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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出版了。这套在抗日战争恶

劣环境下完成的测绘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这套图解读隐藏在古建筑中的密码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准确区分辨识出故宫古建筑群中的明代和清代建筑，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研究工作的一

项重点任务，这套图给我们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下文中简称为《实测图集》）。

一  明代官式建筑与结构特征

《实测图集》中图纸所表现的建筑均属于明清两代的官式建筑。官式建筑是相对于地方建筑和

民间建筑而言的。中国历史上很早就由官方管理着重要的建筑活动，引导和影响地方建筑和民间

建筑的发展，是中国建筑的特色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把包括故宫在内的北平文物建筑作为认识中国古代建筑的标本

和入门，“沟通儒匠”，把历来由工匠口传心授的技术要诀、秘本，与官方文献和建筑实物相对照进

行研究。1934年，梁思成先生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中国古建筑的第一部“文法课本”，提出了清代官式

建筑的概念。“至于本书的主要目标，乃在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构材的名称权衡大小、

功用，与某另一部分地位上或机能上的联络关系，试为注释，并用图样标示各部正面、侧面，或断

面及与他部相接的状况。图样以外，更用实物的照片，标明名称，以求清晰。”
‹1›
同时梁先生还根据

‹1›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

内容提要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是故宫古建筑研究的重要科学资料。对故

宫古建筑进行断代研究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工作的重点任务。从明代起，中国古建筑采取

了斗口模数制，这是明代官式建筑的根本特征。单士元等学者通过分析历史文献研究了

紫禁城的布局，祁英涛等先生集中讨论了明官式建筑的设计规律与做法特征。故宫研究

院古建筑研究所应该整合这些研究成果，构建一部故宫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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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式的差别，将清代官式建筑分为大式、小式和杂式三种类别。相应的在《营造算例》中，将大

木作分为“斗栱大木大式”、“大木小式”和“大木杂式”三种做法。瓦作分为“大式瓦作做法”和“小式瓦作

做法”。梁先生将“有斗栱或带纪念性之建筑形式”定义为大式，“无斗栱或不带纪念性之建筑形式”定

义为小式。对于杂式建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杜仙洲先生这样定义：“在古建筑中，平面投影

为长方形，屋顶为硬山、悬山、庑殿或歇山作法的砖木结构的建筑叫‘正式建筑’。其它形式的建筑统

称为‘杂式建筑’。”“杂式建筑可以看成是几种正式建筑的变化或结合而成的建筑”
‹1›
。另外，杜仙洲先

生对清代建筑还采用了其他分类方法。在《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的瓦作台基部分，当总述建筑的面

阔、进深及柱高的关系时，又采取了“1，宫殿建筑；2，无斗栱之大式建筑；3，小式建筑”的分类

法。按照文意，还应该有杂式建筑一类，只是在本节中不需要讨论，没有列出
‹2›
。其他学者关于

北方古建筑工艺技术的著述中，对于分类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些都反映了建筑技艺传承途径的

复杂性。

明代官式建筑的规则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用明代官式、明代以前的宋、元官式和明代以后的

清官式建筑实物进行比较，寻找明代官式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傅熹

年院士曾经对唐代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脉络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明代所继承的主要是南宋以来

的江浙文化传统，故明初的南京官式是在南宋以来江浙地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永乐年间建北

京宫殿，南京官式遂北传而成为北京的明官式。这是继隋到唐初、北宋初的南方建筑形式第三次北

传，形成一代新风，而北方金元建筑中的北宋官式遗风也从此在官式中消失。这一现象的证据是明

代建筑中普遍使用顺栿串，易名为随梁枋或跨空枋。而其结果是，使柱梁的联系得到大大加强，于

是斗栱大大缩小，平身科攒数成倍增加，表明以斗口为模数、用攒档控制面阔进深的新模数制的形

成
‹3›
。所以从明代起，中国官式建筑从“以材为祖”的八等材材份模数制转变为以斗口宽为模数的斗

口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也成为明代木结构官式建筑的根本特征。

清代不仅继承了明代官式建筑规则，对紫禁城也是加以修缮后继续使用。但明清更替之际，李

闯王焚烧明宫室的文献记载极其简略夸张。且经现代研究发现，清初历史文献中所记述宫殿沿革，

多处修、建不分，致使后人将明构误解为清代重建者。所以如何准确地在紫禁城中辨识建筑的年代

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者需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解答，一是从历史文献分析明代建筑的兴建沿

