栱里跳或平座斗栱的外跳中。如：南宋苏州玄妙观三清殿。

 

   山西晋城青莲寺藏经阁二楼柱头斗栱下昂（宋）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207.html


       昂下有华头子，昂嘴批竹状。

 



   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上昂 （南宋）

 



 

补间铺作透视图 

 

上海真如寺大殿内转斗栱上昂  

      上昂多用于内檐、外檐斗栱里跳或平座斗栱的外跳中。 



18、华头子，为檐内（里转）斗栱的华栱外伸出的头子，砍削成斜向，上承昂的构件。

19、华栱，斗栱垂直（进深方向）出跳构件。宋《营造法术》曰：“或谓之‘抄栱’，mi

ǎo又谓之‘卷头’，或谓之‘跳头’。出一跳华栱称为“一抄”，或“出一卷头”；出

二跳华栱称为两抄，或出两卷头。”清叫“翘”。 

20栌斗，又名大斗，栌斗在全攒斗栱最底层，承托全攒重量的斗状方木块，开十字卯

口。清称坐斗。 

 

把头绞项造是一种特殊的柱梁结合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斗栱），具体做法是将

内部伸出的梁栿端部砍成挑尖梁头或者耍头或昂的形式，与泥道栱直接相交于柱顶的栌斗

上。泥道栱上再置两个散斗和一个齐心斗（类似于清的一斗三升），然后直接承接撩檐

枋、檐檩等。该种形制出现较早，在唐宋前就有出现，宋元后基本没有出现。 

 



 

21、遮椽板，斗栱上方斜置或平置的木板，主要用来遮蔽上面的椽子，清称盖斗板。 

22、栿， fú 即梁，宋代称谓，一般为进深方向水平放置。 

23、阑额，是柱子上端联络和承重的木构件，位于柱子上端承托斗栱等。隋、唐以后移到

柱间，宋代始称“阑额”。它有时两根并用，上面的一根叫（清称大额枋），下面叫由额

（清称小额枋），两者之间使用由额垫板。在内柱中使用的额枋又被称作“内额”，位于

柱脚处的类似木结构叫做“地栿”。清称额枋。 

24、普拍枋，位于阑额之上，与阑额在断面上作‘T’字形，用来承托斗栱的木结构。四

周交圈，犹如一道腰箍梁介于柱子与斗栱之间，既起拉结木构架作用，又可与阑额共同承

载补间铺作。明清称为平板枋。始见于唐代，目前最早的实例为五代时期山西大云院大

殿。 

25、柱，是建筑物中垂直的主结构件，承托其上方构件重量。 

26、柱础，或柱础石，承柱的础石，柱下的基础。它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垫基石，使落地屋

柱不致潮湿腐烂，令柱脚与地坪隔离防潮，同时，又加强柱基的承压力。 

27、平棊，qí棊同“棋”，即今之天花板，古代也叫做"承尘"。“平棋”是天花的一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6E/wKgB4lMq9iaAbTqZAAEtyVBM1Ok17.groupinfo.w600.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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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木框间放较大的木板，板下施彩绘或贴以有彩色图案的纸，因为是由大方格组成，

仰看就像一个棋盘，所以得名。“平棋”这个名称是宋式天花名称的说法。 

28、雀替，通常被置于建筑的横材（梁、枋）与竖材（柱）相交处，承托梁枋的木构件，

可以缩短梁枋的净跨距离，减少梁与柱相接交处的向下剪力。也用在柱间的落挂下，或为

纯装饰性构件。宋代称“角替”，清代称为“雀替”，“插角”或“托木”。 

29、卷刹，或卷杀，宋代栱、梁、柱等构件端部作弧形（其轮廓由折线组成），形成柔美

而有弹性的外观，称为卷杀。“卷”有圆弧之意，“杀”有砍削之意。 

几种特殊样式斗栱： 

        1、把头绞项造 

 

把头绞项造外视图（转自直立人营造学社） 

       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没有出跳。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43425.html


 

把头绞项造后视图 （转自直立人营造学社） 

       把头绞项造是一种特殊的柱梁结合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斗栱），没有

出跳。具体做法是将内部伸出的梁栿端部砍成挑尖梁头或者耍头或昂的形式，与泥道栱直

接相交于柱顶的栌斗上。泥道栱上再置两个散斗和一个齐心斗（类似于清的一斗三升），

然后直接承接撩檐枋、檐檩等。该种形制出现较早，在唐宋前就有出现，宋元后基本没有

出现。 

 

