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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榻米的优点 

因为榻榻米是以针线缝制和编织出来的东西，所以光着脚丫踩在上面很舒服。 

  
和地板相比的话，光着脚丫踩在上面其柔软性和摔倒时的冲击性很小，这是物理性
的优点。而且，对于地板的「木板」来说，榻榻米是用针线缝制、编织出来的「缝
制品」和「编织品」，具有人体在地板上体验不到得舒服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榻榻米垫子的芯部·榻榻米的表面·榻榻米边缘的构成部分。 
  
榻榻米垫子芯部。是用针线缝制品。从前水稻收获，脱皮以后，用针线把稻藁缝制
起来就成榻榻米。我们公司的榻榻米床垫，是使用优质的檜木加工而成，具有调节
湿气·经久耐用·防螨虫等功效。没有经过加热和添加任何胶水，只是把檜木的木
丝用针和线缝制而成。我们只是活用了檜木材自身的好处，加上竖线和横线结实的
缝制在一起。这种檜木原料榻榻米具有调节湿气、通气性强，脚踩在上面很舒服等
优点。 
 
※被称为建材榻榻米床垫（化学榻榻米床垫）是把木材溶解之后作成合成板和石油
制品的发泡塑料板夹在一起做成，这种原料产品是没有经过针线缝制。 
  
榻榻米的表面。是编织制品。蔺草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专门为了作榻榻米床垫
的表面，而在水田里栽培的植物。只要是蔺草做的榻榻米表面都是农业生产出来后，
一根一根编织出来的制品。用日本产·中国产的优质蔺草，经过精密编织出来的榻
榻米表面有着非常好的手感。蔺草是在6月末到7月份收割，为了使蔺草出来其独特
的色泽和香味，需要染土工程之后，再进行烘干和选良。把选好蔺草用麻线、棉线
等进行竖着编织制作。最近在蔺草编织出来的榻榻米表面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日本
紙，树脂等原材料的榻榻米表面。不管哪一种原料纤维都是作为横线使用，然后把
榻榻米用竖线缝制、编织而成。（也有例外的一部分） 
  
边缘。如果追求天然原料的话，您可以选择麻和绵料纺织品。简单無图案的和日式
风格、欧美风格等等有很多种类供您参考选择。 

榻榻米的优点 

在说明「檜木榻榻米床垫」之前，先介绍一下「榻榻米」自身的优点。榻榻米究竟
有什么优点哪？ 
 
 出门的时人们必需穿鞋。男人的话，就像系紧鞋带的皮鞋。女人的话，就像高跟鞋

和长靴。出行，散步等穿的慢跑鞋，运动时候穿的运动鞋。在家休息的时候，就连
拖鞋都不想穿，光着脚丫在榻榻米上面的话，一定很舒服吧。 
 
 榻榻米最好的优点就是光着脚丫很舒服。 
 
 而且坐在柔韧的榻榻米上休息、吃饭等等，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就是榻榻米
「多用途性」的优点。还有「调节湿气功能」和「放松·愉悦身心」等功效，也是其
魅力之处。 



榻榻米的多用途性 
 
以上是榻榻米对人体有柔软性。所以能够在铺有榻榻米床垫得地方直接坐下或者躺
在上面。榻榻米能够使用在各种各样的空间，是因为榻榻米本身持有物理上柔韧性
的优点。 
 

站着，坐着，睡觉，躺着，玩耍，吃饭，休息，茶话等等，还有给婴儿换个纸尿布，
睡个午觉等等。光着脚丫走在上面的柔软性，以及随意躺在榻榻米上面是件非常舒
服的事情。 

说起来榻榻米一定会想到和室。其实不仅仅是和室，还有儿童的房间，卧室，用
餐时的高一台阶风格的榻榻米，以及在客厅的一角设置个可以随时躺下来休息一
下的地方，再就是做个榻榻米的床等等使用方法。 
 

最近，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用日本纸和树脂做的、颜色很丰富的榻榻米表面来代
替蔺草，以及把设计性很好的榻榻米边缘部分，使用到很休闲和很时髦的空间里
去。 