革，标注为布局图；二是从建筑实物探讨建筑形态的演变规律。

‹1›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编：《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页22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

‹2›  前揭《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页92。

‹3›  参阅傅熹年：《试论唐至明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文物》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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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紫禁城建筑布局研究

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央大学教授朱偰先生先后出版了《北京宫阙图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

沿革图考》两部著作。他梳理排比了明清历史文献中关于紫禁城建筑兴建沿革的记载，对明、清紫禁

城的建筑史进行了分期，分述紫禁城内重要的建筑活动，并把研究成果绘制为“明代宫禁图”和“清

代宫禁图”。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单士元先生也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明代紫禁城的建筑沿革，只是其

著作迟至2007年才由后人整理出版。据整理者介绍，单先生从事这项研究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

他所征引的文献极其丰富而广泛，研究对象不仅是历史沿革，还包括了建筑形制、陈设甚至工料，

各建筑的地理位置也标注在地图上。朱先生所依据的底图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的示意

图，单先生的是自绘的草图，不很精确。但是这两种成果基本一致，个别的地点互有异同，表现了

以明代晚期为主的紫禁城布局。

1984年，由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主持编著的《明清北京城图》出版了。其中对宫城复原的主要

文献依据来源自《酌中志》。图像依据的底图源自用现代地图校对过的《乾隆京城全图》，精确度高，

研究扎实，也表现了明代晚期的紫禁城建筑布局。但是本图并非宫城的专图，与单先生的研究相比

要简单不少。

《实测图集》中有一张特大幅图纸，名《紫禁城太庙社稷总平面图》，是最为详实的20世纪40年

代的紫禁城现状平面图，也是最接近清代末期原状的平面图。图上标注了401个宫殿门庑的额名，

可与不同时期的历史舆图和其他文献资料对照。我们应该将上述三种研究成果过录到这幅实测图

上，为故宫古建筑的研究工作和故宫的古建筑考古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

用上述三项研究的方法，可以考虑如何复原明代皇宫（即习惯所称紫禁城）的布局问题。明早期

建造的皇宫城池一直沿用至清末，除外围红铺、围房的改变外，没有其他变更。皇宫最核心的功能

区域，即外朝与内廷，虽然建筑屡有变动，而布局自明至清末基本没有改变。所以研究重点要放在

上述区域之外。明代皇宫布局有明显的规则可循。朱偰先生发现，“明代宫殿规制左右全系对称。

前为外朝三殿，左文华右武英。后为内廷三殿，左右各六宫，后为乾清宫东西五所。东路奉先殿与

西路养心殿之地位相当。仁寿宫相当于咸安宫；慈庆宫相当于慈宁宫。后经清代改建，东西始渐趋

参差”
‹1›
。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律。故宫博物院的学者王璞子（璧文）先生更具体地描述了“对称”的原则

在地块分配时的做法。他认为，外朝与内廷位于中轴线上，外朝局势是纵深大于横广，内廷（包括

东西六宫及御花园与乾东、乾西五所）则东西横长，近乎扁方。前后合并，形如一个丁字，占地面积

约24万平方米，为宫城内总地积的三分之一。东西六宫的用地，“可以想见原来是在一片方正的土

地上，东西各均分为九个方格，每格约五十米见方，每一格即一宫的建筑基地，其间横竖都有巷道

‹1›  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明代宫禁图》“说明”，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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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在靠近后三宫的东西各六个方格上，各盖成六座宫院……每一宫都是由前后两座殿宇及两厢

配殿组成的两进三合院，正门居中，外围院墙，自成格局。在东六宫东边及西六宫西边靠近宫墙一

侧的其余方块，则各作其它房舍用地，其中西六宫迤西，明代即屡有变化，乾隆时期又改建成雨花

阁，这都已不是明初建置的原状了”。“后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的宫墙外边，左右各布置着几座