山西晋城西溪二仙庙东梳妆楼一楼廊柱斗栱（金） 



 

山西博物院藏品屋形石龛（北魏） 

       2、斗口跳 

 

斗口跳正视（转自直立人营造学社） 



 

斗口跳侧视（转自直立人营造学社） 

 

斗口跳后侧视 （转自直立人营造学社） 

       这是一种特殊的斗栱样式，斗口跳，即栌斗口内向外出一抄（华栱）出跳，跳头

上置交互斗以承撩檐枋。 



 

华栱跳头上置斗，斗内置替木以承撩风槫，实物见于山西平顺王曲天台庵大殿（唐）。 

 

平顺龙门寺西配殿柱头斗栱  

       最早的悬山顶木建筑，五代，它的斗口跳较特殊，栌斗内置实拍栱，上承华栱和

泥道栱。 



 

3、单斗只替  

       是最简单的斗栱，在柱头栌斗上加一替木以承梁枋或槫。若为补间斗栱，亦用大

斗一枚。目前遗存极为少见。实例仅见大雁塔门楣石线刻图（唐）中，而河北定兴义慈惠

石柱（北齐）小殿斗栱为最早实物遗存。 



 

北齐义慈惠石柱（河北省定兴县） 

 

大雁塔门楣石线刻图中的单斗只替  

4、斜栱 

      栱是水平放置的构件，一般沿进深方向水平放置（如华栱）或沿面阔方向水平放

置，如令栱、泥道栱、瓜子栱、慢栱等，斜栱就是既不沿进深方向也不沿面阔方向水平放

置的栱，多与面阔方向呈 45°或 60°。初期斜栱内外多对称，受力平衡，后期斜栱出现

内外不对称，（跟斗栱出跳一样）多为外多里少。同时逐步由（辽金时期）结构件演变为

（明清时期）装饰件。 



 

  山西平顺龙门寺天王殿外檐明间补间斗栱（金） 

       斜栱 45°、60° 并用 

 

山西陵川礼义镇南吉祥寺中殿（北宋）当心间补间斗栱 内檐斜栱 

       这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斜栱实例，呈 45°，建于北宋天圣八年（公元 1030

年）。个人观点，认为转角铺作的角华栱不算真正的斜栱。 



 

山西陵川礼义镇南吉祥寺中殿（北宋）当心间补间斗栱 外檐斜栱  

       斜栱，作为古代木结构铺作的一个构件，从未给出过明确的定义，《营造法式》

中也未提及。但现存的古代木结构建筑实物却经常出现。“斜栱”是指：铺作中的某些栱

是水平斜置的，即与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呈非 90°角度的栱，多为 45°或 60°。斜栱始

于宋，鼎盛于辽金，金以后衰落，逐渐消亡于清。现存实物中，辽金时期是“斜栱”出现

最频繁、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时期，比宋时期出现的多，因而一般称“斜栱”为“辽金

斜栱”，我个人认为应为“（宋）辽金斜栱”。 



 

   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宋）  

     “（宋）辽金斜栱”名称形成的原因：在我国现存的木结构建筑中，“斜栱”1、最

早出现在转角铺作中的实例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统和二年（公元 984年）；2、

最早出现在补间铺作中的实例是山西陵川礼义镇南吉祥寺中殿建于北宋天圣八年（公元

1030年）；3、最早出现在柱头铺作中的实例是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这其中，斜栱（确切说此处为角华栱）出现的最早时间是辽代，出现

时间稍微的南吉祥寺中殿（北宋）是真正意义上斜栱的最早实例，而宋代的隆兴寺虽然时

代三者中最晚，但摩尼殿是转角、柱头和补间铺作中全部出现了斜栱，因此最具代表性。 



 

