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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探索关于人居的一切可能性
Explor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Residential Life

住宅建筑一直是现代主义建筑关注的主

到这种转变的探索与前瞻性实践中。”

要对象，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劳工阶

从竞赛启动至评审期间，我们积极对话

层的住房短缺和标准低下一直都是新兴工业

三大主办方及六位评委大咖，开设专题沙龙

化城市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时至今日，我

与设计工作坊，不断拓宽青年居住话题与创

们仍在为广厦万千之理想和住有所居之梦而

想边界。同时，我们还联合《新建筑》组

努力着。

织策划了这一期关于“创想青年家”2018

2018年10月，一场以“创想青年家”

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专题的增刊。专

为题的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在深圳火

题的四个版块“大咖说”“在现场”“思辨

爆举行。我们在这座人口增量连续两年跑赢

力”“创想+”将从前期竞赛主题、幕后专

北上广的先锋城市，聚焦当下城市青年的居

家访谈，到评审现场及一众优选作品，进行

住问题及解决之道，以期激发当代建筑师群

全景式的梳理与回望。以此重新审视现有的

体，从学生到青年建筑师，乃至行业中坚力

完全围绕商业房地产服务的设计专业知识和

量，对青年生活方式进行设计与创想；激发

设计方法，回到为居住本质而设计的原点。

全行业的联合，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

2018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颁奖

性。诚如竞赛发起人华阳国际设计集团董事

礼的落幕，也预示着“创想青年家”从“创

长所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竞赛，更是一

想”跨入“造进现实”的阶段。我们将联动

场以想象力和创造力探寻建筑对时代问题的

建筑产业界，不计商业回报，真实落地建

回应。”

造。全球青年建筑师对于生活方式、居住模

这份期盼，与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式的创想，未来人居产品的建造样本，不久

学院仲德崑院长不谋而合：“我们相信，不

将在华阳国际的“建筑实验场”——东莞建

管是建筑设计还是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都

筑科技产业园真实呈现。

应该回应大环境与社会需求的转变，并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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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说

“创想青年家”
——一场预期未来的建筑实验
Dream Apartment: A Prospective Architectural Experiment
DOI

10.12069/j.na.2019Z1004

中图分类号

TU201

文献标志码

C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9）Z1-0004-06

2018年，华阳国际设计集团联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以“创
想青年家”为主题，启动了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我们关注城市青年的居住问题，在城市房价
高企的背景下，向参赛者提出了如下问题：设计如何为年轻的追梦者助力，设计如何突围事关民生的
住房难题？
竞赛汇集全球四大建筑学院院长迈克尔·罗通迪（Michael Rotondi）、庄惟敏、仲德崑、孙一
民及余英、贾倍思、仲继寿一众大咖导师坐镇评审。不止如此，获奖作品经深化后将有机会在华阳国
际东莞建筑科技产业园真实建造，为未来城市提供建造样本。
这一由建筑学术界、产业界多方联合，为全球设计青年共创的设计擂台，以其极具挑战性和社会
性的议题、强大的评委阵容以及“真实建造”的机会，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有创想、有志向的设计师
和建筑院校学生踊跃参与。
自10月8日竞赛启动以来，华·工坊组委会对话三大主办方及两大评委主席，从不同视角不断拓
宽青年居住话题边界，探讨建筑设计的价值观，同时，也邀请余英和贾倍思两位老师，分别围绕青年
居住问题本质和获奖作品背后的建筑思潮探讨未来青年公寓的设计形式与创作思路，多维度启发设计
者思考。
华·工坊组委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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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崇武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董事长，全
国勘察设计行业优秀民营企业
家，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
企业家，广东省优秀企业家，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百名行
业领军人物

唐崇武：全行业联手创造社会价值
Tang Jeffery: The Whole Industry Works Together to Create Social Value