自成局面的大宫殿，在明代是为安顿先朝后妃寡居或养老使用的。如慈宁宫、仁寿宫等处，名尊位

远，处于次要地位。”后宫建筑密集，区划严谨，外围一道高大铁红色宫墙，正门以外的其余三面

都采用琉璃随墙门形式。面积很大，出入口少，也是后宫的一个特点
‹1›
。故宫博物院的学者于倬云

先生也明确地论断：“明永乐十九年的第一期工程中，不包括东西六宫以外的基地（九宫格中边缘的

三格地段）以及外东西路地段，但是宫墙与宫门均已做齐。”作为证据，他认为，一期工程在宫墙上

“做出许多砖券，其中有的砖券还立有石券口”，就是为解决日后施工进料的困难而预留的
‹2›
。

在北京宫殿创建时期，据参加了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大朝会的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描

述，当时建成的项目有：拥有正阳等九门的北京城墙；天地坛、山川坛、太庙、社稷坛等坛庙；皇城

（包括两重城墙）各城楼，有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左掖门、右掖门；宫殿及门庑，有奉天殿、

华盖殿、谨身殿，左顺门、右顺门，文楼、武楼、文华殿、武英殿；景运门、隆宗门、宝善门、思善门；

乾清宫、坤宁宫、日精门、月华门、奉先殿、大善殿、仁寿（宫）、钦安殿及六宫，七所等。皇城外还有太

孙宫、诸王宫及文渊阁等
‹3›
。还有，明实录记载，永乐皇帝去世后以仁智殿为几筵殿；嘉靖十五年

（1536）太皇太后还暂居在皇太子的居所清宁宫。而自永乐至弘治的七朝除景泰帝外都正常地立了

太子，且太子大多在成年后继承了皇位。因此仁智殿、清宁宫都应该是在永乐年间建成。把这些建

筑按照明皇城的规划布局原则填入相应地块，在方位上应该可以反映历史实际。具体的四至坐标，

则有待考古工作的发现了。

《紫禁城太庙社稷总平面图》很直观地表现了紫禁城建筑布局是以院落为基本单元，有三种形

式。一是廊院式，以院落中轴线上的重点建筑为中心，周围环以庑房和殿宇式大门。前三殿、后三

宫及慈宁宫、宁寿宫等均如此。二是合院式，在院落中轴线的若干进重点建筑左右加东西配房，外

围墙垣。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等均如是。三是园林式布局，建筑按园林意境的需要配置。紫禁

城中明代构筑的御花园和慈宁花园还未能脱离中轴线的控制，而乾隆时期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

园则要自由得多。

廊院是来源古老的一种布局形式，明代只用在地位重要、体量庞大的建筑设置上。如前朝三大

殿，内廷后三宫，东朝慈宁宫等。其他建筑较多使用合院式布局。在故宫博物院旧藏《皇城宫殿衙

‹1›  王璧文：《紫禁城的总平面布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以下《故宫博物院院刊》简称《院刊》）。

‹2›  于倬云：《紫禁城始建经略与明代建筑考》，《院刊》1990年第3期。

‹3›  《日下旧闻考》卷六转引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杨荣皇“都大一统赋”，页9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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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图》中清晰地表现了廊院的样式，如太和殿与保和殿、乾清宫与坤宁宫、慈宁宫、咸安宫等皆是。廊

院的主殿左右还绘有“斜廊”与周围门庑相连。该图绘制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左右，比较接近明代

历史面貌
‹1›
。清代保持了明代的廊院，只是为了防火，将斜廊改为隔墙了。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

起开始改建的宁寿宫，其前朝部分，也采用了廊院布局。但是在相当于内廷的位置，则大量使用游

廊的新形式。游廊进深一间，两侧或单侧通透，将院落中的房屋串连起来。甚至“内廷”轴线上的重

要建筑也用游廊连接。庆寿堂、寻沿书屋等处还形成了与“北京四合院”接近的样式与尺度。在长春

宫、钟粹宫中添加游廊，已经是咸同年间事情了。因此在宫中，游廊是清中期偏后段才引进的建筑

形式，推测应移植自园林建筑式样。

另外，于倬云先生对“斜廊”的画法提出异议。他认为“文献中所载斜廊，是指高程上的倾斜，并

非是平面布局的倾斜……其功能犹如慢道使人上下方便”。因为从艺术角度考虑，太和殿、保和殿、

乾清宫、坤宁宫等重要建筑附近均应该是工整方正的环境布局，不能出现斜角
‹2›
。于先生的意见是

正确的。今天我们还能够见到几处明代建筑群中使用斜廊的实例，如建于永乐十六年（1418）的湖

北武当山玉虚宫，建于宣德二年（1427）的青海瞿昙寺隆国殿，建于正统四年（1439）的四川平武报

恩寺等都是廊院布局。玉虚宫大殿两侧现存斜廊基址，瞿昙寺隆国殿和报恩寺大雄宝殿则斜廊犹

存。它们都证实了于先生的判断〔图一、图二〕。

三  明代官式建筑断代研究

最早进行古建筑科学断代研究的是中国营造学社。林徽因、梁思成先生于1935年发表的《由天

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以天宁寺塔为例，论证了如何在文献记载不可信的情况下，“以实物