从森林资源里诞生了画时期的商品 
 
在欧美「木毛」是根深蒂固作为建筑资材·缓冲材使用。而在日本以「榻榻米」的形
式为全新的概念，来制造的产品就是「檜木榻榻米床垫」。 
 
使用寬度2毫米、厚度0.5毫米、長度100毫米以上得又薄又细的木毛来制作，这种天
然健康的榻榻米床垫就诞生了。全部使用的是日本国产檜木。 

  
※这个商品是，我们公司和竹村工业株式会社一起联合开发生产和销售。两法人所
在地是在日本长野县下伊那郡松川町。 

檜木榻榻米床垫的介绍   100%日本国产的檜木 

 

和化学榻榻米（建材榻榻米）的比较 
 
调湿功能的差异 

 
战后稻藁榻榻米床垫被化学榻榻米床垫所取代的最大理由是，比稻藁榻榻米重量轻
一半以下，同时也解决了消费者的稻藁榻榻米床垫经过多年劣化后，变成了螨虫住
处的烦恼，所以化学榻榻米床垫得到了普及。 

 
无可置疑，换成化学榻榻米床垫后，螨虫无法居住在榻榻米里。但是，化学榻榻米
床垫没有调湿功能·没有通气性等新的问题发生了。和式的房子是由柱·梁·天花板等木

材和隔扇，还有榻榻米等启到调节湿度的作用，换成化学榻榻米床垫之后，榻榻米
的调节湿度功能只能光靠其表面的蔺草。 
 
一方面，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20公斤的檜木榻榻米经过24小时浸水过后变成了50
公斤，放到烘干室去进行烘干之后又变回到20公斤。换一种说法就是一块榻榻米吸
收30升的水分、六块榻榻米就可以吸收180升水分、也就是说可以吸收一浴缸的水分。

这种具有最基本的惊人的吸水能力和调节湿度功能的檜木榻榻米，可以知道，对于
使用这种榻榻米的消费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健康功效。 

 
环保负担的差异 

 
不能使用的化学榻榻米，是作为一种「粗大不燃烧的垃圾」处理起来很困难。我们
生产这种榻榻米，表面是一种蔺草，最占重量的芯部是檜木，如果不能使用后，作
为一种废弃物来处理的话，对环境造成最小的负担。 

  
 
＜ 既环保又有健康功效的檜木榻榻米诞生了＞ 

  



和稻藁榻榻米做比较 
 
谈一下稻藁和檜木 

 
算不上是「日本的老故事」，实际上稻藁和檜木对于日本人来说很熟悉的材料。在

很长的历史中一直用来作为比较。这两种是作为国家建造房屋和屋顶的材料。就像
大家众所周知，基本上是用在从前农村农家盖的「稻草铺设」屋顶的房屋。但是，
一方面也有檜木做的「檜木皮铺设」得屋顶。 
 

这两种铺设方法，双方都是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经历过风吹雨打来的耐久年限实
验，最后做出的评价是「稻藁5年，檜木40年」的結果。如果是用檜木和稻藁做同样

的材料使用的话，人们会毫无犹豫得选择檜木。因为即使不在户外吸收雨水的榻榻
米，也会一年365天一直吸收着人体发出的汗水。所以对于防潮和耐用年限有着直接
的关系。 

  
各种榻榻米床垫关于水分特征 
 
○稻藁榻榻米床垫→虽然吸收水分，但是释放水分的功能弱，水分很难蒸发掉。 
  
○化学榻榻米床垫→本身就不吸水（弹水）。 
                                       ※长时间浸水后，压缩的刨花板会发胀，像豆腐渣一样。 
  
○檜木榻榻米床垫→二年在室外被日晒雨淋之后还会恢复原样。 
                                     （不会发霉，不会腐烂）的测试结果。 

  
 
   

二年间一直在室外被雨淋日晒的檜木榻榻米床垫（上面的照片）。上图是
在榻榻米芯部生产工厂外边竖立着，一直放置了二年左右，然后把中间部
分切断面的照片。工厂因为在长野县，冬天会下很大的雪。而且，也在山
脚下，有很多蚊虫。再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只是表面脏了一些，内部和新
的榻榻米床垫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不同的性质是从哪里而来？ 