随着设计工作坊的结束以及颁奖典礼的举行，“创想青年家”2018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告一段落。2018年，是华·工坊设计竞
赛成功举办的第二个年头。仅两年时间，这场由设计企业发起的建筑设计竞赛，已将其覆盖面与影响力推向全球。
“创想青年家”比第一届华·工坊的“Dream Office”更具社会性。高昂的房租让许多年轻人出于对经济能力的考量，而牺牲掉居住
的环境与品质。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今年的设计竞赛激发起青年建筑师群体，对他们这一代甚至是未来青年生活方式的创想与设计，同时激发
起全行业的联合，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华阳国际在过去近20年的发展中，通过建筑设计、城市人居研究、建筑科技创新研发等多种媒介全方位地介入城市发展进程。从2012
年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标准化系列化设计研究》（政府课题），到2014年开始自主研发的“十全十美”人才保障房产品，都能看到
我们希望将新技术、新型设计理念及新商业模式应用在深圳市保障房、人才房、改善型住房的建设中，以改善城市普通百姓的居住品质
和生活体验。
本次竞赛同样延续了华阳国际对城市人居的思考。这些年，当大家都在热议“逃离北上广深”时，我们希望这些承载着社会发展希望、
城市创新希望的有志青年，不会因为居住困难而对一个城市望而生畏。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我们不会用投入产出的商业逻辑来评判方案的好坏和公寓建成的经济性。为此，所有商业上的原则和束缚都可以
打破。相反，我们将以此作为城市青年居住问题解决的一个范本，并在后续的建设当中不断迭代，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我相信，这会
让更多参赛选手能毫无束缚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与设计价值。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为华阳国际建筑科技产业园的公寓找到一个完全对标的方案。我相信年轻人的创造力及对生活的憧憬
与追求，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对未来有所启示的理想生活方案。这就是我们联合教育界、学术界、开发商，甚至整个产业链去做本次
华·工坊设计竞赛的目标。
今天，华阳国际的成功已经不局限于规模和商业上的成功，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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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德崑：
以“创想青年家”唤醒
青年人创想的初心与力量
Zhong Dekun: Rouse the Youth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Power of Creative Thinking

高速发展是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最主要特点，房价增速在近些年尤为突出。对
于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发展和居住品质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这是中国所有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不管是建筑设计还是建
筑教育的发展方向，都应该回应大环境与社会需求的转变，并投身到这种转变的探
索与前瞻性实践中。
本届华·工坊的主题，就预示着设计行业和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随着土地开
发从增量转为存量，用于出售的商品房会转变为结合居住、创业、社交等功能的长
租型居住模式，也就是青年公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从业者聚焦这个未来十年甚至
几十年的发展问题。
竞赛的设计对象直接针对青年群体。不同于市场上很多同质化的青年公寓，
“创想青年家”的命题需要从更多维度审视。首先，作为现代建筑，竞赛作品从建
筑形式、空间构造到室内、家具都应该体现创新青年的精神，并从青年一代的居
住、工作、生活到社会交往、创业孵化等方面展开创想。
从竞赛成果中，我们看到了设计者对项目创造性和在地性进行了很好的结合，
在共享精神、社会交往及生活创想上都有很多的闪光点。
创想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也是建筑设计师
最应该保有的品质。很多学生毕业进入设计单位，在受到规范、市场、甲方的约束
后，常常忽视了最初的创想精神。其实，对于青年建筑师而言，“创想”基因尤其
重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离不开每一位设计者的首创精神。希望青年人能够
不忘初心，保持创想的力量。
本次竞赛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建造”的机会，鲜活的创想将最终从表
现图中跳脱出来成为现实。这对于参赛者及发起竞赛的初衷而言，结果是极其丰
硕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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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德崑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
长，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评估理事会副理
事长，江苏省建筑师学会会长

孙一民：让住宅重回城市设计主题
Sun Yimin: Let the Residence Become the Theme of Urban Design Again

房价在城市困局中被提及的频率非常高，但在建筑设计从业者眼中，住宅的畸形化发展问题更为突出。所以，
本届华·工坊将住宅设为竞赛主题是正确的，更广泛的来说，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研究都应该重新关注住宅，而起点
和基础应该跳出现有房地产业单一逐利理念下的品种。切实鼓励和增加多样性。回看建筑史不难发现，建筑思潮的
较大转变，都与住宅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关注住宅，并且鼓励创意的生长。
在住宅设计的创意问题上，有人觉得天马行空、不能落地才叫创意概念，还有人认为过于实际的不能称之为
创意。但其实，在创意概念和建造之间，好的概念是要能落地的，落地的项目也是因为它有很好的概念。这才是设
计，才是建筑师的价值。
不论是住宅建筑还是公共建筑都有自己的内在意义，只是我们常常忽视对技术上的、工程上的、都市层面的创
作关注。以住宅为例，大多数都市性的细节都被忽视掉了，学生、老师、建筑师均缺乏对这部分的关注。这一问题
是社会、价值观等多个方面综合产生的。问题严重么？严重，但想进步也没那么难，实实在在地把工程技术、生活
方式、城市的问题，在每个项目上都解决一点，进步也就多一点。