‹1›  刘敦桢：《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页106，1935年。

‹2›  前揭《紫禁城始建经略与明代建筑考》。

〔图一〕 湖北武当山玉虚宫斜廊遗址 〔图二〕 瞿昙寺隆国殿庑房与斜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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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辩证建筑物确实年代的方法和步骤
‹1›
。

中国文物研究所祁英涛先生加以自己的经验，将鉴定古建筑年代的基本方法总结为“两查、两

比、五定”。即，调查建筑物现存结构的情况，查找有关文献记录资料，用两查获取尽可能准确全面

的资料。然后把结果与已知年代的古建筑或“建筑法式”进行比较，并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五定”

指最终作出鉴定结论时，对于建筑物现状的五种情况，应当如何认识并作出结论
‹2›
。

故宫博物院专家较早对紫禁城建筑大都焚毁于李自成的记载产生怀疑，从被清代文献定为顺治

或康熙“重建”的建筑中，鉴别出明代建筑，如钟粹宫、储秀宫、太极殿、长春宫、中和殿、保和殿、养心

殿南库、咸若馆等
‹3›
。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对明代官式建筑规则进行了集中的研究。1987年，祁英涛先生起

草了《北京明代殿式木结构建筑构架形制初探》一文，以指导明昭陵的复建工程
‹4›
。90年代，傅熹年

先生探讨了明北京城、紫禁城整体及各独立区域的布局方法，研究了明长陵祾恩殿、太庙、社稷坛和

紫禁城重要建筑的设计方法
‹5›
。东南大学潘谷西教授提出了“明代官式建筑范式”的研究课题，以此

题目培养指导研究生郭华瑜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并改写为《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出版
‹6›
。郭华瑜

博士还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和《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专题论述明代官式建筑

的有关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和故宫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畅

先生集中力量，用实测结果推导明代营造尺的长度，以求更精准地推测古代建筑设计规律。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先生开设了建筑形制类型学的课程，一批研究生对北京明清建筑外檐形制进

行了分期研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还对官式建筑彩画的年代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7›
。在这些研究

中，傅熹年先生使用了实测图集的数据，其他学者则更多对建筑实物进行了调查。从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归纳出以下认识。

（一）明代营造尺的长度折合为316.5毫米，或许是317毫米
‹8›
。

（二）明代以斗口为模数的制度取代了宋、元以材份为模数的制度。斗栱用材取值较之宋代法式

‹1›  参阅林徽因、梁思成：《平郊建筑杂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

‹2›  参阅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各时代特征概论》，中国文物研究所编：《祁英涛古建筑论文集》页286，华夏出版社，1992年。

‹3›  参阅前揭《紫禁城始建经略与明代建筑考》；郑连章：《紫禁城钟粹宫建造年代考实》，《院刊》1984年第2期。

‹4›  参阅前揭《祁英涛古建论文集》页325。

‹5›  参阅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6›  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如郑连章：《钟粹宫明代早期旋子彩画》，《院刊》1983年第3期；王仲杰：《试论和玺彩画形成与发展》，《院刊》1990年第

3期；郑连章：《紫禁城建筑上的彩画》，《院刊》1993年第3期；杨红：《故宫咸福宫区建筑彩画年代考略》，《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

集》第八辑；杨红、纪立芳：《慈宁宫区建筑彩画年代考略》，《院刊》2013年第6期等。

‹8›  黄占均、刘畅、孙闯：《故宫神武门门楼大木尺度设计初探》，《院刊》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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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明显下降。现存明初建筑最大斗口值为4寸，以下以1/4寸为等差。明代中期以后斗口取值进一

