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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自 2008 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朱竞翔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设计建造了一系列

慈善学校、保护区建筑以及工业级别原型产品，都应用了自主研发的轻型预制建

筑体系。论文聚焦于作者实际参与其中的雅致酒店集成房屋项目，集中分析和研

究其结构、材料和建造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对团队的轻型预制建筑实践的外围

护结构进行研究和探讨。 

雅致酒店集成房屋是轻钢框架与夹芯板材构成的复合结构，其中轻钢框架为

主要承重结构，夹芯板材自承重，形成封闭的建筑外围护系统。内部以核心筒为

空间和功能划分要素，主要材料为双层胶合板，局部使用不同透明度的亚克力板。

项目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厂实验搭建，最终耗时三天在展览现场完成。论文通过工

作记录和分构件类型讨论的方式，对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基于雅致酒店集成房屋和团队其他项目的研究，论文以外围护体为关注焦点，

并扩展到新芽体系，它以框架和板材复合的层为核心，面向室内和室外两个方向

扩展，形成层级的外围护体做法。论文在层叠建造的基础上，提出了层级建造，

对多层构造的外围护体，在设计上进行了与建筑学核心价值有关的研究，也由此

考察了现当代建筑的外围护。 

 

 

 

关键词：雅致酒店集成房屋、轻型预制建筑体系、朱竞翔、外围护体、层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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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8,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professor Zhu Jing-xiang and his team built a 

series of charity school, reserve building and industrial grade product prototype, using lightweight 
prefabricated building system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author actual 
participation in Yazhi integrated hotel cell, the analysis and study on the structure, material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on the basis, to the enclosure of the team of the lightweight 
prefabricated building practice studied and discussed. 
     Yazhi integrated hotel cell is a composite structure of steel frame and sandwich plates, 
wherein the light steel frame as the main load-bearing structure, sandwich plate self-supporting, 
formed the building closed enclosure system. The function on the inner core tube as the main way 
of the division, acrylic plate local use different transparency. The project to build a month factory 
experiment, finally take three days to complete the scene in the exhibition. Through the work of 
recording and sub component types, this paper conducted the case in-dep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case and the other project, the paper regards the outer wall as attention point, 
and in expansion new bud, take frame and composite layer system at the core, for indoor and 
outdoor two direction expansion, forming the outer wall practice level. Based on the layered 
construction, the paper presents a hierarchical construction to study the multilayer structure on the 
enclosure, and discuss the meaning in architecture in design, which also observe the peripheral 
contemporary enclosure.  

 
 
 
KEY WORD：Yazhi integrated hotel cells, The Lightweight prefabricated building system, Zhu 
Jing-xiang, enclosure, hierarch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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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朱竞翔的轻型预制建筑实践起始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基于对活动板房的

研究，进行改进，提出了“新芽体系”，并陆续建成新芽下寺小学、达祖小学。

我关注朱老师的项目，源于研究生阶段与导师史永高老师所进行的对于半工业化

状况的思考。朱老师立足于轻型预制建筑体系，运用工业化材料，在结构上使用

复合的方式，使板材和框架共同作用，围护体的方式上也通过不同层级的建造，

达到了室内空间的舒适性。这种建造方式，和在偏远地区的实践，以及项目中所

表达的空间化处理，都是具有启发性的建筑实践。 

因为老师间的交流，我有幸能前往深圳雅致，参与雅致酒店集成房屋的建造

过程。也得以更加具体的了解体系和背后具体的设计逻辑、建造逻辑。在现场进

行的工作记录，作为论文的初步起点，之后回到学校对于项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

思考，并结合建筑围护体的处理，来进行全面的总结轻型建造中的层级处理。 

这个过程中和朱老师多次讨论，并参加研讨会议和展览活动，不断将想法变

得具体。也得意于团队开放的工作方式，将设计和建造过程整理在杂志上，我有

了一定的资料准备。 

1.2 研究条件 

我本人自2014年1月14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离开，共46天。期间大部分时

间在广东东莞雅致麻涌工厂，有10天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朱竞翔老师工作室参与

设计及模型研究，最后三天在广州展览中心参与项目的现场安装和展示。主要参

与的是项目的工厂建造实验，构件生产，模块组装和现场的安装过程和展览，也

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辅助设计，参与屋脊部分光线入射设计，木格栅间距和尺度变

化实验，木楼梯设计建造，并通过模型制作进行中间隔墙和前后山墙的形式、开

洞、色彩的研究和设计。在现场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电脑模型和图纸，与工人

师傅沟通，制作构件和确定安装程序。每日都固定做现场的工作记录，主要描述

当天的现场工作内容，用照片和文字的形式来表达，也会对某一问题进行扩展研

究，而论文的核心思考点也正是源于当时工作记录中的思考。工厂对于我来说是

个新鲜的环境，虽然读到了研究生，但作为建筑学生我还主要是通过绘图和看书，

以及偶尔的考察来学习建筑，真正完整体验一个房子的建造过程是第一次。一个

项目的时间周期是很长的，我主要是作为现场的工作记录者，参与了项目的建造

过程。而前提的设计和背景，仅依托于五次会议的汇报文件和图纸，很难说确实

了解整体的设计，但对于建造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有体验，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

呈现项目本身。 

论文自构思开始，就确定了以结构、构造为基本考察点，并以建构学为理论

基础。最初并没有将重点放在轻型建筑实践上，而是讨论巴西建筑师保罗·门德

斯·达-罗察的建筑实践，以结构与空间为核心点。当开始讨论朱竞翔老师的建

筑实践时，是从结构与形式（轻钢+复合板材）、效能与形式（腔体、开窗、无绿

色技术、更多是通过建筑自身进行调节、主要处理采光、通风、室内热环境）、

空间与形式（模数、使用者的空间需求）、场所与形式（乡村或城镇的场所营造），

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所以思考的核心基于建构理论，从最初以结构为重点，到

通过实际参与项目的建造过程，而基于过程中的思考，变得更加具体。从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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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外围护体保温材料的问题，到结合体系，而核心比较朱竞翔团队轻型预制

建筑实践中外围护体的做法和思考，这个论文核心的转变与研究条件的变化关系

是很紧密的。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多次听到朱竞翔老师的讲座，和有机会面对

面交流，都对问题的展开有很大的影响。 

2014年 5月 10日在东南大学举办的“小而大的天地—轻型预制建筑的乡村

与自然实践”展览及其研讨会上，张旭老师用《被消解的机器》来讨论朱竞翔的

轻型预制建筑实践，中间内容对于复合和分解，对于围护体的讨论，更启发了我

以围护体为观察对象，对体系中的建筑实践进行具体分析，使得最初的保温材料

讨论在理论上可行，并通过比较的方法和现代建筑外围护体的层级建造结合起来，

这样的建构讨论也更加具体，更加有针对性。 

以上的过程中，研究条件既包括实际参与建造过程，也有和建筑师的面对面

交流，还有通过研讨会和讲座的方式，使得论文的写作过程由抽象到具体，也对

今后的建筑实践产生了很多思考。 

1.3 研究论题的背景 
如何讨论朱竞翔及其团队的轻型预制建筑实践？在这里首先以工业化这个

大的命题为背景，因为如何用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建造和设计，是团队思考核心。

与工厂合作进行建筑产品设计，在工厂预制并通过实验的方式来推进设计，运用

工业化的生产产品，如窗户、整体卫浴、宜家家具。使用工业化材料如石膏板、

胶合板、彩钢夹芯板等合成材料，使建筑的效能提高。基于工业化体系而发展的

轻型预制建筑体系，由最初的新芽体系发展到钢框架体系、木龙骨蒙皮体系、结

构保温板（SIP）体系。 

在表象的建筑背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和空间原则，回应社会变化，是理论的

核心。如窗户设计中小而分散的开窗做法，白水河项目中暴露的钢柱，下寺小学

项目中斜撑暴露和为避免破坏空间而尽量位于高处，达祖小学项目中去除走廊用

一个完整的形容纳了四个功能单元，本案中核心筒使内部空间进一步分割为服务

空间和被服务空间，鞍子河项目中独立的窗盒子和风景的对应。 

项目中对于空间的考量和对场地的回应，使我们回到现代主义的传统这一问

题来进行空间和建构的讨论，而对于工业化的建造方式，则不得不与当代中国的

工业化状况相联系起来，来讨论这是否是一种可以扩展的建造方式，是否能改变

现在的建筑生产。 

1.3.1 工业化与现代主义的传统 
所有这些取向的共同性，便是在工业化生产的前提下，它们都对其

预制和重复的特征作出了改变，从而直面生活与建造的真实，并在社会、
经济和政治的具体环境中建立自身的独特性。 

建筑如何利用当代生产方式，使得建筑既不忽视技术，又不会被技术
完全支配而成为它的附庸   

——《表面建筑》（Surface Architecture）大卫·莱斯特巴罗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建造方式的改变 
因为工业革命，19 世纪开始出现了新的材料。传统的材料如木材、石材，对

应着传统的建造方式，也由于材料性能（木材有一定的抗拉和抗压能力，石材抗

压能力较好），而出现了两种建造体系：实体结构和杆系结构。铸铁的出现（自

身受拉能力强，加工后受压能力也增强），使建造模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建筑的

跨度更大。蒸汽机的出现，开始出现了机械制造逐渐替代手工制造。现代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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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面对新材料、新技术的挑战，建造模式和设计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典型

例子如：世界博览会展馆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1850-1851 年），由园艺

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嵌有玻璃的巨大展馆完全由标准的

铁、木和玻璃构件组装而成，启发人们认知空间、透明和轻盈（《20 世纪世界建

筑史》 ）；1889 由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设计的，作为 1889
年巴黎世博会中心标志的埃菲尔铁塔。这些建筑的出现，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改

变，开始出现了诸多问题的讨论，如：工程学与建筑学的分化、机器制造与手工

制造、大批量生产对文化的影响等。之后的数十年，钢铁、玻璃、混凝土极大的

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形象，工具的便利性也促使了社会的发展。新的建造方式由此

不可逆转的向前发展，而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们，在门对这些问题时，也产生了

自己的思考。 
在维也纳，霍夫曼（Hoffman）和路斯（Loos）提出向真正的现代建

筑前进之路，即在于对形式的日益简化中；在柏林，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诉诸于古典原则，他试图在反映现代工业国家的新形式，并对
其进行重新诠释；在巴黎，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在新的建
造体系，尤其是钢筋混凝土的限制与具有潜势的创意中，寻找一张新的
形式规范。 

——（《20 世纪世界建筑史》）彼得·柯林斯 
德意志制造联盟和包豪斯学校 
在 20 世纪初，德意志制造联盟（一个由艺术家、建筑师和企业家于 1907 年

在慕尼黑建立的协会）宣称：工业化现象是艺术创新的新领域。这源于当时对于

产品，工业化复制和艺术表现独立性问题的讨论。对于工业化的到来，大部分知

识分子产生了抵制情绪，称工业化的产品仅仅能满足基本生活要求，如杯子只能

用来盛水，床只能用来在晚上休息，赋予物质的意义在这里被剥夺了，因为当时

的工业化产品在美学上还不完整，且由于制作方式和机器未能全面替代手工，产

品的质量还很难保障，而社会上的工人待遇问题层出不穷。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德国各个阶层展开，而主要是在艺术界，如工业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等，

都提出了不同的倾向，制造联盟的产生，就意味着在设计领域，大家不再停于纸

面的讨论，而是投入精力去设计产品，用实体来回答工业化复制能否和艺术表现

相结合。 
我本人有幸在深圳实习期间，来到何香凝美术馆参观《从制造到设计——20

世纪德国设计展》，而这也是第一次在国内大型展示当时的产品设计。此次展品

中，小到首饰，大到桌椅家具，涵盖了茶器、台灯、墙纸、挂毯等日常起居的设

计，还包括书籍、海报等平面设计，以及建筑和城市规划。展览汇集了中国国际

设计博物馆收藏的德国设计史的代表作品近百件，从 19 世纪末新艺术运动的杰

作到 20 世纪中后期的现代设计经典，其中还包括极为稀有的设计原型，如手工

锻造的巴塞罗那椅、红蓝椅和康定斯基的版画等。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创办了包豪斯学校，其风车型的平面，流动的空间组织，

和暴漏角部的做法对当时的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最重要的是包豪斯强调将工

厂制作、产品设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设计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更与制造紧密结

合。这种教学方式至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多米诺体系和“皮包骨”建筑 
柯布西耶，对应钢筋混凝土，在 1914-1915 年提出了“多米诺（Dom-ino）”

混凝土住宅体系：大批量生产一套包括必要模具的基本组件，以制成带悬挑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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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六点支撑混凝土骨架。如此这样，房屋框架能够在 3 周内组建起来，使用

被毁弃建筑物制成的碎石墙作为填充隔断。窗户与装饰物也都是大批量生产，仿

制本地的既有样式装进骨架中。在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AA 建筑学院的

学生用 1:1 的比例将其建造出来并展示。 
密斯运用钢结构，不断追求结构一体化，完成了典型的“皮包骨”建筑。钢

材和玻璃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元素，不同于欧洲传统的建筑体系，这种方式更轻更

薄，使建筑内与外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范斯沃思住宅中，强调了水平的流动空间，

由上下楼板和工字钢构成。湖滨公寓，则使用大型钢框架，表皮为钢板和玻璃，

产生了竖向的匀质空间。密斯对于钢材的结构性和表现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德

国国家美术馆中的匀质屋顶，对于钢材的焊接也达到了极致，由此完成的建筑作

品使钢建筑成为了国际式的典型范式。 
“形式服从功能”，真实性和建构理论 
路易·沙利文“形式要服从功能”，真实性（物体的外在形式是内在本质的

表现而不是选自另一个世界的附加装饰品）和弗兰普顿的建构理论，似乎成为了

评判现代建筑的基本理论。 

而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工业化对建筑的建造方式产生了影响，随之是形

式的回应。朱竞翔及其团队的实践无疑也基于这样的原则，面对中国当代的工业

化状况，来解决灾后重建，乡村与自然的实践等，越来越面对中国城市化所带来

的问题。 

1.3.2 工业化与中国 
近百年来建造方式的演变 
传统木构为核心，辅以砖石，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建造体系。到 1841 年后，