孙一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
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
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工
程勘察设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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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惟敏：
尊重多元价值共生，
用空间的形表达诗意
Zhuang Weimin: Respect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e Values, Use the Space to Express
Poetry

年轻人“逃离一线城市”，最简单直接的因素是市场驱动。
市场确实有不健全、畸形的地方，比如土地的稀缺造成房价的虚
高，而最终压力都转移给了消费者。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持续的、带有弹性的、廉价的住房供应
体系。这种住房供应体系要在产业链中去研究，比如使用一段时
间可以改造成另外一类，或者弹性模块式的转变，在全寿命周期
里，就变得比较简单，价格相对稳定。
我相信，年轻人的逃离是被动的。因为数不清的事实证明
了，城市仍旧是创新、创造的基础，城市仍旧是聚集了最多社会
财富的地方，城市对年轻人始终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既然这种逃离是被动的，那么把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一点
一点化解掉，自然也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基于此，本届竞赛具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长兼总建筑师、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国际建协职
业实践委员会联席主席、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备非常强烈的社会意识，在作品评判上，我们也更关注项目对城
市的贡献。
居住，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当今发展潮流下，既
有对环境的尊重、对历史的传承，还有面对新技术、新未来呈现

最小细胞生长的记录，参赛者或许要考虑在建筑中单身贵族怎

出来的多元价值观。所以在竞赛评审过程中，除任务书的基础性

样拆分成二人世界，继续拼贴成三口之家，以后又将怎样拆分

要求，强调并尊重多元价值体系的共生，也是一大特点。引用海

等等。

德格尔的一句话，就是“诗意地栖居”。
“栖居”就是功能，人要居住，要理性、逻辑、功能合理，

天住建部，包括国家层面、政府层面鼓励的装配式和弹性化相

比如流线很顺畅、分区很明确、各种生理、心理条件能够满足，

融合。所以说装配式、弹性化以及模数化也成为这次竞赛隐含

这是建筑作为作品和一种特殊商品的内在品质。

的条件。

但是还不够，还要“诗意”，就是精神层面的含义，也是今

在作品评审过程中，评委们看到了参赛者多样的贡献及想

天人居环境更重要的价值走向。在满足使用功能时，还有对文化

法。学生组第一名的方案完成度很高，设计理念诠释了对老城区

的崇敬，对历史的眷顾。

特别是高密度区，解决年轻人居住、土地稀缺及节能等方面的方

就像莎士比亚所说：“我们要给意义赋形”，建筑师要把
“诗意”用空间的“形”表达出来，这就是建筑的境界，也是本
次参赛者可以进行创造发挥之处。
对参赛者来说，竞赛题目也存在不小的难度。第一个难度，
2

是群体的概念。建筑面积约2万m ，不只是设计一个建筑，更要

8

这种空间的可变性，带来的整体变化和影响，恰恰也是今

法，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竞赛成果。
真正的建筑革新，往往是从技术革命开始的。从竞赛结果
可以看出，“创想青年家”这一主题得到了不俗的回应。竞赛也
会更多地启发设计师：作为城市的一份子，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一
员，其实可以通过设计来表达对城市的美好向往。

有城市设计层面的总体考量。而且，这个规模也要有社区公共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随着现在以人居环境科学、人们的

间的配套，参赛者需要有亲身的体验。第二个难度，设置了三种

使用追求为核心，设计者的理念会有很大的突破。我想，更多类

户型，也体现了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发展过程，有人们生活、

似项目的开展会让大众的设计感知水平、建筑文化素养得到更大

家庭繁衍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体现在空间的演变，应该是城市

提高，这种意义是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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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Rotondi
前南加州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全美
建筑教育奖获得者，RoTo建筑事务所
总裁，摩弗西斯事务所联合创始人