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宋）  

       转角、补间及柱头铺作均作斜栱，这是迄今唯一的遗存实例。 

       基于实际考察和综合判断，久之形成“（宋）辽金斜栱”的印象。迄今没有发现

更早的实例，我们基本可认定“宋辽之前没有斜栱”。 

       在了解斗栱的基本知识后，我们再来学习斗栱计算和描述方法： 

宋式斗拱形制的表示方法为：几铺作几抄几下昂。 

算法：每朵斗拱的铺作数为 出跳数加 3。 

即 n（铺作数）＝m（出跳数）＋3（常数项）。常数项为栌斗、耍头和衬方头。 

清式斗拱形制的表示方法为：几踩几翘几昂（以“单”、“重”表示一、二）。 

算法：清式斗拱每拽架都有横拱，故每攒斗拱里外拽架数加正心上的一道正心拱枋，即每

攒的踩数。 

即 n（踩数）＝m（拽架数）×2（常数项，里外的拽架）＋1（常数项，一道正心拱

枋）。 

下面分别描述。 



 

单抄双昂六铺作里转双抄五铺作 

由此图可以计算斗栱的铺作数， 

首先，判断出跳数，出跳的部件只有华栱和昂，一般有几个就出几跳，数呗！注意昂式的

耍头不要计入，如上图外跳一个华栱和两个昂，则为出三跳；里跳出两华栱，则为出两

跳。斗栱每增高一层为一铺。出一跳为四铺作（至下而上层叠为栌斗、华栱、耍头木、衬

方头共四铺，故称四铺作）出两跳为五铺作、出三跳为六铺作…以此类推；一般出跳数不

超过六跳。最后描述方式，出几个华栱则为几抄 miǎo，出几个昂则为昂，如上图里跳斗

栱出两跳，两个华栱，则斗栱为双抄五铺作；外跳斗栱出三跳，一个华栱两个昂，所以斗

栱为单抄双昂六铺作。如果出跳的华栱上有瓜子栱(横栱)，则该跳为计心造；如果出跳的

华栱上没有横栱，则该跳为偷心造。从目前遗存的唐代建筑看，未发现唐代建筑的斗栱使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70/wKgB4lMq9iqAB_RGAAGiZuiA7xo64.groupinfo.w600.jpeg


用计心造的。这是宋式斗栱的算法，里跳和外跳处理和出跳数多不一致，故里跳、外跳分

别计算的。 

而清式（包括明代）的斗栱基本从结构件，转为装饰件，且昂多为假昂，里外出跳多一

致，故清式的斗栱多用踩来描述，同宋式的一样，出跳的也是华栱和昂，不过清称华栱为

翘，斗栱一般描述为几翘几昂几踩什么科，出几个翘（华栱）称几翘，出几昂为几昂，踩

数=2m+1，m 为拽架数也就是出跳数即总的出翘和出昂的数目。如下图 

 

长治南宋玉皇观玉皇殿 单翘五昂十三踩平身科 清 

出六跳，其中出一翘,出五昂，补间斗栱，故名。踩数=2x6+1=13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D5/73/wKgB4lMq9iyADcS4AAFVB8vXOL077.groupinfo.w600.jpeg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4401.html


  这估计是目前发现遗存最多出跳的斗栱，一般斗栱出跳多在六跳之内，如果你发现出跳

多余六跳，恭喜你，你发现国宝了。 

 

长子法兴寺碑廊 单翘三踩斗栱 

出跳数为 1，仅出一翘（华栱）没有昂。踩数=2x1+1=3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76/wKgB4lMq9i-AK-q-AAFfTIqSdAY86.groupinfo.w600.jpeg


 

重昂五踩柱头科 

出两跳，不出翘，出两昂。踩数=2x2+1=5 

 

凡构屋均以材为单位，也就是说一个建筑修多大几间那么对于的材用几等就决定了，同样

斗口（斗栱）的大小也决定了。斗栱或素方用料的断面尺寸为一材，高宽比为３：２。栔

（音自 zi）两层栱之间填充的木件断面尺寸，＂一材一栔＂为足材。其中材高１５分，

宽１０分，栔高６分，宽４分；可见一足材为２１分，材分八等。一等材６寸×９寸，相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D5/77/wKgB4lMq9jGAE8HdAAENBc4tfjI30.groupinfo.w600.jpeg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D5/79/wKgB4lMq9jOAXL6aAAEBDSu7ouw25.groupinfo.w600.jpeg