混凝土、钢铁、玻璃等新材料开始传入中国，随之改变了传承 5000 年的建造体

系。以砖墙为承重墙、混凝土为楼板的建造方式，产生了现代的中国建筑。自改

革开放后，国际式成为主流，钢筋混凝土框架，填充材料如空心砖，外挂石板或

者玻璃幕墙的建筑，已经大部分的出现在当代之中国。2008 年，国家体育场、

国家大剧院、CCTV 大楼等巨大尺度、巨大消耗的建筑出现，似乎也带来了建造

体系的改变，国家级的施工组织，国外设计院与国有院的合作模式，悄然改变着

更多的带有国家性质的建筑。但观察今天大部分的建筑工地，仍是水泥砖石粉末

的现场，密集型劳动力，在继续着传统的建造方式。工业化进入中国，已有百年

时间，在早期与传统木构融合，逐渐到完全舍弃，至今日木构建筑已经销声匿迹，

这背后也与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在我国缺乏原料的工业化生产加工体系有关。 

半工业化的现状 
半工业化：目前相对充沛却又低技的人力资源和快速发展的工业化

施工制造体系相共存与混合的状态。以“半”前缀“工业化”后，这一
概念一方面涵盖了当前从“低技策略”的应对性特征到“精致化建造”
的品质性诉求，从手工生产中的丰富差异性到“标准化”和“装配化”
中的可控精确性；另一方面它还暗示了这一生产中的身体性操作，使建
筑中有着身体性的存留，而不会完全地异化于人。作为外部状况和条件
而言，半工业化有两种含义：一是就其生产和建造方式而言，标准化、
预制/组装化、体系化的工业化方式与手工操作并存；二是就其材料的
选用而言，工业化的合成材料和自然的原生材料混用。 
——（《身体的置入与存留——半工业化条件下建构学的可能与挑战》）

史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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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描述的半工业现状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建筑方式。建筑师如何回应这

一变化？实验建筑师，等独立工作室模式的建筑师，虽然作品不多，但已是建筑

学术圈的主流，我们看到在这其中更多的是对传统材料的“浪漫想象”。传统的

意象，试图重新回到传统的匠作方式，以及一部分的小众建筑有它巨大的积极意

义，也是对抗国际式的很好方式。但面对工业化发展的主流社会，我们似乎仍需

更多的面对方式。 
国内大型设计院在面对建筑项目时，因为项目的规模大、时间相对有限，通

常使用现代化的建造方式，和大量复制的建筑产品。而工业化，显然是个双面命

题，躲避和简单的理解，都不能带来好的建筑。现在的建筑产品过于程式化的国

际式做法，与此有关，如何能利用工业化，又能建造好的建筑是当代建筑师面对

的主要问题。 
深圳工厂 
现状的中国现实是互联网（可以在网上采购任何需要的东西），世界工厂（能

生产大部分的工业化产品），但也同时存在低输出的状况，工业化程度不高。但

现在工厂遍布，城市发展的空间已由城市转入城郊，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发展。深

圳开始于 1997 年，借由香港的特殊环境，遍布的小工厂，是世界与中国最先的

接触。 
而朱竞翔及其团队的实践的起点与核心支撑也是在这里。系列项目的工厂预

制，下寺小学的实验搭建是在深圳万科工厂，整个项目的预制实则在三间深圳工

厂与一间成都工厂分模块生产，很多工厂都是小作坊缺少完整的大型机械设备，

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钢构件制作。通过多次合作，团队与深圳雅致集成房屋有

限公司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为其设计和建造原型产品，本案的预制是在深圳雅

致工厂完成。但因为目前属于实验阶段，没有达到一定量的复制，很多构件的生

产也基于人工操作而非更多的机器参与。如梯梁钢板是手工画线，气焊切割，误

差是难免的。 
团队的这一策略，显然基于造价和现状的考虑。深圳工厂的实质是小作坊模

式，我参与采购过程得以了解，如亚克力阳光板是在一间 10 人组成的工厂生产

的，木材加工是在一间当地的小木材加工厂完成，整体卫浴则选择自同属的华南

建材生产。在互联网盛行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项目

进展和低成本造价有着很大帮助。 

1.4 轻型预制建筑体系的概念 
如何讨论朱竞翔及其团队的轻型预制建筑实践？这里聚焦的是体系中的概

念问题，也对概念背后进行讨论。最初论文核心是轻钢复合结构建构问题，当时

仅是考察新芽体系的一系列项目，而当 3 月 10 日在北京朱老师的讲座上，他描

述的词汇是轻型预制建筑体系，这样描述的核心是项目的结构方式是轻型结构，

工厂预制建筑构件，并探索体系建筑，进行长期的实践发展。而也由此，下面对

项目描述语进行发展，了解概念和项目本身的关联，也可以说是准则。 
1.4.1 轻型、预制、体系 

轻型建筑 
弗雷·奥托在 1977年曾说过“停止你现在建筑的方式”。他假定采用革新的

虚拟工具，通过工业轻质建筑结构系统和装配过程来实现新型的建筑方式。 

用受力状态来描述建筑，可超越形式的表象，但最终力的表达也是形式的，

建构讨论的核心是清晰的展示力的传递。建筑的重力作用，对于自身的构成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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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同时存在着，如：西扎葡萄牙世博会展馆中，悬挂的巨大雨篷；卡特拉

特瓦博物馆项目中，人字形的支撑；筱原一男上原空的家中，室内暴露的混凝土

柱子。这些力的表达与空间的建构相互作用，讨论结构与建筑的关系也是现代建

筑的起点之一。本文关注的是轻型建筑，不同于重型建筑，它们通常使用轻型的

建筑材料（如：冷弯薄壁钢 LGS、薄膜等），如增加结构跨度不是采用增加杆件

的厚度，而是增加元素的数量（如妹岛和世的建筑中，密布的钢柱），按照减少

材料用量的原则优化结构的承力关系。尽量减少非承重构件的装饰作用，与承受

荷载的框架相联系，或自身能承受荷载。连接构件上，选用轻型多功能的构件。

“多功能型”的建筑构件，如墙体结构在承受荷载的同时也能够隔声和防火，使

材料的用途不再单一，不同材料共同协作，减少建筑对大地的荷载。 

以上描述方式，可以作为一个准则来比较朱老师项目中的做法。如结构上钢

框架与板材复合承重，板材本身具有多重复合功能，窗户的设计不破坏结构反而

增强结构的强度（鞍子河项目中的窗盒）。轻型建筑中有一个误区，是否能使用

混凝土等重型材料，显然这要看构件所起的作用，是否达到了轻质高强。 

预制建筑 
系统化建筑：单个构件（基本是半成品，例如，木基板、金属薄板等）的质

量和尺寸由相关的标准（瑞士标准 SIA、德国标准 DIN 等）决定。（系统化的基

础） 

预制在建筑中本是一个传统的建造方式，如砌块的尺寸具有标准型号，这样

建筑师可以将其作为他（她）设计中的基本单元，砌体生产商可以大批量生产。

现代意义下理解的预制，是指构件标准化、操作方式简单、工作程序有一定的准

则并可不断优化，而预制产品要具有一定的可适性。预制建筑则指的是更大程度

上的模块化，如摩西·萨夫迪在蒙特利尔展览会上所做的混凝土房间单元的堆叠

HABITAT 67，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所做的舱体大厦都是预制建筑的早期实例。预

制的模块，如墙体、楼板、屋顶、单元等，不同的预制程度也和相关的项目要求

和设计成本相关。现在预制建筑的趋势越来越丰富，如活动板房、报刊亭、集装

箱体，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 

本案的预制更多体现在构件上，如屋脊大梁、门式钢架、底盘、墙板，连接

都是螺栓，钢构件生产中使用焊接，整体可拆卸的预制产品。而 ihouse 和龙岗

低碳城项目，上海保护站项目都有更高的预制度，可以吊车整体装卸。预制的产

品趋向是复合性，以此解决能源消耗等问题。 

体系建筑 
工业化体系建筑是为了满足当今世界对房屋日益增长的需求，用大

工业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建造起来的建筑物。这种工业化建造方式，
要求用一种科学的思考方法，把过去相互分离的设计、生产、建造等程
序看成一个统一整体。就是把房屋看作一种工业品，对某类房屋，将它
的设计（包括建筑、结构、设备设计）、构配件生产和运输、现场组织和
装配、内外装修、技术经济分析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配套的研究，从而
建立房屋生产全过程的完整体系。用工业化建筑体系来建造房屋，能最
大限度利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大大加快建造速度。工业化体系建
筑，还为在建筑中充分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成就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不同的等级层次排列（完整体系、子体系、建筑组群、建筑部件和建筑
零件） 
——《体系建筑》托·施米德（Thomas Schmid）、卡·泰斯塔（Carlo T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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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design是朱老师介绍项目的重点，也是项目发展的核心。作为体系理

解的建筑设计，包括结构承重和围护体两个主要的方面。如新芽体系的核心是复

合的冷弯薄壁型钢和木基板材，箱式房屋的核心是木龙骨和蒙皮结构。对于体系

的设计，很好的体现了建筑师的整合能力，体系的发展中，正是基于对问题的不

断深入。基于多米诺体系，柯布西耶设计了萨伏伊别墅和马赛公寓，由此提出的

设计原则：底层架空、横向长窗、自由平面也是基于体系。体系建筑需依托于工

业化的背景，对问题具有较明确的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朱竞翔及其团

队的轻型预制建筑体系更有侧重点，也可明白体系的难点如复合结构对于施工和

拆卸带来问题，而如何解决正是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1.4.2 建筑的社会性、团队组织、地域性 
     建筑的社会性 

朱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建筑师：“建筑师的职责是提供基本、舒适的住房，

还是半遮半掩投身成为既得利益组织的马前卒？”这是现代社会，建筑师面临的

主要问题，再也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首席建造师状况，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工匠身

份，建筑师越来越多的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也由于专业的分工无法对整体项目

进行全程操控，中国巨大的建造量也对此产生了疑问。 

团队的项目实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偏远地区所做的小学和保护站，一

类是与工业企业合作研发的原型产品。第二类，体系着建筑师作为发明者的角色，

使之设计成果不再局限于单独的项目，而更多与社会上的需求联系起来，并参与

到整个商业市场的流通中。第一类项目的社会性，更加具体，统一看来它们都有

以下几个议题：功能化和民间建造、乡村风格的建筑、空间的使用和生产、所有

权 NGO（对乡村的政治结构影响）、设计的社会性：规范、审图。这些问题最终

作用于体系，也强化了体系的可适性。 

团队组织： 

我们有不同的项目组，多的三四个人，少的就一个人。我作为主持
建筑师，我需要对所有项目的设计负责，项目初始的主要概念来自于我，
之后由项目组来推进设计。在概念阶段也会尝试开放地讨论，但不可否
认地是，建筑还是带有很多个人感觉的印记，所以我会去控制重要的设
计决定，这贯穿于全过程。 
——朱竞翔 

体系建筑，使更多人可以参与其中，而夏珩主要研究建筑外围护体的多层级

处理、热工性能，窗户做法；彭嫱负责项目的经济核算、与甲方交流、团队的组

织管理；韩国日负责建筑开始阶段的设计（体量、方位、空间、地形）；吴程辉

负责工业级别原型产品的研发，也负责现场的施工组织和设计；张东光负责四川

项目的现场施工组织和设计，主要研究方向基础的做法（减少施工时间的混凝土

模板做法）；谭善隆作为设计者，曾主持达祖小学的方案平面布局设计，也作为

第一个建筑师体验系统内的工作方式；实习生参与项目的阶段由实习区间而定，

一般是施工现场的工作记录，与部分的设计参与；征募志愿者参与工地施工，进

行模块的分解与组装。长期的工作内容：联系加工工厂、联系供货商、确定运输

工具、施工现场的人员和工具组织，与地方政府、基金会、甲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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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朱竞翔及其团队的轻型预制建筑实践 
1.5.1 体系的产生 

朱老师及其团队的轻型预制建筑实践从 2008 年开始，而体系起源于南大时

期对于活动板房的研究，对于快速建造和活动板房的优缺点进行研究。至今体系

已经多次发展，从最初的新芽体系一层建筑到两层、三层，再到箱式体系、板式

体系。体系的起点即源于结构与建筑的关系，是对结构与围护等基本问题进行的

思考。如图所示，表达了体系的产生，以及对问题的不断发展。 

 

 

 

 

 

 

 

 

 

 

 

 
1.5.2 体系的发展 
列表横向比较朱竞翔及其团队的实践： 
建筑地点、气候、所处地域状况、投资者、加工工厂、现场施工人员、时间、投

资金额、运输、建筑面积 
项目：基础的方式与地形、结构骨架类型、墙体分层、图纸（平面组织与布局）、

层数与层高、功能、技术、问题、对体系的贡献 
时间 项目名称 房屋系统 施工耗时 建筑面积 构件预制 建筑功能 

2008-2009 四川广元

下寺新芽

小学 

Ｃ型轻钢

骨架与填

充板材形

成的复合

结构 

房屋结构

14 天，基

础准备与

场地清理

44 天 

437 ㎡（室

内 347㎡，

廊下 180

㎡） 

三间深圳

工厂与一

间成都工

厂 

 5 间标准课

室，可容纳

280名学生及

5 位教师 

2009-2010 四川盐源

达祖小学

新芽学堂 

Ｃ型轻钢

骨架与填

充板材形

成的复合

结构 

房屋结构

14 天，基

础准备与

场地清理

24 天 

260 ㎡（室

内 215㎡，

雨篷 45

㎡） 

三间深圳

工厂与一

间成都工

厂 

2 间标准课

室，1 间多功

能课室，1 个

阅览空间 

2010-2011 云南剑川

美水小学

新芽学堂 

Ｃ型轻钢

骨架与填

充板材形

成的复合

结构 

房屋结构

24 天，基

础准备与

场地清理

40 天 

359 ㎡（室

内 258㎡，

廊下 101

㎡） 

三间深圳

工厂与一

间成都工

厂 

 6 间标准课

室, 1 间多

功能课室, 

廊下活动及

储藏空间 

博士论文 
《约束与自由：来自现代运动结构先驱的启示》 

 
 

在江苏盐城的建筑实践：透明性、构成式立面 
 ETH 学习：系统性的思维 
 

南大建筑学院：开始活动板房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建构教学 
 

香港竹建筑：关注民间建造、临时建造 
 

朱
老
师
团
队
的
轻
型
预
制
建
筑
实
践 

 

新芽体系 
（轻钢构件与木基板材的复合，

窗户通风与采光分离） 
 
 空间处理的演变 

（体量鲜有凹凸，减少交通面积） 
 
 基础的演变 

（独立基础，不断与地面脱离） 
 
 建筑的社会性 

（对应气候条件，场所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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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雅致箱式