 
稻藁原本是稻杆，稻本身就是草本植物。到了一定的时期，种子也会自动脱落，种
子落在地上来年的夏天还会发芽，这样一直繁殖着自己的后代。稻草的种子脱落以
后，经过风吹雨打倒在地上。（也就是说铺倒在自己繁殖后代的种子上面）如果说
稻藁的稻杆结实的话，倒下来铺到种子上面，太阳照不透的话，种子也就不会发芽。
所以，稻草的种子脱落以后，稻杆也会尽快的腐烂分解到大地里面去。这个是稻藁
具备的天生性质。 
  

一方面，檜木只要不经人砍伐的话，会一直保持着千年的树龄。它有着强韧的组织
纤维来一直维持生命。用檜木树干做出来的「檜木木毛」也同样的继承了檜木的强
韧性。 
  
这是檜木和稻藁本身性质的不同，如果做同样的榻榻米的话，就会出现差异。。 

 
究竟会出现什么样性质差异哪？ 

 
○强韧性=弹力性 
  
檜木木丝具有维持千年树龄的强韧组织，加工成又薄又细的，宽2毫米，厚0.5毫米的
木丝，大量的堆积在一起形成像小的弹簧状样子。 
  
和稻藁榻榻米作了测试，把200公斤重的东西在10厘米左右的方块上面，进行了10万

次左右的反复挤压。稻藁榻榻米随着多次压缩会凹下去。但是，檜木榻榻米还保持
着一定的弹力性。 
  
「凹下去还能恢复原样」这就是弹力性。即使吸收了湿气之后，檜木榻榻米的强度
也很少有劣化。 
  

另外，稻藁原本就是种子脱落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性，要是稻杆结实的话反而影响种
子发芽。经过重压过后稻杆被破损掉是理所当然，所以，只要不好好保养，短时间内稻
藁榻榻米就会很容易凹下去。想要克服凹下去的毛病，榻榻米只能增量到40公斤左右，
但是会变成「又重又硬的床垫」。从以上的事情来看，追求人们踩在上面就有弹力性的

榻榻米是不可能的事情。化学和建材榻榻米床垫也一样，发泡塑料板和软性木材板材料
的性质上，只有保持着一少部分的弹力性。 

 
   
调湿功能的显著差异 

  
我们已经做过的「二年间风吹雨淋的檜木榻榻米床垫」的测试，证明了拥有着千年树龄
和强韧组织纤维的檜木，即使被浸水，只要烘干之后榻榻米还会恢复到原来的性质。另
方面，稻藁榻榻米的性质是「一旦被浸水，就必须得换掉」。这个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
「为了子孙发芽成长，稻杆会很快的腐烂分解」这是稻藁拥有的原本性质。也就是说，

失去生命的稻藁，只要被浸水之后，无所顾虑的会腐烂分解到大地里面去。所以，吸收
水分之后不会释放出去和恢复原状。从这个性质来看，吸收人们的汗水和室内的湿气的
同时，也会逐渐在腐烂分解。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性质，被指出「稻藁榻榻米成为螨虫·
跳蚤·虱子的窝」。 
  
对于建材榻榻米正如大家了解的那样，根本就不吸水，吸水·调节湿气功效等，我们也没
有很多的期待。 

 
「没有螨虫」是什么意思？ 

 
在稻藁榻榻米的说明中「跟以前相比，现在制造的稻藁榻榻米床垫，经过高温加热，没
有细菌和螨虫」。但是，「经过长年使用劣化的稻藁榻榻米变成了螨虫的住所」像这种
状况究竟能够预防吗？ 
  

 



我想原本大自然的螨虫是不会粘附在正生长着的稻子上面。制作榻榻米床垫的话，
必需把稻杆放置数年，经过自然干燥后才可以使用。一方面，螨虫的食物是有生
命动物的血液。那样的话，一直堆放着的稻杆对于螨虫来说不是生存的好条件。
螨虫要捕获食物，最好的条件是选择埋伏在动物经常移动的杂草里。 
  