步减小，殿宇用材多以1/2寸为等差。清工部《工程做法》关于“斗口有头等才，二等才，以至十一等

才之分”的规定总结了自宋至清初的实践结果。

（三）明代建筑柱网布置规整严谨；还有少量“减柱造”的平面布置方式。建筑面阔尺寸以两种布

置最为常用，一种是明间以外的次、梢各间相等，一种是明间大于次间，次间大于梢间。在有斗栱

的建筑中，平身科斗栱的攒数远多于宋、元的补间铺作。与清代按照斗栱攒档确定建筑物面阔和进

深的方法不同，虽然明代建筑每间中斗栱的攒档是均匀的，但取值并非11斗口，而是多在10－12

斗口之间；而且面阔不同的明、次各间攒档数值是不同的。所以产生了同一座建筑中栱长不一的现

象，以及在角科增加附角斗的做法。《实测图集》中，端门城楼上檐、午门正楼上檐正面、西华门城楼

下檐、交泰殿、神武门城楼下檐的斗栱都使用了附角斗，且都是双联做法。另外故宫箭亭也用了附角

斗，说明附角斗的做法贯穿了明代，延续至清初。

（四）明代建筑檐柱与金柱还存在生起和“向心”的侧脚两种传统做法，生起和侧脚尺寸取值一般

较宋、元为小。檐柱之间联以额枋、平板枋；金柱之间和檐柱与金柱之间联以挑尖梁、随梁枋、跨空枋

等构件，柱列较之宋元牢固而稳定。各柱头不再做覆盆式卷杀，而在柱头正面抹一个斜坡。平板枋

略宽于额枋，因此出头也略宽于霸王拳的厚。在柱与额枋间安装的雀替的外形轮廓也往往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

（五）明清两代的平身科斗栱较之宋元骤然增多，又由于斗栱用材尺寸的大幅度减小，斗栱对于

建筑构架的力学作用较之以前发生了重大变化。某些宋元旧制在明代逐渐衰微，清代不再使用；某

些因素演变为新的样式，到清代形成定制。这些改变包括以下几点。

1.挑金斗栱和溜金斗栱

这是明清两代的新形式，诞生于明，定型于清。在《实测图集》中，天坛祈年门，太庙戟门、正

殿、中殿、后殿，社稷坛戟门（图中标后殿）、拜殿（图中标前殿），午门城楼、西华门城楼、钦安殿和神

武门城楼等明代大型建筑物和太和殿都使用了挑金和溜金斗栱。可见这是最高级的一种建筑构造形

式。“所谓挑金、溜金的金是指金步檩缝而言。挑金、溜金斗科后尾自檐柱中（檐步檩缝）随举斜起上

搭金步檩缝，斜挑檩垫之下即称为挑金，在檩垫之下、花台枋之上（也叫花台科）即为溜金。……这

种斗科基本同属一种做法，随后尾安装方法位置而有两种称呼，用于檐宇四角后尾与角梁身斜交的

也叫里挑金。《工程做法》没有明确划分，后来通称溜金斗科，挑金之名遂废。”
‹1›

溜金斗栱来源于宋代官式建筑。《营造法式》“造昂之制”中，下昂做法有“若屋内彻上明造，即用

挑斡，或挑一斗，或挑一材两栔”的规定。并注解说“谓一栱上下皆有斗也。若不出昂而用挑斡者即

骑束阑方下昂”。宋式用于挑斡的杆件有两种：一是下昂，从屋檐斜向上伸到屋顶的上一根檩（下平

‹1›  王璞子：《〈工程做法〉评述》，载《梓业集》页235，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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槫）。二是不出昂的挑斡，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所引实例，是从斗栱的平置构件里跳

上斜伸到下平槫；另外，实例中还有将华头子也做成挑斡，并排在下昂之下。与下昂、挑斡相关的

还有填补在平置与斜置构件之间的楔子，称为靴楔。

明清的挑金、溜金斗栱外拽的外形与清式翘昂斗栱无异，而其后尾斜向上伸出的构件（清式称为

起秤杆）则比较复杂，并且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变化。明代早期，继承了宋式下昂做法，实例如故宫

神武门上檐的单翘重昂挑金和下檐的单翘单昂溜金斗栱。除昂、华头子外，衬方头（桁椀）和耍头（蚂

蚱头）从挑檐位置开始斜起挑斡，这是明代的创造〔图三、图四〕
‹1›
。嘉靖十年（1531）建成的历代帝王

庙上檐斗栱去掉了下昂，下檐斗栱的下昂得到保留，但是构件出现曲折；衬枋头、耍头折曲的位置

后移了一跳〔图五、图六〕
‹2›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重建的西华门城楼上下檐斗栱均没有了下昂，