房屋 

龙骨、板

材与蒙皮

构成的复

合结构 

全工厂预

制，现场

施工耗时

1 至 2 天 

室内 140

㎡+中庭

35 ㎡（按

一半计

算） 

东莞麻涌

雅致工厂 

首层起居室、

餐厅、厨房、

储物间、卫生

间，二层带卫

浴主卧室、带

卫浴儿童卧

室，三层花园

平台及楼梯

间 

2011 四川崇州

鞍子河自

然保护区

WWF 宣教

中心 

Ｃ型轻钢

骨架与填

充板材形

成的复合

结构 

房屋结构

34 天，基

础准备与

场地清理

20 天 

260 ㎡（室

内面积

210 ㎡，铺

地 50 ㎡） 

三间成都

工厂 

一层展览空

间，二层会议

空间，三层生

活空间  

2012 四川栗子

坪自然保

护区大熊

猫监测工

作站 

结构保温

木基板材

（SIP） 

房屋结构

24 天，基

础准备与

场地清理

40 天 

120 ㎡ — 展览空间，工

作空间，三组

卧室模块，服

务模块，中央

火塘 

2012 四川白水

河保护区

山地宣教

中心 

Ｃ型轻钢

骨架与填

充板材形

成的复合

结构 

房屋结构

25 天，基

础准备与

场地清理

10 天 

140 ㎡（室

内 110㎡，

玻璃房 30

㎡） 

三间成都

工厂 

一层工作空

间、厨卫、储

物间，二层展

览空间 

2012 上海南汇

东滩湿地

鸟类禁猎

区移动工

作站 

龙骨、板

材与蒙皮

构成的复

合结构 

全工厂预

制，基础

准备 3天，

吊装 1 天 

92 ㎡（室

内 70 ㎡，

阳台 22

㎡） 

盐城临时

工厂 

展览空间、办

公空间、卧

室、餐厨空

间、卫浴、储

物 

2013 深圳龙岗

低碳城媒

体中心 

钢框架结

构，标准

模块系统 

现场组装

16 小时 

432 ㎡（27

个模块单

元） 

东莞麻涌

雅致工厂 

适合办公、商

业、教学、展

览、娱乐等多

种功能 

2014 雅致酒店

集成房屋 

轻型框架

与夹芯板

材构成的

复合结构 

全工厂预

制，现场

施工耗时

2-3 天 

室内 30㎡

+4 ㎡的，

露台面积

（按一半

计算） 

东莞麻涌

雅致工厂 

起居、阁楼、

整体卫浴、工

作台与橱柜、

可储物楼梯

空间 

 

1.6 内容架构与研究方法 
1.6.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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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轻型预制建筑体系和建造集成房屋相关方面的

书目、研究论文、报告，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对论文研究开展提供理论基

础。 

2)、实证研究法：通过参与研发雅致酒店集成房屋的设计与建造，了解轻

型预制建筑的设计过程和建造过程，结合积累的理论知识，提升对体系的整体认

知，以此展开研究，总结体系中围护体的做法。 

3)、对比分析法：通过一定的横向比较，对体系的实践作品的围护体层级建

造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的评价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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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雅致酒店集成房屋建造实践研究 
 

2.1 项目背景 

朱竞翔老师及其团队和深圳雅致（中国最大的集成房屋制作和销售公司）的

合作，已经有了三个案子，这是第四个案子。第一个是箱式房屋的实验（间距一

米的木骨与蒙皮的复合结构）；第二个是箱式房屋的第一次整合实验，将七个原

型箱式产品组合成一个三层的房屋，可开较大洞口，创造了设计自由和空间舒适

的住宅环境；第三个是深圳龙岗低碳城项目，采用了钢框架结构和标准模块化系

统，用 27 个盒子，在一天内组装完成。本案，则更加的有针对性，进来旅游市

场发展越来越好，人们普遍面对城市变迁带来的问题，能回归自然、回到乡村已

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梦想。而这个案子即立足于此，更加强调项目的功能性—

—酒店集成房屋。 

1） 如何发挥轻型结构的特色？ 

轻与重：对于我们今天的建筑师来说是个选择，传统建筑始终存在木框架和

砖石墙体的复合，轻的木框架与重的砖石都有一定的建造逻辑，但传统基于木框

架为主的承重，而砖石墙体主要处于围合作用，承重则为其次。现在的建筑中，

钢筋混凝土成为完全的主体，甚至我们所知 8.4米的柱网已经成为商业建筑的标

准，空间的产生完全限定在其内。重型建筑的好处是与大地的接触更为坚实，经

常采用箱式基础等方式处理，但对土地环境的破坏也是最大的，巨大的土方量，

施工中巨大的粉尘，甚至大型运输车辆也造成了城市交通和环境的极大破坏。目

前重型建筑的优势和劣势同样明显，建筑师和施工者们正在寻求工厂预制和现场

组装的新型建造方式。我国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 

轻型建筑的特点，首先是减少对大地的破坏，因为建筑结构轻，则减少了抵

抗力，材料的选择也更为轻盈。轻钢结构无疑是这一发展中的代表，但对于轻钢

结构的定义，其实极为广泛，而我们的讨论更加立足于薄壁轻钢。 

2） 对于成本的考虑 

轻钢结构的好处是可以采用螺栓连接的方式，整体房屋可拆卸，除点式基础

外，都可以移动到他处重新修建，当然我们也要考虑使用过程中的损耗。本案因

为是酒店集成房屋的原型产品，也更加强调结构框架、基础、围护板材，以及对

应于运输的考虑，这个过程中当然还有对于外包生产的价格比。基于一定框架内

的可变化是对应不同产品客户，不同开放类型的一个良好选择。例如外饰面可以

根据用户的喜好进行更换，内部空间的装饰面也可进行选择，空间面积和功能变

化等，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适性。而可适性，不是指的一个盒子框架，随之添加。

这更是一个基于一定原则的空间变化，应该区别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产品本身

也要有高、中、低的划分。 

3） 关于品质的讨论 

一体化还是丰富化，这是酒店空间议题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于一体化的

建筑，如单纯的白色空间，会让我们产生过于强烈的空间意象，它强调岩洞般的

封闭空间，或者如水晶般透彻的空间。在酒店设计中，近来很长一段时间设计师

主导下，有了这方面的实践，但过于一体化还是丰富化同时也不仅是设计师的选

择，它也需符合使用者的情感空间，丰富化无疑大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更加强调了木质产品的亲切和砖石墙体的凹凸化，家具的选

择和摆设也在一定层面上符合了这一讨论。对于这个命题，设计团队并没有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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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结果，而是同时考虑一体化和丰富化空间的共同意象，使之不过分强调一

方面，如板材围合空间的木质饰面，但同时也辅以大小不同，甚至全面开敞的玻

璃，使之不过分强调单一的空间处理。但基本的饰面色彩也契合木质的亲切感，

地毯也选择了木质色彩，白色的家具是可移动的主体，它更加符合使用者对于空

间的基本要求，也使得空间不再单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4） 关于建造的讨论 

标准化还是模块化： 

标准化，不仅指构件生产要具有一定的市场适应性，也指设计问题的面向，

如气候适应性上，长三角地区为典型的夏热冬冷，珠三角为亚热带气候，而国内

各个地区的变化也是很大的，酒店集成房屋的设计是要具有多环境地区的可适性

还是先满足一定气候条件，这是讨论的主题，因为可移动的整体房屋也会受制于

气候问题，这是明显的地域条件。设计者选择的主要适应性还是夏热冬冷和亚热

带气候地区，适应一定的昼夜温差和全年平均降雨量。这样围护体的选择（涉及

到保温性能等问题），还有地震烈度等问题都更加的具体。显然这是设计者和销

售团队共同思考的结果，也确定了产品自身的定位。避免某个非主要问题，过多

消耗设计精力和成本。 

接缝与节点的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一体化还是丰富化问题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它可以看做是具体表达的一个点。如使用连续材料（塑料、混凝土），独立

卫浴的室内材料是 SMC（一种饱和聚酯树脂材料，高温高压一次成型），连续的

材料面可看做完整空间。使用非连续材料是大面积的空间围合面的考虑，因为大

部分产品都有它一定的尺寸限制，而出现节点就成为了一个必然。如饰面板材的

接缝线与屋顶的板材接缝线是否为一条连续的分割线（在之后会有更详细的讨

论），木格栅的尺度和间距多少合适等等。而团队在设计的开始定下了一些基本

原则：在物质层面，接缝与材料尺度极为接近（如马赛克），呈现工艺的节点（如

高级定制的时装、iPhone的界面等）；在知觉层面，吸收接缝（形成纹样或使用

深色）、突出接缝、转移观察者注意力（使用分色，拟人拟物化的建筑）、覆盖（家

具或植物）等。对于板房建筑节点问题更为突出，构件节点不加装饰，并且突出

了构件的小尺寸和零碎的印象（如突出的斜拉件），复杂构件的粗糙（窗构件的

外边框）等。在之后的讨论中，接缝与节点的处理将一直持续其中。 

图 2-1 室内设计的三种类型 
来源：130926Yaghee-meeting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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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与空间、材料、结构一样，这也是建筑的基本问题。对于工具的讨论，也是

本案的建筑策略之一。在项目的调研端，对于工厂内的工具考察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构件的制作和工具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这里的工具可以分为加工工具（标

准钢材的切割、焊接）、施工工具（将构件连接，如螺栓；使组件可以放置在合

适位置，如吊车）、运输工具（工厂内的推车，大型运输车等）。本案作为可移动

的集成房屋，螺栓连接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构件的可连接性在这里成为设计的

前提。而对于工具的命题，也产生了机器施工还是人力施工的讨论，工具的产生

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于材料的使用，也扩大了材料的使用方式，而变化最大的要数

木材，现代木结构的产生即源于工具的变革：螺栓作为新的连接方式被广泛应用

于如今的木构件连接中，而木格栅的快速生产和准确定位则源于现代木材产品的

标准化，木材的防腐、防火能力的提升才保障了木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所以当我

们去讨论某种材料时，自然会去讨论加工和连接的方式，如混凝土的使用中木模

板的意义重大，钢材的品质讨论中焊接的技术是关键，玻璃的生产和安装等更依

托于工业化的生产体系。轻钢结构的建筑，也是全新的工业化建筑方式，它的工

厂预制和现场组装，和长距离的运输能力，是能成立的核心。 

 

 

2.2 设计讨论 

1） 原型产品——原始的居住方式 
原始茅屋，双坡顶更利于排水。 

2） 箱体与可拆卸的整体 
并没有使用之前的箱式产品原型，而使用了全新的组装方式，基础、木框架、

夹心板材和内部的核心筒，看似各个组块，但不能完全由工厂运输到场地，而必

须再分为各个小的模块运输，如木框架部分，门式钢架又被分成三份，需现场用

螺栓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门式钢架，之后整体吊装。当探讨这部分时，被更加细分

的核心筒则有着不仅功能上的价值更有建造层面的复杂性，他由五个面组合而成，

而对于它的细分则更强调了每个面的可变化性。当然也存在可整体吊装的可能，

我想之后的产品研究，如果在建造层面的考虑会有。每个面因为分别对应于不同

的空间面向：如厨房和工作台面、与整体卫浴和楼梯连接的面、主要空间分隔墙，

所以自身的可变化性也成为了它是否应成为一个完整模块的讨论。在这里，模块

图 2-2 机械施工和人力施工 
来源：130926Yaghee-meeting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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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大的概念，它首先与功能相关（如结构性、空间性等），其次与建造层面的

整体性、便捷性相关。但显然更少的模块减少了运输的成本和安装的成本，也是

设计的成本降低。但变化上则会有所不同，或好或一般。在广州的展览现场，整

个项目用了三天时间完成，如果考虑时间的成本问题，似乎并不具多大差异。 
3） 板式为主还是框架为主 

项目的最初是想用板式结构来独立承重的，但因为时间的限制并没有完全成

行。就目前完成的现状而讨论：在这里框架为主要承重结构、板式为辅，但在空

间上并没有出现线性元素构件的表达，板材围合的空间才是主题，正因为如此在

山墙侧的板材位于框架之内，框架位于外部，也通过格栅的饰面性使之线性元素

被消隐。对此，我们可能的考虑是，房间性为主，虽然内部有一定的空间划分，

但都是在一个大的覆盖空间内，只有服务空间被完整分割，真正的空间主题强调

围合的房间性，是开敞的面向。而大型空间的组合中，线性元素的出现则成为可

能，因为它在大的空间中有成为分割空间的一种方式。 
4） 内部公共性不同层级的渗透 

在开放性的层级中，从 2 米×4 米的外廊，到 3 米×4 米的开放客厅再到二

层由核心筒所分割的 3 米×0.8 米的厨房、储藏、工作的一侧，开放的楼梯踏步，

核心筒上 2.4 米×2.2 米的卧室空间，空间的开放层级不断降低，而最私密的卫

浴空间位于核心筒内。核心筒对于空间的分割和开放私密的区别，起到了核心作

用，按照服务空间和被服务空间的原则分割空间。由于整体空间高度为 5.4 米，

也存在了竖向的空间分割，使开放和私密空间的转换层次更加丰富。这些分割也

随着围合饰面的变化而产生，如门廊空间的木格栅围合界面、卧室空间的隔断围

合、厨房一侧的生态木饰面围合、楼梯一侧浅色低毯和透空的分割面、阁楼平台

则由多个窗口、非开放的墙等多样的围合方式。这些围合的饰面和方式构成了空

间的基本形态，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可更换性，会随使用者对空间的要求而变更。 
 

 
 
5） 与风景和结构有关的面向 

在这里核心的议题是讨论建筑的面向，这对于风景的视觉层面和结构层面都

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对比，我选择了范斯沃思住宅，这是个完全由玻璃围合的体

量，强调建筑的水平向，屋顶为一整板的形象，工字钢为柱的整体的钢框架，并

图 2-3 轴侧分解图和平面图 
来源：项目的最终的介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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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面想脱离。但由于两个入口平台的转化，形成了主入口面向的灰空间围合，