迈克尔·罗通迪：
每个问题都是创意产生的开始
Michael Rotondi: An Idea Begins from A Problem

中国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类社会试验。要让十几亿人向前进，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庞大的问题。
过去几千年，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状态是水平的，街道或村镇中的人互相熟悉；而当今中国的居住分布从水平转变为垂直，社区中的彼此并不
认识。但让身体感到舒适、让心灵产生思考的恰恰是社区生活。社区生活会激发更多智慧、让思维更加敏捷，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于人与他人之间
真正的关系。而想真正拥有这种关系不是一起逛街购物那么简单，而是要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逐步创造。
本届竞赛立足于对青年公寓的思考，参赛者并不是在设计一个居所，而是为时代青年创造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因为，青年公寓中生活着的
是要创新生活的一代人，他们与过往、与常规存在诸多不同。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公寓的诸多功能应该是可分享的，在设计中，设计者要考虑功
能的分布及平衡不同代际人的需求，并且要兼顾人际关系的发展。作为设计者，要同时思考美学和社会学问题。而想真正达成影响力，还需将经
济和商业模式等问题考虑进去。
学生组很多方案的亮点在于，展示了如何在高密度公寓建筑中创造社区生活，如何把人与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年轻人之间的交流终于可以
脱离数码产品，实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相遇。
这就是建筑学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过程。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坏事，相反，对建筑从业者来说，这是创意产生的契机。建筑学思维的特点就是
用创意解决问题，未来的建筑学将不仅局限于一种职业或学科，它还会成为一个平台。
我执教的设计学院在教授历史和理论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利用科技快速、实时地开发创意，这对想象力的延伸非常有效。设计迭代的速度增
快了，问题解决的速度也变快了，所以在创想之上，与技术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收稿日期

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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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
关键词

华·工坊

ABSTRACT

高密度城市

青年居住

建筑教育

国际竞赛

From the personal perspective of a competition judge, and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deeper social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behind the competition
theme, this paper restates the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evaluation, analyzes and ponders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behind the entries, and once again clarifies and extends the values advocated
by the competition.
KEY WORDS

C·Design, high density city, housing of young peopl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DOI

10.12069/j.na.2019Z1010

中图分类号

TU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9）Z1-0010-03

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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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青年居住
——由“华·工坊”设计竞赛引发的观察与思考
Inside the Residence of Young People: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C·Design” Competition

在全球城市竞争加剧，资源分配不均的今天，
一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土地日趋稀缺带来房价的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解决青年居住焦虑，非朝夕可得

持续攀升，高密度城市下的人居矛盾不断被激化。

青年，是支撑城市快速发展的主力，每年有上

其中，青年人的居住问题尤为显著。2018华·工

亿年轻人涌入一线城市追寻梦想，他们有限的支付

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立足这一社会民生热点，

能力与高昂的居住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拥有住

以“创想青年家”为主题，以真实建造为前提，

房成了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长期租房逐渐成为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对话城市青年，甚至与他们共

城市青年的主流选择。

同探讨如何用设计回应居住困境的契机。透过竞

然而传统租房市场存在一系列复杂的矛盾。随

赛，我们也得以窥见国内建筑设计行业、建筑教育

房价水涨船高的租金，迫使年轻人或是为了工作便

的些许沉疴。

利搬进诸如日本的胶囊公寓、深圳的城中村筒子楼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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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逼仄空间；或是逃离至城市边缘，承受长时间通