下檐溜金斗栱使用了一个昂形平置构件，到正心枋以后斜向上起秤杆。建成于康熙三十六年的太和

殿下檐单翘重昂溜金斗栱没有下昂，斜起各件均从正心枋开始，斗栱各分件除缺夔龙尾外与清《工

程做法》完全一致
‹3›
。明代也有继承不出昂的挑斡做法，实例如故宫钟粹宫和长春宫

‹4›
。

明清时期建筑室内是否安装天花板对外檐斗栱里拽的处理方式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与宋代法式

也类似。天花板内多用挑金做法，一般用两根挑斡。而“彻上明造”建筑，多用溜金斗栱，后尾夔龙

尾、秤杆、六分头等杆件多件并列，并使用3至4重麻叶云、三福云，以及由靴楔演变来的菊花头，还

有连接各杆件使之共同受力的伏莲销，装饰性极强。

‹1›  神武门城楼上下檐斗栱图摹自前揭黄占均等《故宫神武门门楼大木尺度设计初探》。

‹2›  历代帝王庙大殿上下檐斗栱图摹自汤崇平：《历代帝王庙大殿构造》，《古建园林技术》1992年第1期。

‹3›  参阅崔瑾：《太和殿斗栱构造浅析》，《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八辑，故宫出版社，2014年。

‹4›  钟粹宫，参阅前揭《紫禁城钟粹宫建造年代考实》。长春宫，参阅卓媛媛：《故宫长春宫建筑外檐斗栱时代特征分析》，

《故宫学刊》第十一辑。

〔图三〕 神武门上檐斗栱 〔图四〕 神武门下檐斗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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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科斗栱做法

宋《营造法式》的转角铺作较之补间铺作增加了“列栱”构件，即正面出跳的栱，在侧面看就是横

栱，或曰构件一头是出跳，一头是横栱。列栱有四类：泥道栱与华栱出跳相列、瓜子栱与小栱头相

列、慢栱与切几头相列和令栱与瓜子栱出跳相列。并规定“凡栱至角相连长两跳者，则当心施斗，

斗底两面相交，隐出栱头，谓之鸳鸯交手栱”。当转角铺作与梢间补间距离接近，也要把令栱连起

来，做“连栱交隐”，即鸳鸯交手栱。清式角科斗栱各“搭角”构件的结构原则与宋式很相似，只是清

式区分了“搭角正”与“搭角闹”两类构件，取消了小栱头、切几头和鸳鸯交手栱这三种构件与相应做

法。明代一部分建筑则继承了鸳鸯交手栱等构件与做法。徐怡涛先生排比了明清43座重要建筑的

角科斗栱做法，发现自明至清小栱头从短向长的演变规律，最终演变为搭角闹的一种构件，整个过

程到明万历前期完成。鸳鸯交手栱的做法则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初年
‹1›
。

3.若干斗栱分件外形的特点

我们将文献中宋官式和清官式的规定与实物进行比较，还可以发现某些斗栱整体或构件外形的

变化。

明清斗栱正心枋均使用足材，取消了层层支垫的散斗。

大部分明清斗栱的耍头（蚂蚱头）使用足材，因此取消了齐心斗。但是明早期还有使用齐心斗的

实例，如太庙戟门、神武门城楼、长春宫等。另外，明砖石结构的琉璃门、琉璃牌楼等的琉璃斗栱保

留齐心斗的实例更为丰富，延续年代也更长。

宋式柱头铺作用材与补间铺作相同。清式斗栱柱头科斗口较平身科加宽，来承托厚重的梁头。

规定翘或昂宽2斗口，桃尖梁宽4斗口，这两个斗口的差值要分摊在各层翘昂的宽度中，形成层层

加宽的样式。明代柱头科斗口也加宽至2斗口甚至更宽，具体做法则表现了时代差异。明中期以

‹1›  徐怡涛：《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院刊》2013年第1期。

〔图六〕 历代帝王庙下檐斗栱〔图五〕 历代帝王庙上檐斗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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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梁头加宽至3斗口左右，翘昂等宽。五跴以上