厨房和卫浴的面向，以及主要面对大面树林的卧室面向。对于如此开放的结构，

它的面向也对应着空间的功能性而存在不同层面的围合。也因为长方形平面，柱

网为 22 尺（约为 7.3 米），顶部的横梁间距为 5 尺 6 寸（约为 1.7 米），整体面向

东西为 81 尺 2 寸（约为 24.7 米），南北向为 28 尺（约为 8.5 米）。在这里风景和

结构同时限定了建筑的尺度和柱网间距。在本案中，一侧为 8 米，另一侧为 4
米，主要空间为 6 米×4 米，对于尺寸的考虑结合着柱间距，和对风景的开敞方

向。 
6） 外饰面 

饰面的讨论在空间性的围合中已经展开，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和周边环境相

协调的饰面变化。目前建筑的主要外饰面为两种材料：彩钢夹心板和木格栅。彩

钢夹心板的外饰面选为米黄色，木格栅的颜色也刷为棕红色。这种色彩和材料的

考虑，都结合了本案的多个面向。 

 
 

图 2-4 几种外完成面做法 
来源：项目的最终的介绍文件 

图 2-5 彩钢板的不同颜色完成面 
来源：项目的最终的介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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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厂制作 
本部分以工厂的搭接实验为主，分构件层级，材料和组装方式来比较分析。

工作中的兴趣点主要围绕材料（钢材、木材）展开，与生产和安装方式，最终的

形成效果，核心的价值判断相联系，也涉及到了一定程度的项目造价以及采购的

问题。基于现场的工作记录，最终的文字描述不仅单纯描述建造过程，也涉及了

建构理论、材料探讨等相关问题。 

2.3.1 轻钢结构框架 
在这部分的工作中，我首先是了解钢材的自身特性和操作方式。在通常的理

解中，钢材的优势是结构能力较强，抗压和抗弯能力都较强，并能通过对材料的

折弯等其他操作来增强结构的性能。钢材在现代建筑中的成就较高，它自身的可

加工性较强，不仅用于结构承重，也用来装饰和分割空间。钢结构是一种最基本

的结构体系，常常以网格作为基本结构形式。在弗兰克·盖里的建筑中，钢结构

成为了变化的外围护的支持结构。现代干挂材料的做法，也通过钢材框架承重。 

从材料生产方式上讲我们所说的钢结构，通常是指由以下列钢材所构成的结

构：1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2、热压轻型钢结构；3 、焊接或高频焊接轻型钢

结构；4 、轻型钢管结构；5 板壁较薄的焊接组合梁及焊接组合柱而构成的结构。

冷弯薄壁型钢是制作轻钢结构的主要材料，是指用普通碳素钢板或带钢在室温状

态下经弯曲成的各种断面形状的成品钢材，是一种经济的截面轻型薄壁钢材，也

称为钢质冷弯型材或冷弯型材。本案采取的是以冷弯薄壁型钢为结构材料的轻钢

结构。 
从构造形式上讲，钢材通常为H型钢、T型钢、C型钢、方钢、圆柱型钢等。

钢材截面比例是选择型钢的标准之一，如工字钢的抗剪性能较强。在连接方式上，

可采用栓接和焊接，焊接的加工方式可分为电焊和全焊，焊接技术是钢构工人的

重要技能，如何处理焊缝也是钢构建筑的工艺要求之一。正因为栓接，使钢结构

建筑可以铰接，可以进行安装和拆卸，所以通常的钢结构是通常的最好的预制方

式。 
本案中，门式钢架采用的是8mm厚的方钢，截面尺寸为80×120，连接件为

120×210×5的钢板。屋脊大梁分别为U型卡槽（槽宽80mm，厚度3mm）、扁通

（80×40×2.0）、6变形和5变形钢板（厚度3mm）、钢片（厚度1mm）。底盘部分

别为调节支座、圈梁（角钢50×50×3.0）、檩条（C型钢100宽、3mm厚），连接

件为5mm厚的钢板。横梁为3mm厚的钢板折弯件。另一处使用钢构件为楼梯处

的梯梁、连接钢板，都是5mm厚。由采用钢材尺度，可以发现门式钢架结构承载

力较强，横梁较弱，主要起连接门式钢架和彩钢夹芯板的作用，屋脊大梁使用多

种钢材，综合考虑了与板材的连接和顶部采光，但整体结构重量较大（接近300
斤）。底盘平铺密布的C型钢檩条，但连接件由最初的3mmC型钢连接件而变为

5mm厚的钢板，主要原因是经测试易产生振动，调节支座部分由于螺纹钢易受剪

力作用，故后来增加了斜撑和斜拉杆以抵抗剪力。 
钢结构的主要设计者是雅致结构工程师梁新军。钢结构设计过程：依据国家

规范《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0），《钢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7-2003），《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9-2001）。和建筑师讨论建筑的

空间尺寸，由此确定结构跨度，和选用的结构类型。进行结构计算，确定构件尺

寸、绘制结构设计图、拆图（X-Steel 拆图软件）、绘制构件的生产图（包括构件

的材料尺寸、连接方式）。本项目中钢构件的加工者主要为麻涌雅致工厂的钢构

车间工人（主要是研发组，主任一人，工人 6 人），使用了焊接电焊机、气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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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机、砂轮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折床、冲床等工具加工钢构件，并没有自

动控制的等离子切割机，主要为人工画线定位和加工。轻钢框架构件加工为 1
天，组装实验搭建 2 天。钢结构涂装：除锈（钢结构在创作前，表面应彻底除锈，

除锈等级达到 ST2 级），上漆（上漆车间完成）。结构实验完成后要进行力学测

试，再进行实验，以达到结构的优化。 
 

 
1）屋脊大梁 
组成构件：方钢、五边形钢板、折弯件（作为屋面板材的卡槽）、阳光板（通

过螺栓和薄钢板置于大梁上，也具有防水功能）、 
功能：在结构上连接板材和钢架，在空间上投入光线 

在本案中，屋脊大梁作为构件，其结构价值在空间意义之后，不同于长期的

屋脊横梁做法，本案中赋予让光线进入的空间价值。在功能性上，构件本身需要

具有排水性，而又不能全部封闭，因为它同时作为室内的拔风口，室内外空间可

以交流。采光构件选择了亚克力阳光板，厚度为 9mm，长度为一米，间隔处上

覆彩钢板密闭。亚克力板易于加工，并具有一定的结构荷载力。通过五边形钢板

的翼板连接。五边形构件也作为两个方钢的连接件，间距为 500mm。方钢和卡

槽焊接在一起，并列复制，与两侧的屋面板连接。这里作为板材围护体的连接构

件。屋脊大梁与门式钢架的连接方式为，通过无边形形成的槽口，在上部放入凸

起的方钢。因为整个建筑的屋脊高度为 6m，而构件自身重接近 300 斤，在工厂

是先通过吊车将构件吊起在一定高度，下面工人用绳索拉起一端，4 名工人站在

横梁上搭设的工作面，同时作用将接口对合。在现场时，则是站在搭设的脚手架

上，采用同样的方式（但现场没有吊车），一步步抬起完成。设计者针对屋脊大

梁重量较大的问题，曾想更换使用的方钢和 U 型卡槽，减少构件的厚度，但最

终没有成型。 
在屋脊大梁实验中，也通过实体搭接的方式来比较安装方式，和防水性能。

在随后的隔断形式讨论中，曾希望胶合板能承担一定的屋脊大梁重量，因为跨度

图 2-6 轻钢框架轴测图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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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为 6m。对于该构件，考虑的因素比较复杂，正是基于结构安全性和性能考

虑的典型细部处理。 
安装过程和细部节点详图如下所示： 

 
 
 

 
 
 

2）横梁 
组成构件：折弯件，两侧无边形钢板（有孔与折弯件焊接，使之与两侧门式

钢架相连接） 
功能：横梁构件为 3mm 的钢板折弯件，结构承载力较弱，在结构上首先作

为门式钢架的连接构件，同时做成此形态考虑了作为屋面板和墙板的连接件。突

出于门式钢架的一侧则作为出挑横梁，用来承托出挑的阳台处的凹入界面，木格

栅也搭接在一起。在工厂操作阶段曾作为工作面试用，共四名工人在其上工作，

放入四根方钢和两块胶合板，整体的摇晃感较强。 
在空间上槽口中置入灯管，外部覆盖 5mm 厚亚克力板，使建筑的转角处弱

化连接，强化空间的整体性。安装上先确定门式钢架，而后用螺栓与钢架连接，

误差不大。 

 

图 2-6 屋脊大梁轴测图和细部图 
来源：自绘 

图 2-7 屋脊大梁安装图片 
来源：自摄 

图 2-7 横梁轴测图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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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式钢架 
组成构件：每一侧均为四个主要构件（竖向的三个，横向的一个），主要使

用方钢，顶部有连接用的卡槽与屋脊大梁通过螺栓连接，下部通过钢板和底盘连

接，转角处和横梁连接，构件之间的连接为附加的钢板，通过 8 个螺栓连接两个

构件。 
功能： 
结构上起主要的空间钢架作用，是空间能形成的基础。主入口一侧通过增加

横向连接梁，可放置板材和限定移动玻璃门，并作为木格栅的主要支撑件。 
三个构件的连接位置都在斜向构件上，这样保持垂直承受重力不被破坏，角

部通过焊接联系，形成刚性节点。在顶部辅以方钢构件，用来与上部的屋脊大梁

连接。在横向构件上则使用了两根方钢，分别位于角部连接处和高度为 2300 的

位置，下部横向方钢是考虑入口玻璃门的安装，同时焊接 U 型槽作为上面板材

的承托。与底盘的连接处使用了更大面的 8mm 厚的钢板作为底部面。 
门式钢架是整体结构中重要的受力构件，形成前后山墙两个结构面，在另两

个面上主要承重的是彩钢夹芯板，建筑的结构面向在这里有所表达，而将板式的

承重体简化为线性的钢构件，也使这两个面适合于大开口，可以作为空间上的主

要开敞面，与景观产生对应。本案中结构的面向是个重要的考虑点，是否全面开

敞或者选择一两个面开敞，对功能和空间的价值较大，如果有针对的风景环境也

可作出变化。 
前山墙下部为可滑动的玻璃门，上部外面覆盖木格栅，里面分上下为有机玻

璃板和彩钢板围合。这样两面的划分方式不同，内部看为三分式，中间被封闭，

上部稍微开敞，而下部则完全开敞。从外部看，则考虑到前面凹口的连续围合，

形成开敞到私密的围合性过渡处理。后山墙内部覆盖彩钢板，外部为木格栅，局

部开口。开口的位置宽度限定在彩钢板的单板内，向上则被横向连接件限定。 

图 2-8 横梁安装图 
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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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门式钢架轴侧图和照片 
来源：自绘和自摄 

图 2-10 门式钢架安装照片 
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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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底盘 
组成构件：檩条、地盘梁、支脚 
功能：结构上承托整个空间钢架，空间上与地面分离。 
作为可移动的集成房屋，底盘更多强调了场地的可适应性。本案中采取的是

通常的活动房屋的基础做法，由分为五列，每列四个调节支座，共 20 个调节支

座承托整体建筑，每个调节支座可承担 3 吨的重量。较好的地面条件为水泥地，

调节支座与点式混凝土相连接，并在一定范围内可调平。上面铺设密布的 C 型

钢，用以承托地面。建筑内的核心筒下方并未有针对的构件添加，地面铺设水泥

纤维板。 
底盘的安装过程中，先确定横向的梁，之后用螺栓将外围的圈梁连接，调整

水平。在这里用了两种方式，对角线法和注水管调平，水平调整通过敲打构件，

竖直做法是调整调节支座，旋转底部托盘来调平。调平后在其上用螺栓连接檩条

和横向梁上的钢板（最初是 3mm 厚 C 型钢，为了防止地面晃动，调整为 5mm
厚的钢板）。圈梁外侧还焊接了 U 型槽来承托上部的墙板，门式钢架通过钢板与

底盘连接，水泥纤维板则直接置于其上。 
因为场地的变化，底盘的做法会随之改变。而如水泥上的基础做法，也可由

圆形混凝土支脚（如图），在展览会场一个可移动的板式房屋，采用如图的基础

方式。 

 

   

图 2-11 底盘轴侧分解图 
来源：自绘 

图 2-12  
东南大学集成房屋圆形混凝土基础 
来源：东南大学王慧硕士论文 

图 2-13  
广州展览会集成房屋可移动基础 
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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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围护体 
 

1）板材 
材料：彩钢夹芯板（XPS，挤塑板，外覆 0.5mm 的彩钢板，压制而成，可

承托一定重量，保温和防水） 
复合板材具有结构和围护的功能，通过公母口的方式使板与板之间连接，屋

面板材和墙面板材的接口部分都切成 45 度角，彩钢板沿 45 度方向伸长，可作为

板材之间的重叠部分。板材宽度为一米，在板材上开窗的预留方式都是每侧留

15mm，这样窗口的净距为 700mm。板材上一共开了四处窗户，分别为侧向墙板，

屋面板和墙面板。因为公母口的交接方式，屋面板材与墙面板材的交接线并不在

一个位置，形成分割线错位，这样的原因是为了减少板材的种类，因为板材要考

虑到备用的问题，一般是 3%-10%，三块板价钱 2400 元。这样减少板材的种类

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而如果大批量生产时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本案中，板材是

空间的主要围合面，表面使用的是贴膜板，内部接近木质颜色，外部是浅黄色。

在工作室里也通过模型尝试了不同的围合面色彩，或者使用其他的材料（如木格

栅）进行围合。 
板材与钢框架的连接部位，都是重要的细部节点。底盘通过卡槽来置入板材，

中间为横梁打自攻钉，上部与屋脊大梁为 U 型卡槽。从最初的方案构想中，希

望板材既是围护体又是结构，因时间问题未能达成，两侧的屋面板和墙面板连接

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山墙侧的墙板则主要是为了围合空间的作用，无主要的结

构意义。板材的交接处设计成 S 型，避免雨水进入，也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内部

图 2-14  底盘调平过程 
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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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围合完整面，在连接部用彩钢板包边，因为板材的公母口问题，有一定的

缝隙，用来走电线。 
以上描述的点强调了板材的功能性复合，室内空间，强化封闭与开敞的对比，

局部小窗和大的玻璃门产生对比，屋脊的缝隙使关系进入。整体空间上，钢构框

架都被隐藏，仅有的线性空间是屋脊部分的光线和横梁部分的光带，其余则主要

是面的围合。 
彩钢夹芯板的内部保温材料挤塑板，可替换为不同类型的保温材料，而材料

的改变也带来性能的改变，对于本案中外围护体的思考即由这单一的复合材料而

来。 

 

 
 

 

图 2-15  板材轴侧图 
来源：自绘 

图 2-16  侧墙面板材安装过程 来源：自摄 

图 2-17  屋面板材安装过程 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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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包边 
在设计中为解决不同构件的接口，采用包边件，基本为彩钢板折弯件。如两