场的验证。但从中不难发现，青年居住产品的开发

勤带来的疲惫感。而缺乏约束的租房乱象、难以厘

并非仅仅依靠资金投入就能一蹴而就，对其用户需

清的房东、室友矛盾、不知何时到来的搬家更令他

求、产品设计、建造技术、开发模式等全方面展开

们难以真正安居，在住房问题上，青年群体仍处于

深入研究与探讨十分必要。
而本次华·工坊建筑设计竞赛以“创想青年

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占据租房大军主流的90后，开始提

家”为题，正是尝试从用户、产品、材料、建造技

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的居住新主张。

术多个维度引导参赛者展开思考。竞赛要求参赛者

当租房不再是一种妥协，而成为“挑剔”的权利，

自主定位青年人群，并对选定人群生活方式进行系

青年个性化的居住需求也推动着资本、开发商、政

统性研究，探索居住新模式，同时提倡运用产品思

府机构、建筑师等各方力量开启新一轮的尝试：长

维及建筑科技手段，让建筑具备一定程度标准化，

租公寓领域近几年吸引大量热钱涌入，从房企、中

能够实现快速建造，以适应未来大城市核心区土地

介到酒店、创业品牌陆续进场拉开抢房之战，大批

资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将颇为常见的旧城改造，以

青年品牌公寓匆匆面世，却又在2019开年不久显

及城市化进程加速下的新城建设。

现难以为继之态；2018年首届C H I N A H O U S E
V ISI O N大展展出最小未来家实验产品火星生活舱

二

建筑创作，应回归本质

与可移动的生活盒子；刚刚落幕的深圳国际家具展

对于评审原则，评审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达成

上，单身居所、养宠居所、同居居所、商务居所等

了共识：摈弃表面，回归本质——不提倡造型、立

精细化居住概念产品开始出现……

面、景观上的浮夸炫技，而是真正关注当下及未来

无论是发起于前端开发还是终端用户，这些
尝试是否真正契合青年居住需求，还有待时间与市

青年所需的交往、生活、隐私、个性化等实际需
求，这也是包豪斯主义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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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0多份来自全球设计青年的作品中，我们欣慰地看到年轻人的公寓设计除了
强调基本生活功能，对公共交流空间也有一定关注，例如有的方案设置了围合性走
廊，利用走廊形成公共餐厅或厨房，通过“吃饭”这一相对可分享的生活场景促进住
户间的交流，也体现了设计者对中国人用餐习惯的观察。公共空间设计以往在国内并
不受重视，其实国际上早已形成潮流，参赛选手们的设计思考已开始与国际接轨。
然而，参赛作品在宏观视野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建筑不止是物理空间，还
是心理空间。青年公寓在国内至今仍被看作是过渡型建筑，鲜少有对居住者心理的观
察与探讨。而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调研、探讨从大学就已开始，不论是从微观层面
展开的已婚学生宿舍设计，还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空间与犯罪的关系，这类细分领域的
学术研究已经非常深入。
因此，笔者更期待看到从青年群体心理需求切入的设计。曾经轰动一时的富士康

3

跳楼事件，是否有人从建筑角度反思解决方案？如何设计治愈抑郁症的空间，为年轻
人减负减压？如何缓解独居者的社交恐惧？这些现实需求是大量存在的，遗憾的是似
乎并没有参赛者关注。建筑学是边界延伸甚广的学科，需要与很多其他学科产生交叉
碰撞，建筑教育培养的应是有洞察社会现象本质能力的设计师，而不是只会就设计做
设计的技术工人。年轻设计师思维的广度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竞赛作品还存在一些普遍性不足。为了让创造力得到更从容的发挥，竞赛项目
用地是相对宽松的，最终方案虽然出现了几种可能性，但整体的想象力、创新性仍然
较为缺乏。我们的年轻人似乎过于受到建造规范的束缚，习惯了学生宿舍式的同层高
度，习惯了一做走廊就放两排柱子，对于如何利用层高变化创造丰富空间体验的思考
较少，反观国外的百年建筑很多做了错层、坡道、楼梯穿插等趣味空间。这也反映出

4
3

参赛作品“环-境”外观效果

4

参赛作品“环-境”剖透视

长期以来国内建筑市场对设计的影响过于深入了，这种为快速生产而设计的工作模式
扼杀了建筑师的创造力，甚至影响了大学建筑教育对创意思维的激发与培养。
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回归本质的建筑创作，更需要懂得建造要义的建筑师。建筑
师若徒有视觉概念，缺乏对建造技术、材料效果、施工质量的感知，一切创意都只是
空谈。本次华·工坊所提倡的“真实建造”，不仅是对方案创意的最大尊重，更深层
次是对建筑师本位的真诚呼唤，以期更多年轻设计师能建立起关于“建造”的正确认
知。竞赛后期的落地工作坊正在开展，相信有更多室内家具、收纳空间、门窗等实际
功能层面的有趣设计值得期待。
青年居住是一项颇为复杂的社会议题，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这场探索道阻且
长，建筑师只是其中一股力量，华·工坊也仅是一个开始，我们期待并在此呼吁更多
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专业力量与我们同行。□
图片来源：图1，2引自图虫创意网https://stock.tuchong.com/；图3，4由华阳国际设
计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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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仅是一个构筑物，更是与人们互动的一个过程。本次华·工坊设计竞赛聚焦年轻人的住

房问题，并为建筑作为开放性空间和私密空间的灵活设计提供了思考。文章简要介绍了四种灵活可变的
基本隔墙体系，对内装构件的工业化建造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对我国城市住宅填充体系的研究和设计的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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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想青年家”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

装配化，作为提高居住质量、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

赛的评审之一，在我看来此次经济型住宅设计概念

需求的基本方向，直接针对中国大规模的快速建造

竞赛，质量之高，规模之大，都是近年来少有的。

与高质量和多样化需求的矛盾。

它发挥了建筑院校和企业相结合的优势，竞赛成果
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的目的性，同时对建筑学的发
展也有一定的启示。