逐层加宽。明中期以后，逐渐与清式相同。

宋式铺作有一种“插昂”，即短昂头，插在里跳

华栱的前端。明代不用插昂，而用一种“昂嘴形栱

件”，将昂头与华栱尾连成一体，成了一种平置的

构件，清代成为定式，后尾有带翘头、菊花头等形

式；在溜金斗栱中后尾起秤杆。这类构件，清式的

昂嘴下皮从十八斗外就开始下斜，明代的从下一跳

中心线才开始下斜，因此形成一段平置的昂身。在

其两侧下边隐刻3－4个卷瓣，是明代的手法，称

为“假华头子”。当构件用在柱头科时，常在栱身隐刻2个卷瓣，成华栱形，并将卷瓣之前的昂嘴削

薄。后一种做法，延续至清早期。

宋式铺作还有一种“上昂”，用在内跳之上及平坐铺作之内。但现存实例较少。而在明代翘昂斗

栱的后尾或品字科斗栱中，往往将最后一跳横栱做成偷心形式，而在六分头和菊花头这两个相叠的

构件上隐刻成上昂的模样〔图七〕。

宋式的栌斗做法规定“欹䫜一分”；交互斗、齐心斗散斗“欹䫜半分”。明代的大斗和其他斗、升的

斗底也保留了凹曲面的做法。清代改为平直的斜切面。

（六）步架与举架是中国古代架构的基本方法。中国官式建筑以抬梁式柱梁为骨架。每间房屋的

前后柱头上架大梁，大梁上架短柱，柱上承较短的二梁，如此叠加，形成一缝梁架。房屋左右两缝

梁架的各层梁头之间架檩，檩间钉椽，形成一间屋架。上下相邻各条檩之间的水平投影档距，称为

步架。从檐檩（屋檐部位的第一条檩）、各层金檩至脊檩（屋脊部位最高的檩）逐步向上抬高的竖直高

度，称为举。控制各层檩的高度，形成屋顶的折曲面的方法，宋式称为举折，清式称为举架。

明代建筑廊步进深很大，到金步急剧减小。以后各步进深分配有不同的做法，常见的是逐步减

小直至脊步。清代则按照房屋的通进深，分步匀档；一般廊步稍大，其余步架相等。

宋式屋顶的举折之法，先规定屋顶总的举高数，再折算各层檩的高度，因此总举高与总进深之

比一般符合1/3或1/4的整数值，各步架的举折尺度则不是整数比值。清式是根据步架档距逐步按百

分数折算，如五举、七举、九举之类，累计成总举高。从历年积累的实测数据推测，明代较早时期的

建筑屋顶举折法接近宋式，以后则接近清式举架法，檐部五举，脊步达九举。

宋式在支垫各层梁栿的蜀柱之上安斗，斗上安随间襻间，（襻间即平行于各架槫的长木枋），以

加强蜀柱之间的联系。襻间两端要“出半栱在外”，并“半栱连身对隐”。清式的各层檩下，普遍安垫

板和枋，联系在瓜柱之间，与檩共同受力。《实测图集》中，阙左门、社稷坛戟门、中左门、后左门、乾

清门和坤宁门等建筑中，都在脊瓜柱或中柱头安装斗栱，联系柱间的脊枋上也用一斗三升斗栱来托

〔图七〕 南熏殿斗拱里拽的隐刻上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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檩，形制与宋式襻间接近而更复杂，与清式相比也显示出特殊性，是否是明代特征颇值得研究。

宋式规定，“凡屋内彻上明造者，梁头相叠处须随举势高下用驼峰。其驼峰长加高一倍，厚一

材。斗下两肩或做入瓣，或做出瓣，或圆讹两肩，两头卷尖”。驼峰是承重构件，外形多样。清式

的梁下多用瓜柱、柁墩，断面作圆形或方形。故宫建筑中使用驼峰的实例较多。《实测图集》中太庙

戟门和前后配殿、三座大殿，社稷坛戟门和拜殿，阙右门、中左门、后左门、文华门、景和门、景运门、

乾清门、坤宁门等均使用驼峰或者驼峰加斗栱来承托梁头。驼峰以两头卷尖样式为多，也有在柁墩

两侧隐刻驼峰的样式。明代使用驼峰是继承自宋元，并影响到清。总体观察是明代使用驼峰的比

较多。

（七）建筑材料与材料断面情况是建筑断代的重要因素。北京及故宫的明代建筑大木经常使用楠

木类优质木材，且用整料，较少拼帮。大梁基本不见月梁做法。材料断面高厚比值已经彻底离开了

宋式的3:2，达到10:8或更“肥”。木材表面加工精细，下边倒角，上边加工为“熊背”。有些瓜柱和童

柱断面作抹角方形甚至接近八边形。

四  关于故宫古建筑研究工作的一点思考

（一）学术故宫的建设给故宫古建筑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宫博物院近两届领导提出了