侧墙面板交接的角部，后山墙木格栅的边缘处外包件，入口山墙的彩钢夹芯板端

部等位置，大致可分为同种材料交接处包边（如两侧的彩钢夹芯板交接），使用

同样的色彩消除交接；不同材料包边（如木格栅和板材的交接）。建筑的外围合

面由以木格栅为主的山墙和板材构成，两种界面的交界处，是设计的一个难点。

因为彩钢夹芯板为两面覆盖，另两端暴露内部材料挤塑板，用彩钢板来包边是简

单的方式。设计中为了统一前后山墙板材的边框效果，而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 
3）门、窗 
门、窗连接着室内与室外，作为过渡性元素而存在。在这里窗户的自由度更

高，对空间的影响也更大，或者说透明的材料使室内即被围合成一个整体，由可

以和外部环境交流。本案中的门、窗都是玻璃，门是滑动的玻璃门，使整个面易

于打开。窗户在位置上分为顶部天窗和侧墙窗，是室内采光的主要方式。窗户构

件分为可以打开和封闭两种，可以打开的构件，边框面积较大，都是在彩钢夹心

板上开洞。 
门、窗是标准的构件、根据设计外包生产。 
4）采光材料 
本案中，有多处使用透光材料，而透光的性能在这里也不同，这和空间的使

用紧密联系。屋脊部分使用半透明亚克力阳光板（让光线局部进入），交接角部

选用半透明亚克力阳光板（让槽口中的灯管形成灯带），前山墙使用透明的有机

玻璃板（使光线在房间上部进入），其余开口部位使用定制的玻璃门窗。 
一般意义上的透明材料如亚克力板，阳光板（在 ihouse 项目中使用），玻璃。

不同的透明度，与空间相结合。 
 

 

2.3.3 木装部分： 
       山墙木格栅（前后山墙） 
      休息平台木板 
      入口的内凹界面 
      核心筒部分：整体卫浴安装，书橱柜制作，楼梯塌台，夹层平台板，内墙

隔板 
      地面木板 
      木装部分关注点：木材的制作与安装机械（工业化的体现，与传统木材制

作的不同方式），木材的接缝处理，木材刷漆（处理防腐、防火、表面颜色），木

材选型（如木材尺寸、类型如防腐木和价钱） 
木材是天然、有机、质轻、坚固、易得并且建造简单的材料。木材具有各向

异性，意味着其内在性质取决于纹理方向，因为是天然材料所以极易发生变形，

木材上的瑕疵例如树结、裂口等都会影响到它的强度、级别和外观。所以减弱木

材的变形，是木材加工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采取风干，来达到防腐、抗菌和防

虫的目的。如今木材的种类更加丰富：胶合板、塑料板以及仿木塑料已经占据了

木材行业的一大部分。 
本案中主要使用的木材产品是：防腐木（三种截面：23mm×78mm、23mm

×148mm、40mm×90mm）、胶合板（18mm 厚）、生态板（17mm 厚）和木皮。

木工师傅两人，在工厂共同工作 15 天，完成了核心筒部分，木格栅和踏步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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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主要为锯床、气钉枪、砂轮机等。工业化的加工工具改变了现在的木材

做法，传统使用榫卯搭接，现在主要连接件为钉子、螺钉、螺栓、齿板和胶黏剂。 
1）木格栅 
木材是很好的围合材料，通常使用木材围合成面的领域感，而用材上常有木

板和木板条。这两种材料在截面尺度比例上差距不同，围合的接缝处是重要的不

同。木格栅的做法通常是里面是木肋，外面是木板条，木板条企口交接则形成了

完整的木板面，有了一定间距则形成韵律感较强的围合面，重复一种方式在现代

建筑中是常有的处理手法。但通常这些做法中，木格栅作为装饰面，是结构外的

附加层。而现代建筑中，也更多出现了具有一致性的建造方式，如胶合板结构。 
本案中使用防腐木在山墙面横向排列 23mm 厚的木板条，间距为 37mm，深

度为 73mm，内部是木肋板（23mm×73mm），再向内是门式钢架。在木板条的

形式处理中，最初曾使用竖向排列横板条，但与空间向上的形式感不符合反而在

意象上加强了横向的线条使之变宽。在这里木格栅主要起装饰作用，遮挡门式钢

架的线性元素，也扩大了空间的韵律性。在入口的凹入界面中，木格栅在地面和

顶部，周边同时存在，形成了强烈的韵律。 

 
 

2）核心筒 
当代建筑中核心筒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平面构成方式，将服务功能

和设备管线置于其中，使外部空间可以自由分割，也可成为一体的大空间。如开

敞办公楼建筑中，围绕着核心筒而展开空间。在密斯反思沃斯住宅的设计中，核

心筒内布置卫浴、设备和储物空间，外部则是全面的开窗做法。核心筒的本质是

密闭的空间，可以将服务性的功能置于其中，而不同功能的置入，基于简化空间

和减少服务走廊的原则而设定。 
本案中核心筒是重要的内部分割和功能划分模块，它由五个面围合而成，分

别为隔断墙、卫浴和楼梯、厨房和工作、上部的卧室空间。作为空间构成的核心

使之空间进行分割。隔断墙具有一定的正面性分割了前后空间，它本身由双层胶

合板错缝拼接而成，上部一直到屋脊大梁，因为自身重量较大，需 6 人才能将其

放置。左侧为具有厨房、工作台、储物功能的木柜，表面是生态木板，在一定的

图 2-18  前后山墙木格栅轴侧图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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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部位增加胶合板。顶部的平台为双层胶合板错缝拼接，承托是木肋梁搭接在

四个面的突出梁上。另两侧是楼梯和卫浴空间，楼梯采用的是轻盈的做法，楼梯

的面向也与开窗的位置相关。核心筒尺度为 2440×2100，高度为 2440。 

  
踏步和楼梯 
本案中处理垂直交通的两种方式。单独来探讨竖向的连接物，也涉及到了空

间层面的变化考虑，所以入口踏步和室内楼梯处理方式不同，使用的结构和材料

方式也不同。因为楼梯和踏步都是在工厂设计和制作的，我全面参与了讨论过程，

过程中也和吴程辉、木工师傅、钢构车间工人沟通做法。 
3）楼梯 
当我们设想垂直空间的联系时，楼梯是重要的元素。现代建筑中，坡道不再

单纯是一种功能性的空间。柯布赋予坡道漫步的空间性，如萨夫伊别墅中，坡道

和楼梯共存，作为垂直联系的两种方式，坡道对空间的延长感无疑更强烈。在澳

大利亚堪培拉的国家法院项目中，坡道则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水平层

被弱化，单一向的坡道横跨建筑的中空部分，水平层的空间则完全变成了功能性

的房间。从功能意义上讲，汽车坡道和无障碍坡道，是传统的处理方式，而空间

意义上的坡道越来越多出现在博物馆等大型建筑中。在意大利建筑师的想象空间

中，楼梯是空间的主角，这里显然更强化楼梯的便于交通性。 
在集成房屋中，讨论楼梯，通常将他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块，如螺旋楼梯。简

化楼梯的空间面积又强化楼梯的连接性，是这类问题的思考难点。本案中最初也

尝试用螺旋楼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考虑到核心筒的整体空间和功能问题，楼

梯在这里分为两折，并与其他模块相联系。根据核心筒的两分性，将楼梯置于主

要面向的一侧，再经过转折到达阁楼空间。 
在结构层级上，用 5mm 厚梯梁钢板偏心支撑，顶部焊接 100mm 长的钢板，

一个端点通过自攻钉将 3mm 厚角钢和核心筒墙板、踏步木板连接。一侧悬臂，

一侧用小连接件，核心支撑则是梯梁钢板，这是考虑到人上台阶时主要给予

25mm 厚踏步木板剪力，重力对木板影响较小，这样产生的弯矩较大，梯梁的做

法正是为了克服剪力。 
在构件形式的处理中，主要是使钢构连接件隐藏，不暴漏在外。梯梁的支撑

则分别通过两端的角钢板与底部木肋板、中间木柜、顶部衣柜连接。中间的木柜

在角钢板位置都增加了与对等方向的木板来抵抗侧推力和重力。顶部衣柜背部用

了两层胶合板和一层生态木板，共 53mm 厚来抵抗侧推力。底部木肋板，上面覆

图 2-18  核心筒轴侧图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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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是两层胶合板，肋是用 23mm 厚的木板做成，承载梯梁荷载。在整个处理中，

将木材易于承受重力和钢材易于承受剪力的特征充分表现出来，形式上构件的隐

藏，使之整个楼梯体现了一种悬浮感，也符合轻的特质。如果扩展，楼梯也可结

合一定的储物空间来使用。 

 
4）入口踏步 
在做入口踏步时，主要是从材料和尺度出发。使用现场剩余的木料，共三种

类型：40×90,148×23 和 73×23，木料的量都符合。入口平台距离地面高度为

535mm，用了两种方式进行思考：一可否全使用一种类型的木料，而使用不同类

型木料，根据木料的截面比例确定踏步板、承托梁、主梁的木料类型。 
第一种做法根据截面比例使用了作踏步和梁均可的 23×73 的木料， 

 
 
 
2.3.4 配件和工具 

1）家具 
使用的主要家具还是宜家的产品，这里的选择更加强调与空间的相适应，还

图 2-19  核心筒楼梯轴侧图和细部 
来源：自绘 

图 2-20  入口踏步分解图和完成面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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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品的可替换性。 
室内家具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预制的产品（如宜家家具），另一种是订

制产品（如木工家具和金属家具）。我们现在的室内装修中，这两种方式都大量

存在，预制的产品因为具有品牌效应，并能综合考虑设计和制造，也由于产品的

生产量较大，故价钱通常较合理。而现场制作的产品，则需要设计者考虑材料、

形式、功能、尺度和经济性等问题，而现在材料的环保性越来越得到重视，好家

具的概念越来越具体。 
在本案家具的选择中，并没有使用很高档的家具产品，而是时下常见的经济

型产品，但都具有美观和功能性，并有一定的耐劳性。现代建筑中家具的设计已

经越来越和建筑的设计相结合，很多优秀的建筑师也同时是好的家具设计师，如

密斯椅、柯布椅、阿尔托产品等。家具和空间的结合是设计较高完成度的一个重

要面，本案前期做了大量调研和思考，使之产品定位更加准确，也配合广州展览

会的考虑。 
现代建筑越来越出现，以家具而开始的建筑设计，如藤本壮介的武藏野大学

图书馆，开窗的书架同时成为建筑的围护体，室内与室外空间的结合更加自由。

董豫赣老师所做的家具建筑也是很好的例子，如用砖石做成椅子，传统建筑中小

木作就指的是家具，它的构成和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致的，都由榫卯搭接。在本

案中，核心筒的做法正基于此，家具参与空间构成，橱柜、厨房和办公桌成为核

心筒的一个围合面，兼具功能和围合性。制作则由木工师傅主要负责，使用生态

木板材，推拉件则是工业化产品，当然这不同于传统的木质家具做法。 
可移动的家具如：沙发、圆桌、椅子、床，都是宜家产品。在色彩选择上，

因为室内主氛围是木质温暖的质感，通过置入家具使空间活跃，选择亲切的白色

使空间整体性更强，也更加突出在早期研究所描述的作为背景的家具产品，更强

调人在空间中的自由感。 
具体产品介绍如下： 

 
2）整体卫浴 
整体卫浴五大优势： 
·采用飞机内舱材料 SMC：强度高、耐老化、环保节能（SMC 是 sheet molding 
compound 的缩写，是一种不饱和聚酯树脂材料，高温高压一次成型） 
·防水底盘一次性模压成型：绝不渗漏，不用做防水 
·工业化生产：品质稳定，质量可控 
·现场装配：两个工人一天可以装两套，缩短工期 
·干法施工：杜绝水泥砂浆，洁净环保 

产品名称：斯特林茶几 

价钱：699元 

安装后尺寸：直径 75 厘米、高度

40 厘米、最大承重量 15 公斤 

产品描述： 

桌底框架: 钢, 镀镍, 聚氨酯清漆 

托架: 锌, 聚氨酯清漆 

搁板/ 桌面: 钢化玻璃, 玻璃瓷釉 

重要特征：分开的隔板可用来放杂

志、脚轮的设计可自由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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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独立卫浴为科逸的完整产品，如上所述是科逸的产品介绍，整体卫浴

作为一个模块，通常整合于预制建筑中。它自身的材料性能使得可以具有防水功

能，这样解决了卫浴的重大问题，在 ihouse 中采用了干湿分区的卫浴做法。本

案卫浴的尺寸为 1600mm×1600mm，主要功能为卫生间和清洗，无浴室。 

 
3）工作台面 
脚手架、梯子、工人用平台框架 
作为工具的议题，这里单独讨论的是工人在工厂和现场所使用的工作面。在

工厂的安装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是梯子，作为长久工作面使用的是木板搭建的平台

框架。在安装屋面板的过程中，大小梯子共同使用，将板材托起至屋脊槽口中。

木板搭建的平台框架高度为 2300，基本与核心筒高度相同。脚手架的使用是在

展览会现场，脚手架可连续搭建。 
作为工作面，不同的高度和搭建的简易性，是工人们选择工具的一个重要思

考点。如梯子是主要的现场工具。 

图 2-21   
项目中采用的整体卫浴 
平面图和分解图 
来源：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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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模型研究 
香港期间在朱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模型的操作，这里模型与照片共同作用，

开始讨论隔断的形式，还有整体空间的开口。 
如上所示在隔断的形式讨论中，形式做法中 1.充当横梁的隔断（与两侧横梁

联系），与各个面脱离；2.与屋脊部分点接，形成较高垂直度空间的方式 3.与上

部屋面部连接，可起到一定的承托作用。第一种方式在空间上强调上和下的划分、

核心筒两侧的空间，还有内外的空间围合方式。第二种强调屋脊光线的进入，对

光线进行引导，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强烈光环境，垂直感强烈。第三种对于空间来

说，更强化了隔断所分割的两侧。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在其上又不断进行隔断开

口和隔断颜色比较。 
1.内部隔墙的形式（单纯形式，与结构的连接，对整体空间影响），颜色（材

料为木，但色彩上是否与内部环境完全相似或相近、强烈对比），以及深入的开

洞形式研究（开洞尺寸，二层平台观者的观看方式）2.前端山墙的开洞形式研究

（主立面的对称性与否，单纯形态，对内部的光环境影响）3.整体光环境的控制

（主要通过不同面开窗调节）隔断开洞形态比较为 7 种，建议为 3（与隔断的竖

向形态相对），洞口底端与二层地面距离均为 600 
    1.不开洞 
     2.开横向长洞（300*1000） 
     3.开竖向长洞 
     4.三角洞口 
     5.方洞（600*600） 
     6.圆洞（半径为 300） 
     7.对称圆洞（半径为 300） 
      