一

重视外部空间形态塑造，鼓励城市
青年融入社区生活

大多数获奖作品首先注重中国高密度城市特有

建筑及环境是生长着的有机体，不断变化。在

的外部空间的塑造，而不是拘泥于建筑设计本身；

形态学研究者眼中，所有类型的建筑同样重要，不

其次，这些方案着重于结构的适应性和和灵活性，

论是纪念性建筑还是普通的大量性建筑。相比所谓

而不仅仅是技术、材料或者造型；第三，大多数方

的形式和风格，建筑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才是研究

案，不仅是获奖作品，都将内装工业化、模数化和

的重点，人们需要通过辨识其基本空间结构和形式

[作者单位]

香港大学建筑系，鲍姆施拉格·埃伯勒建筑设计（BE）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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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1b ① 预制构件工厂生产

② 单元工厂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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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坊竞赛二等奖作品《相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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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轻钢框架现场连接单元

④ 钢筋混凝土框架现场浇筑

⑤ 预制单元现场吊装置入

a

从模块建筑中营造多变的居住公共空间

b

从构件工厂生产到现场建造的思考

务于多个对象并构筑实体空间的基本部分，另一方

品都关注灵活可变的内装设计。纵观开放建筑发展

形态学的方法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包括归纳和

面是由使用者决定并常常随时间变化的附属部分。

历程，隔墙与其他填充构件关系复杂，但可以概括

描述形态的结构元素，并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恰当

不同于一个完整的建筑设计，基本结构部分的设

为四种填充体系：基于设计的体系，封闭体系，半

地安排新的结构元素。形态学详细地描述了地表可

计技巧超出了传统建筑论述的范畴，需要更深入

开放体系，以及组装体系。以下简单介绍这四个体

见的各种人造形式，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和自然环

的理解。

系，可作为竞赛之外对相关知识的补充。

演变的规律来认识建筑及环境。

1

设计体系

境中对人的目的和行为作出的连续性的、功能性的

开放建筑正在改变建筑的概念、设计方法和

解释。对于任何一个高度文明的、健康的、发展过

建造技术，让建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图像式的纪念

量身定制的隔墙，可以与其他构件相互配合以

程中的社会而言，极具历史表现力或者说历史性

物，而是由基本架构和附属构件组成的有机生命

形成独立的功能空间，比如细胞式的单位空间，一

的实体空间都是可观的资产。这些外部空间让人

体。建筑基本架构是一个平台，容纳着人们日常生

系列存储空间，等等。经过特别设计的填充体系具

感受时空延续的同时，也展示着人类的各种努力

活里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需求。

有很好的适应性。

2

封闭体系

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为城市形态的

基于开放建筑理论，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来评

探讨提供便利，同时还能引起人们对不同时期差异

估建筑基本架构的品质：建构工艺，坚固持久，灵

这一体系里的所有构件原则上都是标准化的，

性的关注。

活适应，简单易操作，有组织的公共空间，以及能

可互相兼容，非常适应于整个体系或者特定的支撑

耗控制。其中，建构工艺和公共空间设计应参考传

结构。“综合填充体系”一般由一家公司或组织

统建筑设计方法。

为开放建筑住宅而专门开发的系统化填充构件，由

如果说，文化景观的历史价值对一个社会而
言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那么住区之于城市则尤为重
要。面对高速的经济社会变革，随处可见的老化和

在设计支撑体时，建筑师们会获得更多机会重

荷兰开放建筑初期实验中的墙板发展而来，在荷兰

废弃住区是现代社会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不可弥补的

新重视传统、建筑美学和公共空间，重视审视建造

和日本应用广泛。例如早期的Bruynzeel体系，隔

文化损失。城市景观能够通过一种最直观的视觉方

工艺、空间体验、建筑立面、公共空间和城市特征

墙主要由刨花板墙板结合压花木龙骨和塑料连接块

式教育年轻人融入他们的社区生活，让人们感受到

的意义。此外，为了提高建筑的可持续性，在基本

组成。塑料连接块将垂直龙骨与水平基座以及顶板

彼此之间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并在当下的决策中保

架构和附属构件整合过程中采用设备系统降低能耗

相连 [1]203[2]70 。又如东京天然气公司项目填充体系

持对下一代的关注。

方面，还需要新的知识和相关研究的支撑。

（TGIS）中模块化的填充构件（图2）[3]。金属框
架、石膏面板模块与乙烯基墙纸相结合，形成特别

二

重视基本结构，让建筑成为有机生
命体
一个建筑可以被理解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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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灵活可变的内装体系，为青年居住
建造更多生活可能
在华·工坊竞赛中，获奖作品和大多数参赛作