学术故宫建设的目标：在原有机构建置之外，组建成立了故宫研究院，下设多个研究所，涵盖了故

宫博物院工作和“故宫学”研究所需要的各个方面，古建筑研究所是其中之一。故宫古建筑研究一直

为中国学术界所极度重视，是中国建筑史研究开始的地方。中国营造学社凝聚的第一代学人凭以认

识了中国古建筑。故宫博物院的学术队伍传承营造学社精神，围绕故宫古建筑的保护进行研究，积

累了多方面的成果。数十年来故宫的保护工程为故宫古建筑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资料，特别是2002

年以来的故宫维修工程和工程报告的编写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工作的新机会。学术活动，譬如积

薪，后来居上。古建筑研究所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目标，才有可能把前人的成果整合起来，在更

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我认为这个目标应该确定为：构建一部完整、全面、系统、可信的故宫建

筑专史。

（二）故宫建筑史应该是以建筑发展为骨干的多学科成果的融合体。正如“故宫学”所揭示的，故

宫是一个文化整体，有关故宫学术的各个方面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但是相互之间是渗透结合的。

比如历史学的知识让我们认识建筑的制度；宫廷史的知识引导我们去探究建筑的使用功能和兴建、

延续或废改的理由；宗教史的知识帮助我们辨识佛堂道观的设置规则与内涵。就建筑本身的研究也

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比如对历史上的每一次工程，我们都需要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其动议与决策

过程、皇帝及其亲属的意向与要求、建筑材料的配备和资金的筹措、工匠民夫的征集、工程主持者的举

措等等。这需要查阅和掌握更多的历史文献与档案，以至老照片。这方面我们除得益于前辈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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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还可以借力于紫禁城学会正在进行的明清宫廷建筑大事史料长编的编纂和故宫博物院藏

样式雷图档的整理工作，借力于明清档案其他收藏单位的整理成果。建筑本身是多种材料组成的综

合体，是多种工艺技术的集成。所有构成古建筑的有关材料、技术、艺术规律与特征的研究都需要得

出比较切实肯定的结论，比如大木结构、室内外装修、建筑彩画、琉璃构件、砖砌石雕等等。只有在这

些方面都取得相应成果，故宫建筑史才可能称为全面。

（三）故宫建筑史的研究需要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2002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已经尝试引进

了多种方法与技术手段，如用三维激光扫描的方式对古建筑进行精细测绘记录；用木材研究的方法

检测建筑结构木材的树种和物理力学性能，建立故宫树种数据库；用高光谱手段检测彩画颜料，辅

助进行建筑年代研究等等。徐怡涛先生用建筑形制类型学的方法给古建筑断代，又引进了考古学的

方法。考古“类型学是通过对遗存形态的排比，以确定遗存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方法”
‹1›
。但

是考古学的类型学有地层学配合，徐先生用选取多种元素组合的方法来解决古建筑类型无地层验证

的问题，而且对每一种断代元素都给出时空范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法。

（四）故宫古建筑研究所在近期有两项工作可做。第一，利用故宫博物院和其他机构的科研课题

申报机会，围绕构建故宫建筑史的需要，组织各类课题的申报与实施，进行学术积累。第二，当务

之急，还是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故宫古建筑的测绘。故宫博物院用七年时间完成的院藏文物的清理工

作，然后向社会公布结果，反映了故宫博物院领导和广大职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担当。故宫博物院

已经成立90周年，故宫博物院的数据库当中需要一套系统、完备、准确的古建筑实测图。古建筑研

究所应该逐年安排技术力量，包括与大专院校的建筑史学科院系进行合作，常年开展故宫古建筑的

实测工作，测量一处，研究一处，向社会发布一处。这既是故宫博物院的基础工作，也是落实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诺。故宫研究院古建筑研究所希望用这个工作，向中国营造学社的先贤与《实

测图集》的参与者们致敬，实现与全国人民文化资源共享。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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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页119，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