     立面山墙开洞比较种类为 7 种，吴程辉建议为 4（可与隔断开长向洞口相对） 
     1.不开洞(山墙板处较暗) 
     2.横向两端开洞（均为 700*700 方窗），分别对应两侧通道，两侧空间照亮明

显 
     3.中心三角面洞口，光感较强，但对结构有破坏（目前在中间两块板上操作） 
     4.中心对称开洞 

图 2-22  工人搭建的简易工作平台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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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心方窗（700*700），中心感较强 
     6.左下，右上（均为 700*700） 
     7.右上，左下（均为 700*700），右侧对应客厅的主要面，左侧对应楼梯侧走

道 

 
 
 

 
 
 

 

图 2-23  隔断形式研究 来源：自我做的模型拍照 

图 2-24  入口立面开洞形式研究 
 来源：自我做的模型拍照 

图 2-25  隔断色彩研究 
 来源：自我做的模型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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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阐述了雅致酒店集成房屋的建造过程，用不同构件和模块的方式来

展开，整个建造过程分为四个大的方面：轻钢框架、板材围护体、木装部分和其

他构件部分。在大的部分之下，分为底盘、门式钢架、横梁、屋脊大梁、彩钢夹

芯板、核心筒、楼梯、门窗构件、采光材料、包边件等具体的构件材料和安装过

程，并讨论其在空间中的位置和价值意义。 

在项目背景部分，对于整个方案的背景和设计过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设计前

期的工作主要制定产品原型的策略等方面。 

现场展示环节，是建筑完整呈现的最终效果的第一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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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比较和问题的发展 

3.1 基于庇护性原则的建构 
 考察建筑外围护体，源于对朱老师及其团队建筑实践的观察。团队并没有

刻意使得每个案子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是使它们都基于建筑的庇护性，即建筑

自身与大地有坚固的联系（通过基础），建筑能承载风、雨、地震等自然外力的

侵蚀（主要通过建筑骨架），在这些的基础上，提供舒适的环境（合理的温度、

湿度等）。这样基于结构安全性和抵抗风、光、热的环境条件的建造方式，在这

里称之为基于庇护性原则的建构。 
建筑有一种天然的顺序，这是一种不受时间、地点或风格限制的顺序；

这个顺序比古希腊的多立克（Doric）或爱奥尼克（Ionic）建筑更能持
久，比现代最清新的建筑风格更次序井然。这是一种物理顺序，是建筑
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爱德华·艾伦 
以上文字是作者在《建筑学导论》讨论基本建筑问题的描述语句。这里的讨

论与我们近些年来对于表皮建筑学的讨论显然有所不同，而讨论的是建筑最基本

的围护性功能。追溯建筑的源头，我们认为建筑的两种基本建造方式是实体结构

和杆系结构。而实体结构最早的起源是洞穴，天然的洞穴提供了基本的庇护，他

自身有独立的结构，依托于大地或山体，又因为土壤的热惰性，受外界条件的变

化影响较小，冬暖夏凉，但洞穴在人类需要的光线上有较大的问题无法开大洞使

光线进入。木材的在地性，使它很快成为了人们的建造材料，对木材的加工和绑

扎使得原始棚屋开始出现，它允许较大的采光面积，但木材的易燃性也使得防火

成为重要的问题。这两种原始的建造方式都经过了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例如我们

常说中国的基本建筑方式是木框架，而西方主流是砖石建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国际式的建造方式是影响巨大的，很难单独说某一栋房子是完全的实体结构还是

杆系结构，现在的混合建造方式越来越多样。在重型结构中，出现了钢筋混凝土

结构、钢结构、剪力墙结构等多种结构方式。而对于轻型结构，因为材料长细比

较大，为了抵抗竖直和水平力，框架加斜撑的方式成为主流。本文主要讨论的是

朱老师及其团队的轻型建筑实践，由对案例的观察来比较实践中的结构方式，也

借此来讨论体系的核心。 

 

3.1.1朱老师及其团队轻型项目结构分析 

新芽体系中在这里选取三个典型案例来比较：下寺小学、达祖小学、鞍子河

保卫站。下寺小学是体系的第一个实践项目，它自身也体现了体系的多个原初性，

如室内空间中暴露的斜撑，但这一斜撑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后来的建筑中逐

渐被取消，或者只是在搭建过程中作为临时斜撑而使用；达祖小学，采用了较大

的跨度，室内空间无柱，屋顶为桁架；鞍子河保卫站是体系在高度上的一个极致

表达，自身高度为三层，在这里的窗户也起到了一定的结构作用。以此三个典型

项目来描述对于结构安全性的表达。 

四川广元下寺新芽小学： 

其复合结构由 C型轻钢框架与围护板材共同构造。C型轻钢框架主要
用于抵抗重力以及便利施工，而围护板材提供很大的侧向抵抗力，并且
覆盖所有的钢构件、杜绝冷桥。 
在项目的描述语句中，复合是核心，从材料的角度上讲框架结构采用了冷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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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 C型钢，围护板材是木基板材。基础为混凝土点式基础，看似为连续的桁架，

实则通过斜撑连接，在这里水平力同时由围护板材和斜撑钢架支撑，而竖向受力

则主要为钢框架（三脚架到柱子）。外部围护的开口为了不打破板材的连续性，

使用了斜向连续的小开口，这样保持了围护板的斜向完整性。 

四川盐源达祖小学新芽学堂 

较大进深的平面，顶部为横向交错的钢桁架。外围护的开口选择了单一的较

大开口，为了维持板材的完整性，每一面都有一部分墙体不开洞，这样就近似形

成了剪力墙，而风车状的剪力墙也可以很好的抵抗水平力。 

四川崇州鞍子河自然保护区 WWF宣教中心 

体系达到了三层，基础仍为点式基础。建造方式是先立基础之后是基础的钢

桁架，一直到顶的柱子，借以斜撑维持竖向稳定性，安装二层桁架，拆去一层的

斜撑，再之后继续向上安装。这里的斜撑仅在安装时起稳定作用，随着每个楼层

的完成而去掉，这里柱子是通高的，木基板材由上而下，卡到卡槽里，再在外部

柱子外边安装板材。与之前的开口不同，这里的窗户为一个自承重的盒体，对围

护体起到了一定的结构增强作用。 

以上三个案例，由一层到多层，由三角桁架到大跨度的横竖交错桁架，围护

体开口由考虑破坏到增强一定结构，实现了体系的不断发展，也使自身具备更多

的可适性。其中复合的结构形式，也面临着计算复杂，更多依靠实验不断推进。

同时复合结构对于之后的构件替换也带来了问题，所以钢框架更多的承担竖向荷

载，而板材承托水平荷载，成为了结构逐渐简化清晰的方向，这里由斜撑的减弱

可以看出。 

对于团队实践项目中的整个发展过程，也出现了更多的体系类型，从

composite（新芽体系），box（龙骨、板材与蒙皮组成的箱式结构，如 ihouse），

panel（结构保温板才 SIP，栗子坪），到 frame（箱型模块由冷弯薄壁型钢框架

与填充期间的涂层钢夹芯板共同构成，龙岗低碳城），再到本案（门式钢架，较

弱的横梁，主要承担水平力的板材）。体系的发展依托于现有的西方现有的体系

结构，不断根据具体的施工场所和问题进行更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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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下寺小学结构分析 
 来源：朱竞翔老师讲座用 ppt 

图 3-2  达祖小学结构轴测图 
 来源：朱竞翔老师讲座用 ppt 



第三章 比较和基本问题 

37 

 

 

图 3-3  体系发展图 来源：朱竞翔老师讲座用 ppt 

图 3-4  墙体的基本性能要求 来源：《建构建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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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层级建造 

 

3.2.1 墙体 
为什么要讨论墙体？在长期的演化中，建筑竖直向的界面获得了远胜于其他

向围护体的重要性。 
在森佩尔的建筑四要素中，墙体具有围合和面饰的价值，对应着传统的编织

工艺。对于墙体的基本功能要求则是保温、隔热、采光、通风、隔声，是建筑作

为庇护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墙体分割和限制了内部的空间，并使得房间对人体具

有舒适性。而对于墙体是否承重，则可追溯两种基本的建造方式：实体结构和杆

系结构。实体结构的墙体具有承重功能，相应的开洞就受到限制，最常见的为石

材砌筑。杆系结构因直线型的杆件承受荷载，墙体主要起围护的作用，相应的开

洞方式也更加自由,也由此产生了结构与围护的关系。现代的框架结构、多米诺

体系、玻璃幕墙等建造方式，都对墙体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探讨。本文基于墙体

的庇护性要求，从建筑外围护的角度开始讨论。 

 

3.2.2 层级建造与层叠建造 
19 世纪的英国建筑师 G.E.斯特雷特曾经以两种方式——实体建造

（monolithic style）和层叠建造（incrusted style）——来描述威尼
斯的建筑，前者在墙体的深度方向上用材单一，后者则用多重材料来组合
复合墙体，而斯特雷特把前者与建筑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一概念后来
被美国建筑师爱德华·福特所发展，在他颇富影响的《现代建筑细部》中
用来论述现代建筑的细部和建造方式。福特指出，在现代主义时期，源于
一种对“真实”和“透明”的追求，实体建造成为理想的建造方式——虽
然事实上从结构、设备、使用等诸多方面来看，层叠建造都更为合适。 
——《材料呈现》 
从以上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夯实筑造的墙体、黏土砖砌筑的墙体、石材砌筑

的墙体、混凝土浇筑的墙体都属于实体建造的层面，而框架结构内填充空心砖的

墙体、内部填充保温隔热材料的当代建筑墙体则属于层叠建造。在最初的讨论中，

两种建造方式的不同，与建筑的真实性相联系，层叠建造最初的讨论源于被切成

薄片的大理石作为贴面模仿实体建造的石材砌筑的墙体，由此看层叠建造是属于

次级地位的。而如果层叠建造的各层，因为建筑性能等的要求而发挥作用，则它

表达了建筑的建造真实性。覆层的可见与内部不可见的各层具有同等重要的建筑

学价值。为与最初的讨论相区分，也为了更加强调不同层的主次关系，本文产生

了层级建造的讨论。可以说层级建造正是在层叠建造的基础上展开的讨论，使之

更加适合当代建筑的外围护设计。 

材料的真实性 

用一种材料代替另一种，用一种建造方式代替另一种，成为现代建筑的常用

处理方式，这涉及建筑造价和施工复杂度的考虑，而更重要的是材料的社会意义，

如木材作为外饰面的问题会很多，而用模拟木材的合成材料作外饰面也具有木材

表象的效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密布的标准木板其实在模仿原木建造

的方式，做成薄片的石材外饰面是在模仿石材砌筑的方式，而砖墙作为最常用的

传统建造材料，当其作为饰面时，因为不承受荷载而可以自由造型，这也在传达

对一种传统建造方式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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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意味着一种层叠式建造，玻璃则因其自身整个厚度上材质的一
致——因为这种一致所具有的直接可读性——而天生地成为一种实体式
建造。 
——《材料呈现》 
材料自身具有空间属性和物质属性，覆层作为最外的一层，它本身具有空间

围合的价值。而从物质的层面，现代主义的白墙和玻璃，天然具有层叠和实体的

价值。一种材料和相应的建造方式也具有了社会的属性，层级建造讨论的是表达

建造真实性的做法，是作为保护层而存在的覆层。 

结构与围护的分离 

墙体的外围护不再以承受外部荷载为主，只需承载自重，这时单纯表达重力

传递关系的建构形式不再重要，转而墙体更多的表达自身。由此，墙体也被附加

了很多的社会意义，但因为现代房间更加舒适性的要求，围护作用的墙体需要起

到采光和遮阳、保温和隔热、防火、防水、隔声等的要求。而现代设备也改变了

墙体，设备空间，如排水管与墙体的结合，也添加到墙体的构成中。结构的分离，

解放了墙体，在讨论围护时，它的效能和建造的价值凸显。透明的玻璃材料，也

使得分离的结构得到了表达，如密斯的范斯沃思住宅，工字钢柱子独立于墙体之

外。 

结构与围护的复合 

双层砌体的砖墙，内部封闭空腔或者填充保温隔热材料，都会增加墙体的热

工性能，而此时的围护结构也承受外部荷载，虽然有构造柱、过梁等其他结构性

元素，砌筑的砖墙使结构与围护复合。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克朗楼的外围护设计

中，密斯通过角钢将玻璃单元最外围主框与 H型钢的内侧翼缘焊在一起，H型钢

虽突出于表面，但从结构与围护的角度实则是一种复合做法。在复合的状态下，

支撑与荷载虽有明确的表达，但其实是一种含混的关系。 

可见与不可见 

可见的是形式，那不可见的背后，是否存在真实的建造价值。从可见和不可

见的角度出发，保护层就站在最前面，而背后不可见的各层，如空腔层、保温隔

热层、防水层、防火层、承重层，它们是否仅由材料的物质属性决定，而空间上

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当然这属于建造的层面，但是否由建筑师控制呢？当我们问

这些问题的同时的，就涉及建筑的建造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是建筑学的价值。

在这里，各层是否是连续的，之间的连接是否是刚性连接，就涉及到墙体是否可

以作为一个整体预制，或者局部的预制产品，如常用的夹芯保温板，它是承重和

保温隔热功能的复合体。预制的整体或者局部都会影响建筑各构件间的连接方式，

从而对整体建构方式产生影响。 

以上从材料的真实性、结构与围护的关系、可见与不可见的角度，对建筑的

外围护进行了分析，层叠的覆层材料是否表达自身、层叠的复层化构造源于结构

方式的改变，在层叠建造的各层中是否关乎形式层面上。从分析层叠的基础上，

展开层级建造的思考。 

 

3.2.3 多层构造的围护体 
主要由单一材料建成的匀质外围护结构（通常称为“单一式”）很难满足现

代建筑外围护结构迫切的保温要求。由某种材料制成的具有特定结构的层与片都
有其各自独立的功能，不同的组件将这些功能分离开来，可以使立面完全满足各
种需求。由于层、片具有可变性，所以外围护结构的特性可以适应外部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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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而且，层和片以后还可以增加，或者被替换，这就使建筑外围护结构在
使用期间可以满足其他需求。 