那样的话，让我们知道了对于「榻榻米是螨虫的温床」非常头疼的不是野生螨虫
而是家生螨虫类。总之，不是从外面带回来的螨虫，而是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螨
虫不断的在繁殖（家生螨虫类）。 
  
这样的事情一起考虑的话，实际上不是「新的稻藁榻榻米是否有无螨虫」的问题，
终究主要原因还是「经过长年使用后的榻榻米会劣化，稻藁榻榻米床垫在湿气过
重的情况下，会成为家生螨虫的大量繁殖的地方」。 

 
防虫·防发霉功能 

 
现存于日本，相传创建于西历607年（推古15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法

隆寺使用的木材种类就是檜木。这个证明了一点就是檜木有着非常强韧的组织纤
维。但是，寿命长的理由不光是强韧性，还有不生虫、不发霉（不腐烂）等要因
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种防虫·防发霉功能是从哪里而来的哪？再次提到前面说的稻藁，n就算是

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在大量的二化螟虫害发生的时候，稻藁为了保护自己，自身
体内会分泌一种像杀虫剂的成分。檜木的防虫·防发霉的功能也是树干自身分泌发
挥出一种油性的成分。 

 
昆虫是从树皮钻啃到树杆内的。但是，经雄蕊授粉的雌蕊植物，其使命就是为了
传宗接代。因此，一般的植物是没有驱赶昆虫的能力的。 

但是，檜木和衫树等树木不会借助昆虫来完成雄·雌蕊的授粉，种子经过风吹散后而进行

杂交。这是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差异。前者是虫媒，后者的檜木是经风传媒来授粉。
总之，对于裸子植物的檜木来说，昆虫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会
从叶子里分泌发挥·再蒸发出去一种油分来，这种性质即使长成使用材也会一直有这种功
能。 

  
为了维持千年树龄，被周围刮倒的树刮伤后会病菌从伤口里入侵，但是不得不自身来保护
自己，即使受伤后，自身会很快的和腐烂菌进行斗争并消灭掉。也就是说抗菌物质是自身
合成的。像这个优良的功能，被人们伐倒后建造成房屋也一直有这样的功效。对于稻藁来
说「使命就是很快的腐烂·分解」，想要要求它有檜木一样的性质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 

 
请来感受一下森林之中的生活吧。 

 
榻榻米是由，芯部，表面，边缘的三个部分构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看到的是榻榻米的

表面和边缘的部分。要是把榻榻米表面和边缘的部分去掉的话就只剩下榻榻米的芯部。脚
感和缓冲性、调湿功能、耐用性等，这些榻榻米的功能和品质是主要由榻榻米表面和床垫
芯部两方面来决定的。 
  
在世界上只有在日本（一部分台湾地区·北太平洋地区）生长的天然的檜木木材。我们把

檜木木材加工制作成榻榻米，再加上天然的蔺草制作的表面，最高级、品质最好的榻榻米
就诞生了。 
  
以上写了很多不太易懂的事情。不过日本人的话，从远古时期就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的。
最重要的建造物用的是檜木，湿气多的房子用的是檜木木板，檜木的浴室也是最高级的。
很多珍宝都是用精工制作的檜木家具来保存下来的。但是，用檜木来制作榻榻米的方法一
直没有人研发出来。我们公司所研发的「檜木榻榻米床垫」只不过是借鉴了古人的智慧，
把檜木作为生活家具的一种给实现了。并且把檜木的全部性能都用在榻榻米上面，我想这
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榻榻米就诞生了。 

 