当于四个八等材。如柱径大小为２足材～３材，即４２分～４５分之间。足材拱高 21

“分”，宽仍为 10“分”。 

 

《营造法式》（宋）和《工部工程做法》（清），分别记载了用“材分”和“斗口”为模

数设计单体建筑的方法。自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创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这一学科以

来，数十年间，经过两三代学者的研究，对这两部书中所载模数制度已基本了解。但因这

两部书是为工程验收而编著，详于构件断面尺寸，而对建筑物的面阔、间广、柱高等大的

比例关系较少涉及。如在《营造法式》中只有“若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

广”一句，即柱高等于或小于间广；《工部工程做法》则记载一般建筑下檐柱高为 0.8 面

阔，也是柱高小于间广。但二者都属于控制数宇，并未涉及更具体的比例关系。由于在古

代典籍和建筑专著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记述，我们要探讨古代木构建筑在外观设计中大的

比例关系问题，只能通过研究现存的实物来进行，这就需要对有精确实测图或实测数据的

建筑物进行深人的分析，用综合、归纳寻找共同点的方法逐步把它们反推出来。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7A/wKgB4lMq9jWAF7M2AAD522A26ik97.groupinfo.w600.jpeg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21536.html


 

欹 qī, 倾斜，歪向一边；䫜（凹的异体字，音义同）。 

 

斗栱的栱上有内䫜则表示斗栱的年代不会晚，至迟不会晚于宋。 

http://file25.mafengwo.net/M00/D5/7C/wKgB4lMq9jiAXGXNAAE-8VUQ1dA00.groupinfo.w600.jpeg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D5/7D/wKgB4lMq9jmAPJefAADfmc6Qedk25.groupinfo.w600.jpeg


 

下昂前端通常制成尖嘴状，宋人称之为昂尖(清式称“昂嘴”)，是集结构功能与艺术造型

为一体的特殊部位。历史上各时代的昂尖体现出不同的时代风尚和艺术追求，唐代建筑五

台山佛光的东大殿柱头铺作中有国内现存已如最早的批竹昂实例，宋代建筑除此之外还广

泛地使用琴面昂，元代出现象鼻形昂，但盛行于明清。明末清初盛行龙头、象鼻形昂，后

期又出现云卷头及各类雕花昂，是刻意追求华丽，片面强调装饰的产物。 



 

昂的演变是从大至小、由简至繁、由真变假，同时也从唐宋时的结构件演变到明清的装饰

件。自宋起，有将华栱栱头做成昂式的，其结构作用与栱无异，此种昂称为假昂，与上述

真昂并用。元代起假昂渐居统治地位，清代则已全部用假昂。昂的外观，又有批竹、琴面

及象鼻多种。也有将耍头作成昂状的，称昂式耍头。 

http://file26.mafengwo.net/M00/BD/49/wKgB4lLf3d-AXHgWAAE2poZcE1443.groupinfo.w600.jpeg
http://www.mafengwo.cn/i/3014194.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14194.html


 

     山西晋城青莲寺上寺正殿（宋）补间铺作 

        耍头成昂状，出一华栱一昂共两跳，华栱上未置横栱，单抄单昂五铺作偷心造。 



 

     山西晋城青莲寺上寺正殿（宋） 

        耍头成昂状，出一华栱一昂共两跳，单抄单昂五铺作计心造。 

 



 

       山西长治原起寺正殿（宋）斗栱 

       斗口跳，耍头昂状 ，单抄四铺作，这里比较独特的是华栱下的华头子处理。 

 



 

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斗栱批竹昂（唐）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 



 

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假昂（元） 

 

  山西芮城永乐宫龙虎殿真昂琴面昂（元） 



 

  山西平顺大云院山门天王殿斗栱（清） 

       重昂五踩斗栱，昂嘴为如意状，下刻华头子，典型的清式做法，重装饰，轻

结构。 

      飞昂可分为“下昂”与“上昂”两大类。      

上昂与下昂 



 

    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上昂（元） 

      上昂仅适用于殿身槽内里跳及平座外檐外跳．实物较少见，应用不多，其作用

是在较短的出跳距离内，有效地提高铺作总高度，藉以创造一定的室内空间，现遗存多见

于内檐、外檐斗栱里跳或平座斗栱的外跳中。 



 