——《立面构造手册》赫尔佐格  克里普纳  朗/著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现代建筑在围护体发展中的一个趋势：层级建造。

它更加强调每个层的功能性作用，而层与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性，从内到外的顺序

则是一个成功的围护体的基本。这依托于现代工业化体系，它不仅便于大规模生

产，也使得材料的性能提高，如绝热材料、防水材料、吸声材料，耐久性和功能

性更强，更强的针对性功能改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式”建造方式。传统

的建筑材料如砖石墙体、木材墙体、夯土墙体，通常都具有一定的保温和防水功

能，但性能的提高通常是通过材料的厚度来达到的，但与之相关的会有开洞的问

题，对于结构的影响也是直接的。而建筑中通常因为潮气的扩散、空气的流通、

光线的照射等给人的身体带来问题，而现代建筑的材料，也同时在改变传统材料

的配比，或增加补强的作用层，使得传统材料的“单一式”建造方式得以延续和

改变。而且大部分传统材料源于当地，需要大量施工人员，在过去是一种很好的

方式，但现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量，不断改变我们对于“在地性”的理解。 

对于围护性的讨论，显然墙体的功能性比屋顶要更加直接，因为屋顶的形式

和材料对于问题的考虑更加复杂。而讨论墙体，不仅包含它的功能性也包含再现

性，墙体与身体的关系一直都是现代建筑探讨的主题，而在当代表皮的问题成为

了一个主流。在结构意义上，墙体与框架的分离，墙体的再现问题就较结构意义

更加重要，装饰性立面的元素和大型霓虹灯面赋予墙体更加时尚的文化意味，要

讨论墙体的历史是复杂的，而本文借由对于墙体的围护性功能来讨论现代建筑与

朱竞翔团队的实践关系，讨论现代的建筑围护结构，侧重面也更加在构造和性能。 

 
3.2.4 如何理解层级建造 

单一式和层级式的不同，是依存于建造方式的不同。空调等设备的使用，对

于建筑室内物理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典型变化，人们

可以在一定空间内将室内温度维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使之达到身体的舒适性，

而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新的建筑学问题，路易·康在理查德医学大楼中的设备层处

理，就是建筑师的一个典型回应，因为庞大的设备占据越来越大的空间，而也因

为设备的维修需要身体的置入，于是服务空间真正产生了。显然这和 19 世纪，

服务走道的意义相似，因为由此单纯的穿越式过廊空间成为了现代的走廊，而且

也成为了基本的平面布置方式，但是走廊的意义同过去是不同的，因为它现在成

为了人们的室内主要交流空间。以上的例子都表明，一个问题的产生，随之带来

了一个新的建筑学的解决方式和形式概念。但围护结构一直作为建筑的一个基本

功能，而层叠建造的出现确是近百年的事情。如果我们观察过去的房子，不管是

木构还是石构建筑，单一性的构造方式是建造的主题。而现代建筑围护体的出现，

与保温、玻璃幕墙、太阳能、可持续、生态建筑等概念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太阳能建筑的核心议题是利用自然资源，但这一利用方式可以分为被动式和

主动式。主动式利用，更多指的是建筑的设备，如吸收能量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光

电模块，而我们居住生活中常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就是一个日常的方式，对于建筑

来说，合理的太阳系统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但建筑材料的全生命周期概念

也是平衡能源的一个重要议题，现在制造太阳能设备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这其

中的平衡仍是这一方式大规模扩展的一个阻碍。被动式利用太阳能，如利用热惰

性材料白天吸收能量夜晚放出能量保持室内温度。而太阳能也有过度的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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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和眩光的防护可以通过在洞口周围安装附加构件来实现（遮阳蓬、水平和垂

直的屏障、凉廊和固定百叶窗）。 

可持续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建筑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和自然资源，

现代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是个很恰当的比喻。这里的可持续性，包括了多种建筑的

方式，如使用轻型材料减少资源的使用，利用太阳能等自然资源，使用环保材料，

考虑建筑的全生命周期等等问题。可持续的概念，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节约

水电，使之成为我们的日常。在这一方面的成败并非取决于所拥有的最高技术水

平：透明保温层、太阳能集热器以及机械通风都不可能自动确保自觉、合理地使

用资源。就是在低成本建筑中，如果合理使用资源，也会有性能更加好和美观的

建筑。 

3.2.5 通常的层 
绝热层 
又叫保温隔热层。当内部温度高于外部时，能量会从内向外传递，绝热层起

保温作用；当外部温度较高时，能量就从外向内传递，绝热层起隔热作用。通常

材料都具有一定的导热能力，传统材料如木材和石材的热传递较低可以起到一定

的保温作用。光就建筑的绝热做法来说，也有通过闭合的空腔进行绝热的做法，

但通常施工起来复杂。传统意义上的绝热材料是一定厚度的砖石、木材，性能较

差的是钢材，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热导率。现代绝热材料：无机合成材料（矿

物纤维、玻璃棉等），有机合成原料（聚苯板 EPS、挤塑板 XPS、聚氨酯泡沫等），

它们的保温隔热性能更高。材料的选择不仅与性能相关，也与当地的气候、经济、

生产耗能相关，但材料的选择往往是建筑绝热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 

 
热导率：通常把热导率较低的材料称为保温材料。把导热率在

0.05w/(m`k)以下的材料称为高效保温材料。普通混凝土的热导率为
1.75w/(m`k)，粘土砖砌体为 0.81w/(m`k)，玻璃棉、岩棉和聚苯乙烯的为
0.04~0.05w/(m`k)。 

木材和始现于 20 世纪初的双层砌体后的静止空气腔被誉为首个针
对于改进保温隔热和湿度控制的构造措施。保温隔热材料由木刨花、软
木和始用于 20世纪 20年代的矿物纤维制成。——《构造材料手册》 
通常情况下，墙体的饰面层、防水层用来保护易受气候影响的绝热层。单一

式复合墙体是轻钢建筑的主要保温方式，如本案中使用的彩钢夹心保温板，作为

保温层的是挤塑板 XPS，外部是彩钢板，抗剪力，这样的复合板材有保温功能和

承受荷载的能力。对于整个建筑来说，保温隔热性能还包括其他元素，如窗户、

基础、屋顶。冷桥是破坏建筑保温的主要问题，而窗户是最易产生冷桥的地方，

高品质的玻璃窗、密封剂、双层玻璃幕墙、都是良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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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保温隔热的方式也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协助，如控制建筑体量系数，

大空间中的小围合体，尽量减少开洞面积等。室内外气候之间的绝热层首先要用

在所有的立面、屋顶及基础中，或用做地下室的楼板。理解绝热体系是建筑的根

本，常见的方式为内保温和外保温。不同的建造方式，也影响着保温的做法。所

以建筑保温设计，需要明确构造方式和保温材料选择，绝热层的厚度，而经过这

些考虑才能形成合理的保温隔热系统。 

保温与通风其实是个矛盾的命题，人可以根据季节更换衣服，冬天可以将衣

服加厚，夏天则可以减少，而建筑的外围护结构却不能这样自由地根据气候环境

而改变。在香港 M+博物馆的竞赛中，坂茂设计的建筑外围护体可以根据气候环

境打开和封闭，设计强烈的表达了衣服般的外围护体，但这并不是一种通常的方

式。这也体现在传统围合方式和现代的不同上，目前的建筑注重建筑的保温性能

和密闭性，严格地分割内与外的界限，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交流也仅是视觉上

的。传统的建造方式是模糊内外的界限，突出建筑与整体环境的一体感，这样的

内外空间达到了实际意义上的交流，如纸糊窗户、外廊等。但密闭性、内外交流

在此时是矛盾的关系，需要根据气候条件进行合理的设计。 

虽然现代建筑趋向于表达轻盈。使之与传统建筑区分，但墙体的厚度并没有

因为材料的聚合而减少，通常的保温材料为 120mm，而如果有空腔，一个墙体可

能的厚度是 240mm。绝热层在今天已经普遍存在于建筑的外围护中，而如密斯式

的“皮包骨”建筑则很难出现，因为通常钢材的导热能力较强，外部需要包裹绝

热材料和保护层。绝热层像棉袄一样包裹着整个建筑的承载结构，这时就出现了

一个新的问题，墙体还能表达其自身吗，失去了纵深方向的单一性，作为建筑元

素的墙体，其建构的形式意义在被弱化，或者说单纯表达某种建造方式，如夯实、

砌筑、浇筑等实体建造方式的意义被弱化，而围护与结构，作为层级建造考虑的

墙体意义加大。 

防水层 
建筑的防水，按照元素类型分可以为：屋顶防水、墙体防水、地面防水、构

件防水（如窗户）。其中屋顶防水是屋顶设计的一个重要考虑。平屋顶的防水，

通过一定的起坡和女儿墙等构造方式，底部铺沥青等防水材料。通常为有控制的

落水，如排水管道，而排水的方式也分为内排水和外排水。墙体排水主要通过外

饰面层，但一定的水蒸气也会渗透，所以要通过防潮层来处理，以免破坏保温层。

地面防水则主要考虑地下水位，通常方式是用防潮薄膜和防水层，两层围护的方

式。窗户防水一般会有滴水构件，窗构件的密闭性也是一个因素。 

在防潮层的考虑中，有两个基本措施： 

—在固定保温层之前必须将防潮/检查层紧贴温度较高的一侧（室内）。 
—要从内到外降低材料的不透水性（潮气）。内侧是密封承重层，而外侧是

蒸汽渗透防护层。 

 

图 3-6   
通过墙体的热流图  
来源：《建构建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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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层 
基本功能要求：防风雨、抗腐蚀、抗氧化、具有一定的物理稳定性。 
在这里我并没有用饰面层来表达，也就更突出表达作为墙体最外和最内一层，

所具有的建筑性能上的问题，防腐蚀、防水和防火，在这个基础上具有一定的表

意功能，也就是再现的价值。连续的木板、混凝土、玻璃、砖石，这些材料在具

有物质属性的同时，由于建筑师的使用，而具有空间属性。它不仅是一个覆层，

而是参与围合的空间界面，或者表达一种透明性的空间。建筑学中对于表皮的讨

论，也不仅着眼于此。因为大量材料的使用，覆层涉及到材料的拼接，重力的传

递和稳定性等问题。 

 
空腔层 
空气间层的传热 
影响因素：·空气间层的厚度·热流的方向·空气间层的密闭程度·两侧的

表面温度·两侧的表面状态 

寒冷地区在空气间层的上下端，以轻质泡沫塑料或纤维类绝热材料为填塞物

作为气密封条，以确保空气间层的绝热效果。温暖地区，空气间层内适当通气，

可将室内水蒸气排向室外，从而可以防止因内部结露所造成的基础或柱子等的腐

蚀。 

玻璃内的空腔：隔热玻璃是由两个或更多的玻璃板构成的，密封的空腔厚度

为 8-24mm，可以阻止空气进入。通过在空腔中进行特殊的填充或是另加薄膜，

或者是在玻璃板的内表面涂层，可以用很多方法改善 U值（热阻系数）和 g值（总

能量传播）。 

空腔层的价值在于让空气在建筑外围护上游走，时而在其内，时而游离其外。 

 

3.2.6 窗户 
窗户是围护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不仅让光线进入，也是建筑通风的重

要路径，在此处室内与室外能量发生交换。在路易·康谈论的房间概念中，洞口

的产生是必要因素，如古罗马浴场顶部的洞口，使空间得以形成。而我们现在的

生活中，有了机械通风和获取光照的方式，那窗洞是否还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呢，

而如果谈论空间时，那我们不能放弃窗洞的讨论。现代建筑立面的窗洞形式是多

样的，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功能性开窗，变化的洞口大小、不同的过梁形态、窗户

与视线的位置，都在重塑建筑的围护体。当然这个背后其实是结构的影响。在墙

体承重的结构中，窗洞依托于过梁，为保护结构力的传递不能开的很大，而且角

部位置也是无法开窗的。在框架结构中，窗户是自由的，柯布西耶提出横向长窗

的现代建筑准则，就是依托于墙体和承重结构是脱离的。随着玻璃幕墙的产生，

窗户的意义已经扩大到包裹整个建筑表皮。在密斯的建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

种皮包骨的建筑形式，但传统的单层玻璃对热量阻隔能力较弱，冬天室内能量在

此处快速流失，夏天的太阳辐射热量则轻易使室内温度升高。而现代窗户的材料

和构造性不断在变化。 

透明建筑材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通过涂层和充气构件，三层
玻璃窗可以具有和垂直开洞的轻质砖墙一样的保温隔热性能。点式安装
使玻璃不需要外框即可装配。使用层压玻璃技术就可以获得防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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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精确调整玻璃的颜色和透明度。遮阳技术可以通过使用光感应玻璃或
喷雾器实现，或夹在两层玻璃的可调节百叶，其形式多样且不需要日后
的围护。 
——《简单建筑》（Building Simply）克里斯汀·史蒂西编 

在这里讨论的是作为外围护结构的窗户，发生在窗户表面的内外能量交换是

关键。 

 
 

图 3-7  墙体的层级建造方式 来源：《建构建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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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层级建造与设计 
在设计的考虑中，关于层级建造我们要关注如下几点：材料、功能性、尺寸、

顺序与关系、构造与节点（安装方式）。设计围护体首先面对的是气候环境，确

定能量在层面的交换方式，维持能量稳定优先还是能量交换优先。形式的考量主

要与体量系数和开窗系数相关，通常的层级为：承重层、保温层、防水层、防火

层、空腔层和保护层。层级作用首先要考虑材料的功能性，与形式相关的是材料

的尺度，这与材料性能的发挥和安装方式，对于节点的处理都相关，可反映层级

建造的形式考虑，尤其是不同材料的交接（如木材和钢材等），不同建筑要素的

交接（如围护体与楼板等）。这样的考虑中，既有对功能的考虑，也不能忽略形

式的设计。我们通常称不同的层级方式为设计策略，它需要与其他方面紧密结合，

因为不同因素的单方面改变，都会对整体产生影响。在 2000 年由尼尔斯·拉森

（Nils Larsson）提出“IDP”（Intergrated Design Process）的概念，通常译

为“整合设计过程”或“集成设计过程”。即指建筑师要通过整合各方面要素进

行统筹考虑，建筑形式的结果依据背后的设计逻辑。层级建造与设计的关系越来

越多的展现在当代建筑的围护体设计中，借助这个概念来考察朱老师项目中的围

护体设计，通过案例比较的方式来展开。 

 

 

 

 

 

 

 