给人体和脚感带来的舒适感 

由于是用竖线和横线来缝制而成的，所以踩上去脚感很舒适。 
 
材料是檜木、麻布、榻榻米专用线。 
日本国产的檜木以为没有使用任何木材。 
   

檜木木毛的上下面铺设麻布，用榻榻米专用线来竖线和横线进行缝制，没有经
过一点热处理和添加粘着剂，只是把原材料结实的缝制起来。 
  

榻榻米床垫缝制的情况下，有一种被叫做大针和小针（宽针和密针）的部分。
榻榻米床垫的大部分都是用大针来缝制的，在床垫的两头用的是小针来缝制的。 
  
我们公司的「檜木榻榻米床垫」大针部分的竖线是一寸（30毫米）的间隔，横
线是八分（24毫米）或者是七分（21毫米）的间隔。从前的稻藁榻榻米床垫是

大针的间隔越窄就越是高级榻榻米床垫，七到八分的缝制可以说是榻榻米中的
特级品。 
  
像那样缝制的榻榻米床垫，竖着33针（江户尺寸）的竖线穿缝，横方向是用90

针以上的横线来穿缝。这样加工出来的榻榻米床垫的表面不是完全是平面的。
请看下图榻榻米的照片，竖线和横线交叉的部分有小凹坑，一目了然的会看到
表面有着「凹凸」的部分。 
  
正因为「凹凸」的高度是1毫米左右，这种「凹凸」给脚底带来了舒适感，还
具有一定的弹性。 
  

 

横线 小针 横线 大针 
表面麻布 

底面麻布 

檜木 



竖线（榻榻米床垫底面能够看到） 

横线（榻榻米床垫表面能够看到） 

 

榻榻米床垫全体是缝制而成的，所以对人体很舒适。 
 
在水泥地上长时间站立和行走的话，会很容易感觉到累。这是因为长时间站立，身体
的重心都聚集在脚底的原因。如果在鞋里面放进鞋垫的话，脚下的弹力性会把体重分
散一些，从而来减轻腿脚的疲劳。 
  

我们制作的榻榻米床垫，是用一根一根竖线把榻榻米床垫全体上下面穿缝起来，制作
而成的。 
  

正因为是用线把榻榻米全体上下面进行贯穿的缝制而成的原因，脚底承受的体重被榻
榻米床垫全部给分散了。所以，榻榻米床垫对人体和脚会很柔和。 
  

榻榻米床垫底面 

榻榻米床垫表面 
脚底承受的体重被分散的话，就
不容易疲劳，也会减轻脚和腰部
的负担。 
  

榻榻米床垫，如果表席摘掉的话，
全部都是榻榻米的芯部。 
  

脚底承受的体重，经过檜木榻榻
米床垫表面细微的「凹凸」，。
被榻榻米床垫全部给分散了。 
  
不软不硬刚刚好。 



① ② ③ 

④ ⑥ ⑤ 

制造方法 用檜木，麻，榻榻米专用线三种原材料作成。 

檜木的疏伐木材和不良木材的有效利用。 
不使用檜木以为的任何木材。 

用榻榻米机器的缝制后，一块一块的检验，发货。 在填充好的木毛上下面铺设麻布，用制作榻榻米
的机器来缝制而成。 

追求榻榻米床垫的平整，把木毛均等的填充。 

自然风和低温温风来晾干 檜木木桩经过刮皮， 

加工成檜木木毛。 



已经做过的测试 

为了客户能够放心的使用檜木榻榻米，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 
 
 

关于足感舒适的测试-------柔软性的比较测试 

                                          檜木榻榻米和建材榻榻米做的比较，结果是檜木榻榻米比较柔软。 

                                         压力分布测试 

                                          体重施加于脚底的重量适当的分布在榻榻米之上。（压力和硬度/集中体重） 

 

关于耐久性等的测试 ------环境测试 

                                          在室外经过2年的风雨·积雪·日晒等环境测试，除了变脏一些以外几乎 没有看到劣化。 

                                        反复的重压测试 

                                          和稻藁榻榻米的比较验证的结果是，测试开始时候的弹力，檜木榻榻米和稻藁榻榻米几乎是同样的弹力性（柔韧性）。 

                            但是经过10万次反复的重压测试以后，檜木榻榻米比稻藁榻榻米一直保持着弹力性。（榻榻米床垫凹下去比较少） 

                                          弯曲度测试（JIS A 5901 8.7   参考） 

                                          承载货物3小时后的弯曲度是1.57毫米，JIS A 5901-5.3相当于稻藁榻榻米的特级品。 

                                          局部压缩测试（JIS A 5901 8.8  参考） 

                                        局部压缩量最大值是3.74毫米，JIS A 5901-5.3相当于稻藁榻榻米。 

                                        全干收缩测试 

                                             和稻藁榻榻米测试比较结果，与稻藁榻榻米几乎同等的收缩率。 

 