的墙壁和天花板系统。在框架上钉上轻钢龙骨，固
定石膏面板，龙骨外覆上塑料板条。所有零部件都
根据平面图在工厂预制，现场组装[4]32。

3

半开放体系

欧姆尼亚板材
模板

所谓半开放，是指只有一部分填充构件经过系
统化设计，其余由住户从市场上自由选购。1993

欧姆尼亚板材
欧姆尼亚板材

年，开放建筑的倡导人哈布瑞肯和兰登在荷兰推
出了M a t u r a填充体系，包括“底层”和“上层”

撞击混凝土位置

两个概念（图3）。底层经过特殊设计，涉及两个

预柱

专项技术——基本形（B a s e P r o f i l e）和组合砖

预制混凝土柱子

建筑主体

（Matrix Tile）——用于协调超过23个独立子系统
和市场上的各种构件。上层是市场上现有的产品，
包括各类在售的隔墙构件，底层的设计策略要顺应
上层的实际情况[1]197。还有一种与Matura相反的半

设备配管

遮盖

挤压成型板

通风百叶窗

开放体系，名为Esprit，这一体系里暴露在外部的

C型外墙
ALC板上测线
和其他细节

构件通常经过精心设计，选购的其他构件则安装在

ALC板

隐蔽的位置[4]18[2]74。

4

角钢

组装体系

挤压成型板
角钢

库博鲁斯（C u p e r u s）和杜米斯维奇

3

荷兰Matura体系

4

日本UDC体系

A型外墙

彩色不锈钢制拱肩

（Durmisevic）曾严肃批评过上述两个体系[2]74。
他们认为厂商们更愿意生产独立构件，而不太愿意

预制双层板
平箱子
收边压条
栏杆

2

B型外墙
彩色不锈钢
制拱肩
预制地基

日本TGIS体系

冒险开发完整的体系，ERA才是具有时代性的填充

质的提高，以及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这些问题

体系。ERA采用传统施工技术和建筑产品，如轻钢

不是靠“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情怀所能解决的。

龙骨、石膏板等，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建筑的灵活
性。轻薄的隔音钢龙骨和石膏板“半厚墙”取代了

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矛盾的焦点在
城市，机会也在城市。□

原有的隔墙，外层构件和M a t u r a一样使用市面上
现有的产品。虽然住户看不见内部的革新技术，但
隔墙可以随时间而变化。“ERA不仅是一个填充体

图片来源：图1由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提供；图2引自参
考文献[3]；图3，4引自参考文献[4]。

系，更代表着一种填充过程。” [2]74 建筑业可以在
这一基础上逐步向消费者主导的方向转型。日本还
有一个U D C体系，大部分零部件市场上有售，只
有少数例外（例如一种用于管道和平板两侧的特殊
3

“接头”），在兼容性和替换性方面表现优异（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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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此次竞赛由建筑设计企业发起与主导，它将中

国建筑学关注的问题重新摆上桌面——高密度的城
4

市，快速的建造，城市文化和个体的觉醒，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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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集结行业先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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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想中预见未来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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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2018年10月8日，“创想青年家”——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全面启动。这场投入百万，不计商业回报的国际竞赛，以真实建造为基
础，邀请全球青年设计师共同参与，集结行业先锋力量，举办竞赛评审会、专题工作坊，群策群力，开启全行业设计探索，探寻建筑对时代问题
的回应。
这场影响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家建筑事务所、200所高校的全球设计大赛，从一开始就带着“助力年轻追梦者，突围民生居住问
题”的使命与担当，不断突破设计边界，激发设计创想，更在回应时代困境的同时，引领全产业链设计新势力。自始至终，“创想青年家”都带
着“实现设计价值”的初心，为推动社会进步与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1 洞察： 快速变革时代下的居住困境

2 破局：开启未来人居前沿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量人

当理性租房代替被迫买房，城市青年“租时代”已然来

口涌入城市。截止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77亿，占城镇人

临，中央政策对于长租市场和保障房建设的鼎力支持，恰恰与

口比重的37%。大量年轻人来到城市期望为理想赢得一席之地

华阳国际多年来一直坚持“为普通百姓设计”的人居理想和建

的同时，却面临着生活上没有落脚之地的尴尬处境。

筑实践不谋而合。

2018年，华阳国际以“创想青年家”——华·工坊国际
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和购房政策的多方限制，“安家”成