1）.作为形式结果的厚度和功能性考虑（材料、尺寸、功能） 

图 3-8  Steven Holl 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展亭 ， 
立面构造：1000×2100×4mm 穿孔的生绿锈铜板用不锈钢固定、粉刷的螺栓支撑结构、

有树脂涂层的玻璃纤维板、80mm 刚性泡沫材料隔热层、150mm 硅酸钙砌块、60×55mm
的木板、维板带有桦木薄板 
来源：《立面构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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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构件与围护的关系影响了墙体的厚度和视觉形象，通常因为钢材的导热

性较强，绝热材料将其包裹，避免冷桥的产生。木框架建筑，因为木材也具有保

温隔热的性能，绝热材料通常填充于木肋之间。钢筋混凝土承受荷载的墙体，当

达到一定厚度时，可以减少绝热材料的厚度。作为墙体的各层，绝热层和空腔的

厚度最大，通常这与结构方式相联系。常采用的绝热材料厚度为 100-150mm，空

腔在 20-50mm 之间的起保温隔热作用，而当厚度超过 50mm 的空腔层，通常起通

风空腔的作用，在上下的开口处也预留空间，使得水蒸汽得以蒸发。各种预制产

品的生产，使得更多功能复合，一个 100mm厚的夹芯墙板可能就能满足墙体的全

部功能。 

厚度是墙体纵深形式的一个表象，各种材料的厚度叠加在一起，而形成墙体

的凹凸变化。斯蒂文·霍尔在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萨夫特伊斯办公楼

（Sarphatistraat Offices,1996-2000）的外墙中，通过对于不同构造层的处理，

表达了立面的凹凸和通透性的改变，外层以多孔铝板包裹，内层则是多孔复合板。

这里不同层的厚度结合透明度的改变，成为了围护设计的方式。 

2）.构造和联接（安装方式） 

固定件类型：暴露的（钉子、铆钉、螺栓） 

              隐藏的（扩底式螺栓、悬挂系统） 

因为是不同层，不同材料的复层化构造，自然涉及材料间的连接方式。玻璃

幕墙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一定厚度的玻璃板垂直于玻璃平面，单独由玻璃构件和

结构胶固定，承受自身荷载抵抗水平外力；其他材料如木材、钢材作为框架，玻

璃通过连接件固定其上，或者通过粘接方式填充其内；U型玻璃作为独立的构件，

一般通过上下的钢构件与结构连接，如果采用双层 U型玻璃，则具有较强的保温

隔热能力。保温隔热材料的固定，通常为黏结固定（沥青、黏合剂），也可采用

独立固定的方式（打钉、螺栓）。在本案中，彩钢夹芯板采用公母口的对接方式，

通过卡槽形成整体。而保护层的连接方式，因为其可见，通常为精确连接的表达。

墙体构造各层在纵深和横向的层面上连接，不断趋向于精确和简单化，而连接构

件或者粘接剂的性能都在不断提高。联接也作为建构形式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3）.顺序和关系： 

    层级建造中，对各层的考虑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因为具体的环境条件不同，

设计的起点也会不同。如在寒冷地区墙体的保温功能要求更高，而保温材料的厚

度和密封方式也会相应不同，成为了外围护设计的起点。气候条件、建筑所处的

场所、设计的概念等问题，影响着层级建造的方式。 

通常防水层位于保护层内绝热层外部，防蒸汽层位于内保护层和绝热层之间。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水蒸汽浸入绝热层，破坏材料的保温性能，也避免墙体的潮湿。 

绝热层的位置，是建筑保温隔热系统的一个区分要素。当绝热层在承重层外

部并将其包裹时，称其为外保温，这种做法因为保温层的连续铺设和相应减少的

冷桥可能性，而具有很好的保温隔热能力。当绝热层在承重层内时，通常会被楼

板等要素阻断，这通常用于以承重混凝土或砖墙为保护层的墙体，对旧建筑进行

改造时也是常有的加保温的做法。 

作为最外部的保护层，通常因为材料做法的考虑而成为多层设计的起点，如

透明度的选择，是否考虑遮阳等。承重的方式，自然对应着外围护的处理，结构

与围护的关系是层级建造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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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朱老师及其团队的策略和实践作品的围护性研究 

在围合结构的热物理设计中应首先利用“稳定的室内气候”的被动设
计策略，运用“绝热”、“蓄热”的构造原则和“热阻”、“热容”的建筑
材料特性，也包含控制湿度，优化自然采光以及组织室内通风等其他方
面。 
在上述当地化策略中，团队认为首先以“稳定室内气候”为第一原则，
隔绝室内外能量交换；其次才是“交换室内外能量”的原则，诸如利用
自然通风降温，太阳能采暖等手段。如今，此设计策略将仍然适用于轻
型建造系统。因为，不论围护结构是否为轻型材料，不管是应对炎热还
是寒冷气候，需要夏季放热还是冬季防寒，对于室内舒适性而言，本质
是要应对能量在围护结构上发生交换的现象。 
——《轻型建筑围护系统的热物理设计——新芽轻钢复合建造系统的项
目案例》夏珩、朱竞翔 

 

 

新芽体系中的外围护体，从外到内分别是外立面层、空腔层、隔蒸气层、绝

热层、内饰面层，这其中承重的轻钢龙骨与预制的填充木基板材复合，形成既承

重又保温隔热，并能消除冷桥的功能体。预制的填充木基板材通常由外层的胶合

板和内部的木框架，填充的保温隔热材料，通过粘接的方式组合，形成完整的夹

心板。空腔层的厚度大于 50mm，且不封闭，可以使得气流在墙体竖向游走，带

走空腔中的水蒸气。在达祖小学的项目中，外饰面采用木板错缝搭接，使得后部

的空腔层在水平视线上可见，形成了墙体的纵深向厚度。内部的防火层，同时具

有防蒸气的作用，但主要是为了保障建筑的消防安全。 

新芽项目的外围护体，主要变化的是外饰面层，下寺的外饰面是水泥纤维板。

另一个一直在变化的元素是窗户的设计，包括位置和组合方式。下寺项目中的窗

户采用小而分散的布置方式，既保证墙体的斜向传力也使得光照充足。在通风的

处理中，达祖小学采用了上部大面积的采光窗，和下部小的通风口，将采光和通

风进行分离，既保障了通风又不产生过多的能量交换。达祖小学的内饰面墙结合

了层架的做法，提供了身体与风景的并置方式。 

 

图 3-9  团队的外围护体策略  
来源：《轻型建筑围护系统的热物理设计——新芽轻钢复合建造系统的项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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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0  下寺小学的外围护体图 来源：北京展览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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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ouse 和上海项目中采用的是由龙骨、板材与蒙皮组成的箱式体系。木肋

间距 1 米，填充保温隔热材料，外饰面为玻璃钢板和胶合板，内饰面是石膏板。

大面积的玻璃窗和竖向大开口，错向布置，避免对于结构的破坏。箱式结构，采

用连续的围护界面处理。整个表面本质上也是一层夹芯板，具有完整的绝热性能

和结构能力。 

龙岗低碳城项目是集装箱改造类的，对雅致“2000产品系列”进行再开发。

结构为冷弯薄壁型钢框架，围护系统为涂层钢夹芯板、U型玻璃模块，竖向的大

开口窗户与墙板模数相同，铝合金外遮阳系统。外遮阳系统主要减少建筑物表面

的辐射得热，从而防止室内过热和降低建筑的空调能耗。建筑中的钢框架冷桥无

法避免的产生，在这里能源交换的优先考虑为隔热和通风。 

栗子坪项目采用了板式体系，外部的围护体为双层 U型玻璃，通过形成封闭

图 3-12  ihouse 的外围护  
来源：北京展览用图 

图 3-13  龙岗低碳城项目的外围护做法  
来源：北京展览用图 

图 3-11  新芽体系的外围护做法，从左至右：下寺小学、达祖小学、美水小学、鞍子河保护站  
来源：《建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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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腔，来达到保温隔热的作用但主要考虑的是采光条件。内部的独立单元围护

材料是 SIP结构保温板——硬质保温板材作为夹芯，高性能板材作为面层，3层

材料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结构。在结构与围护的关系层面上，分为外围护

和内围护，外围护独立支撑自身，内围护具有结构功能承托屋顶，结构与围护的

关系错叠，形成了多个围合界面。 

朱老师项目的起点在于对活动板房的改造，关键是形成了完整的围护性界面，

夹芯板材因其具有结构和绝热能力是一种理想的围护材料，木基板材不同于活动

房屋使用的保温板材，通过使用木材这一导热能力较弱的材料，形成了完整的绝

热整体。新芽项目中形成了连续的夹芯板材覆层，使得轻钢龙骨被完全包裹，从

而减少了外围护体上所发生的能量交换。作为独立的构件，窗户的设计中，使得

采光和通风分离，也减少了通常在窗户构件上产生的冷桥。 

在国外，钢结构房屋的探索经历了很长时间。Walter Gropius 设计的轻型

房屋，承重结构由型钢组成，软木板提供了绝热、石棉护墙板这些外部的覆面。

内部墙面则使用了木纤维、硅土木纤维或石棉水泥网。外墙的 U 值相当于一层

160mm厚的黏土砖墙，房屋的弱点在位于型钢前面的薄板之间的连接点处的绝缘

材料被中断了。Schuliz设计的轻型建筑，外围护部分采取的是一种夹心式构造，

即内部是一层石膏板，中间是通风的抗老化性毛皮，外面覆盖一层波纹状的铝板。

承载结构由一个框架构成，内部钢构件表面涂漆防腐，外部构件采用的是热镀锌

钢。 

 

 

 

 

 

在格伦·马库特的肯普西博物馆中，他是如此描述外围护的做法：“砖砌的

墙体只是表皮。细细的柱子被固定在了横墙上。所有的要素结成一体，共同发挥

图 3-14  Schulitz 设计的私人住宅 ， 
立面构造：18×76mm 轻金属波形板、45mm 板条/通风腔、防空气和防水隔膜、19mm
硬纸板、50mm 与 70mm 的矿物绝缘纤维交替间隔、2No.12.5mm 石膏板 
来源：《立面构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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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砖饰面相反，我在内部砌墙，把防水的轻质表皮放在外边，保温层则在

它们之间，保护了墙体，因为它是绝热的。墙体支撑了内部质地很轻的钢骨架。

结构体系协调共生，它们的关系就好像肌肉、筋腱和骨骼。” 

围护体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是像人的皮肤和衣服一样的，一层层共同作用，

保护身体的平衡。外墙的围护要具有防水、隔声、保温、隔热等能力，内墙根据

不同使用要求，也产生了不同的围护处理，如卫生间需要防水，瓷砖贴面会很好。

屋顶的主要问题在于隔热和防水，并能产生一定的压力差，使得房间能够通风。

对于围护，我们的考虑不应在于它的可见与不可见，而是合理的处理各层的关系，

从可持续的角度上进行设计。 

综合其上，朱老师及其团队，轻型建筑外围护的突出做法是性能的复合，利

用夹芯板材的承重和绝热能力。既有夹芯板材独立作为围护单元，如本案中使用

的彩钢夹芯板、栗子坪项目中的 SIP结构保温板，也有将夹芯板材与其他构件复

合，如新芽体系的木基板材的连续和 C型钢的接合，箱式结构中填充木龙骨期间

的保温隔热材料。作为成熟的产品类型，夹芯层的结构做法，成为了轻型结构房

屋的主要围护处理。在能量交换的做法中，窗户采光和通风的功能分离，并和墙

体的空气腔共同进行能量扩散，使得整体建筑在封闭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呼

吸”。 

在结构和围护的角度，这种处理方式隐藏了重力传递，结构与围护是复合的，

它和传统的单一性建筑墙体的表象是相似的。作为结构元素的柱子，仅在白水河

项目中有刻意的表达。可以说，这一系列房屋中，空间的围合界面是第一位的，

结构性的元素、被隐藏的各层成为了服务性的。项目中的窗户也是表达空间的一

种方式，但更多是成为了独立的建筑元素，如凸窗，成为了建筑构成的重要部分。 

空间和效能和朱老师及其团队的关注点，史永高老师这样描述：“当空间品

质上的把握已然化入血液，效能问题的介入便只是为空间的塑造提供了又一向度

的考量。于是，那些结构上的创新，无论是新芽体系还是箱式结构，都具有了特

别的空间暗示或规定，它们并含混了支撑与围护的传统分离，从而为效能的提升

准备了更多的可能性。” 

 
 图 3-15  达祖小学的外围护体轴侧图 来源：朱竞翔老师讲座用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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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栗子坪项目的外围护体图  
来源：建筑学报 2014.04 

图 3-17  休宁小学的外围护体图  
来源：建筑学报 2014.04 



第五章 结论 

53 

结语 
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处理形式与功能的问题，建构理论对于当代

建筑的评判价值不断被提升。但如何评判当代建筑的实践呢，在一定的理论层面

上，似乎无法进行。本案结合雅致酒店集成房屋，将其作为朱竞翔及其团队轻型

预制建筑体系的一个典例，通过建造过程，进行深入思考。 

也结合体系的发展，对“复合”的概念进行思考，从而发现结构与围护体的

工作关系。结合这一想法，提出了层级建造的思考点，将现代建筑的围护体做法 

与团队的项目实践中的围护体做法进行比较。探讨结构与构造的逻辑原则。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大量建筑案例的细部图纸，也包括地方的一些标准做法，

还有建国初期的建筑细部图纸，这些图纸如此重要不在于它们规定了一种范式，

而是传达一个建筑的建造过程，以及建筑元素是如何被组织的，什么材料参与了

建筑的构成。Atelier Bow-Wow出版的建筑书中，将剖面详图与房间透视图并置，

表达了建筑的构成与身体的关系。墙体的厚度由材料复合而成，一个舒适的房间

应有合适的家具填充，合理的声音环境、热环境，白墙面不会因为返潮而脱落。

墙体不仅在水平层面上界定内与外，也通过透明的玻璃在视线上实现内外是交流，

适当的开口也允许外部新鲜空气的进入。 

由此，我们关注围护体的层与层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于建筑的建构形式讨论，

而是对一个建筑的建造全过程的思考。商业社会和分工使我们越来越缺少了机会

了解建造的全过程，即便我们是设计者。朱老师及其团队的工作，从 total design

的角度出发，借由对于具体环境和设计条件的分析，合理选择材料、工艺，并与

生产商合作，对建筑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和设计。我想这对于当代的中国建筑环境，

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促使建筑师去了解混凝土的浇筑，钢材的搭接，参与建造的

全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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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致酒店集成房屋工作记录及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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