关于舒适感的测试 --------隔热性能测试（JIS A 1420） 

                                             和稻藁榻榻米几乎同样的隔热性能。 

                                         吸放湿度性能测试（檜木的木毛 JIS A 1470-1） 

                                             周边的环境湿度多的时候就吸收，少的时候就释放出去。 



环境贡献 
为整备日本森林和改善地球环境作贡献 
 
檜木榻榻米床垫是对整备日本森林和改善地球环境作贡献。使用的檜木是100%
的日本国产。檜木疏伐材。（包含着不合格材料） 
  

日本是按照国土比率来看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国家。在国家
森林之中，被人工所管理的森林叫人工林，从地球环境的视点来说，森林整备·
森林维持等都是很大的课题。所以，很强调疏伐材的有效利用。 
  

说起疏伐材，树木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被采伐的木材。或许大家想，在成长中的树
木就被采伐掉。40～60年前被密植的森林，太阳光根本就照不到树的根部，一棵

棵树生长的很不好，而且下面连草也不长的状态下，不光是地表，就连森林全体
的地盘也变得不牢固起来。 
  
在从前，作为柴火和建筑用的木材，被日常生活所使用「种植，养护，使用」有
效的被循环使用着。但是，在木材使用率很低的现在，木材一直没有被采伐过得
状态。 
  
我们是从「使用」的側面，来参加到「种植·养护·使用」的森林有效循环当中去。
举个简单例子：直径20厘米圆木的情况下，大约是一整块榻榻米，使用长度1.5
米的檜木疏伐材。（换算成木材的话大约是0.06M3。） 

＝ ＝ 

如果是6整块榻榻米居室的话，大约需要3根长度3米的疏伐材。而且，木材有着固定的二氧
化碳素，1整块榻榻米的二氧化碳素换算一下是35公斤，有着9.6公斤碳素的储存量。6整块
榻榻米的话，210公斤的二氧化碳素换算量就是大约58公斤碳素储存量。 
  
把森林资源作成榻榻米，有效的利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森林也变的茂盛·水也会变得更加清
澈，也是为改善地球环境作出一些贡献。 
  
由于我们制作檜木榻榻米床垫，很积极的利用疏伐材，在平成26年（2014年）【疏伐材竞

赛】中，获得了林业厅厅长奖。因为得到广大消费者的协助和关心我们才能获奖，非常感
谢大家。 

 

疏 
伐 
材 



～日本国产檜木榻榻米芯部和日式紙等表面的组合～ 

榻榻米表面除了蔺草之外也有日式紙等做的表面来组合而成。具有日式风格

的和紙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来供您选择。不光可以把榻榻米镶嵌在地板上，也

可以一块一块放在地板上自由拼接而成。 

～日本国产的檜木榻榻米芯部和国产蔺草缝制的榻榻米表面的组合～

我们所建议的「檜木榻榻米」是用日本森林里生长的檜木，经过专门缝制榻

榻米的线来缝制而成，再加上日本国农业所生产的蔺草来制作榻榻米的表面，

最终构成纯日本国产的檜木榻榻米床垫。 

自然素材的榻榻米芯部和榻榻米表面的组合，最后制作是专门的榻榻米匠人

来做的。檜木榻榻米成品是用针和线来缝制出来的榻榻米，这也是自古以来

传统的技术。 

檜木的种植，养育，采伐，缝制。蔺草的种植，养育，收割，编织。最后成

为榻榻米成品。一块一块的榻榻米，一个一个的手工，都是继承着传统的技

术上，进而改善完成的。 

光着脚丫走在上面也很舒服的日式地板，是日本国产的檜木和蔺草缝制表面

做成的。檜木榻榻米可以说是农民，林业工作者，匠人，还有从1200年前继

承下来的传统技术的结晶。 

建议 



施工实例      使用檜木榻榻米的地方（一例） 

八岳自然素材的家（夏季景色） 东京都平擳田中旧工作室住房 中山道妻笼宿   金刚荞麦面店 

驹根 中山 和静温泉旅馆 驹根 宝积山光前寺 （冬季景色） 东京都 八千代寿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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