  下昂 

      下昂的作用与上昂恰恰相反，主要用于檐下斗拱，实物极多，应用亦广，其作

用是可以在尽可能少增加铺作高度的前提条件下，有效地增加檐部挑出深度，藉以适应屋

面坡度的变化。 



 

  山西陵川龙岩寺过殿补间斗栱（金代） 

       下昂为水平放置的假昂 ，相当于是将出跳的华栱头削成昂状，昂下为隐刻的

华头子。 



 

  山西陵川龙岩寺过殿转角斗栱（金代） 

       下昂为斜置的真昂，昂下有华头子，华头子卷杀。 同一建筑上真假昂并用，

体现出灵活多变的建筑风格。 

       元以前真昂昂底常垫有华头子，假昂不仅昂底线为隐刻线，下部华头子亦为

隐刻花纹，习称“假华头子”。 



 

山西新绛绛州大堂斗栱（元） 

       同一攒斗栱上同时出现真假昂，上面的昂是真昂，斜置；下面的昂是假昂，

水平放置，仅起装饰作用，双昂下皆设有华头子。斗栱五铺作双下昂，重栱计心造。 

       学术界根据昂在斗拱组合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分为“真昂”与“假昂”两

类。上昂，下昂皆属真昂，在斗拱组合中起前后悬挑、承托荷载的杠杆作用，唐、宋、

辽、金各时代建筑斗拱中大多数采用真昂结构。昂式华拱或插昂，实质上只是徒有下昂形

式的假昂头，其昂头以里或为拱身，或为梁袱，仍然是单纯的受弯构件，故称之为假昂。

假昂宋代已有，但使用较少，元代建筑中常真、假昂混用。明代建筑多用昂，清代则几乎

全用假昂，使原来真昂的结构意义丧失殆尽。 

       昂一般是单材构件，角内昂多用足材。一般说来，在构造上下昂昂身大致与

屋面平行，其昂头上承檐檩荷载，昂尾宋代或压丁草袱之下，或上承平檩荷载，通行“挑

斡、栿压”二种构造方法。铺作内外荷载皆由昂身承受并向下传递．以使斗拱内外得到平

衡，昂的这一作用在补间铺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下昂用于外檐铺作的出跳，昂可以置于柱头铺作，也可以置于补间铺作。《法式》中

规定“若昂身于屋内上出，皆至下平槫”，这主要是指补间铺作《法式》又云“若屋内彻



上明造，即用挑斡，或只挑一斗，或挑一材两栔，……”指的同样是补间铺作，说明了挑

斡与下平槫的节点做法有二，一是直接昂尾承斗出令栱承槫；二是昂尾承斗上出慢栱，栱

上再承斗，出令栱承槫。柱头铺作中的昂在昂尖所承的重量由昂后尾被梁栿所压的重量所

平衡，所以不可能上至下平槫。 

  下昂的结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栌斗中线为支点，出檐方向上承挑檐部分的重

量，而昂的后尾则需要有重量与出檐方向的重量相平衡，否则就有倾覆的危险，所以昂尾

的处理对下昂的结构作用意义重大。《法式》中提到过四种处理方式，在实例中又有多种

与《法式》不同的做法：柱头铺作昂尾直接用明栿压之的做法，如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

殿；昂尾压于里跳华栱下，上部再以梁栿压之，这与上一种做法类似；昂尾插入内柱，如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这与《法式》所载斜梁相似；昂尾压在乳栿之上的劄牽下，如山西

榆次永寿寺雨花宫。 

  这种两面承重的原理类似杠杆。最能体现这一作用的是外檐柱头铺作。然而，这

并不是说补间铺作就全无结构作用，据计算证实“补间铺作与柱头铺作在承受来自橑檐枋

的荷载时，其分配比例大致相等”，“由于柱头铺作的荷载集中在昂尾，使其易受剪力破

坏，补间铺作的存在和增加，可减少柱头铺作剪力破坏的趋势” 1如上文所述，补间铺

作昂身为挑檐与槫建立了联系，在早于宋代的实例中也有异于《法式》“只挑一斗，或挑

一材两栔”的做法，如善化寺三圣殿补间铺作在昂尾上承素枋四层后不用令栱直接承槫，

素枋层与二椽栿连接，起到了联系与增加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