建筑设计竞赛为契机，邀全球设计青年，一同打造未来居住产

为了城市青年追梦路上的最大阻碍。一面是未来可期的梦想；

品，并将在华阳国际东莞建筑科技产业园真正落地，为未来城

一面是百万首付、千万房价的现实。看不到购房未来的城市青

市提供建造样本，以新设计、新技术、新模式为抓手，开启居

年将目光聚焦于租房市场。调查显示，我国租房市场正进入快

住实验前沿探索。

速通道，预计到2030年，租赁人口将达到2.7亿，未来，中国

“创想青年家”鼓励参与者探索适应未来的创新性人居设

一线城市租房人群占比或超40%。然而，随着城市青年群体数

计理念；并运用装配式设计建造理念及技术，使未来居住产品

量的增加，传统租赁模式无法满足新兴租住需求，供给失衡更

既具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化，确保住房品质，实现产品迭代和快

导致租房痛点频出。

速复制、高效建造，同时又能满足人性化的居住体验；华阳国

设计，如何为年轻的追梦者助力？设计，如何突围事关民
生的住房话题？这是建筑界共同的责任。

际也将充分运用E P C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两大商业模
式，以现代建筑科技手段实现快速建造。

3 集结：从大咖视角拓宽“创想”交锋
“住宅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创想青年家”不仅反思时代困境，关注人居优化，更以此为推手，发掘设计新秀，遴选行业精英。
2019年1月12日，华·工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评审会盛大开启，九位行业大咖齐聚华阳国际深圳总部，聚焦“创想青年家”设计交锋，见证理
想人居诞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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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选择上，竞赛组委会从建筑产业链多个领域邀请专家、学者、建筑师、发展商等行业大咖，既有四大国际建筑学院院长激发创想，又
有华阳国际整合全产业链资源鼎力支持，更有知名学者、行业意见领袖、资深建筑师专业把关，让参赛者体验从创想到落地的真实历程。

评审现场，评委会从不同角度出发，结合专
业观点，综合评判每一份参赛设计作品，在一次
次创作与评价的“对话”中，探寻建筑对时代问
题的回应。评委会主席迈克尔·罗通迪（M i c h a e l
R o t o n d i）、庄惟敏提到，竞赛作品应该满足任务
书中具体要求：针对不同青年人群，探索适应未来
的创新居住模式，同时应该有不同侧重、不同主
题，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创想”。

评委团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筛选投
票，经过三轮评审的激烈角逐，从全球
339份作品中，甄选出“创想”佳作，
其中，学生组一等奖1组、二等奖2组、
三等奖3组、佳作奖72组；专业组佳作奖
18组。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各位评委以
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眼光为建筑行业带来
新一轮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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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不同的竞赛，要表达不同的价值观，这次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个竞赛，更多地启发年轻人，让他们通
过设计来表达年轻人对美好城市的向往。
——庄惟敏

建筑学，是希望不断推进人类向前发展的，在当下的社会，当建筑变得越来越高，社交的属性就会逐
渐被瓦解，今天看到了年轻人在重新思考如何把我们的社交生活带回这个世界。
——迈克尔·罗通迪

我们的年轻人，不光是一个设计师，也应该是一个创想家，为我们青年一代的未来设计、建造一批理
想的共同在其中创想的家园，这个题目特别有意义。
——仲德崑

大的建筑思潮的转变，都跟住宅有非常大的相关关系，所以住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
过时的问题。
——孙一民

这次竞赛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要有很好的创意性，又要有很好的落地性。我们不希望以商业开发的原
则来影响创意的发挥，是因为在我们的产业园，有很好的弹性、很好的空间，来实施好的创意。
——唐崇武

青年建筑师，既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又能够真正了解社会、理解人生、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客观
上的各种需求，这样他画的每条线才代表一种责任。
——仲继寿

好作品的亮点在于，独特而新颖的概念思路，要不然就要有清晰完整并考虑到落地性的图纸语言。
——贾倍思

在这个老年人把持的世界，我依然相信年轻人的创造力。用普通材料，为老百姓做建筑，不为金钱，
不为权贵，拒绝炫技，拒绝拜金。
——余 英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核心城市，这种青年居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这次选题
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在以后几十年之内，在中国的一些省会城市，都会面临这方面的巨大需求。
——唐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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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进：激发全产业链设计能力
“创想”交锋从来不是空洞的纸上谈兵，而是理念、设计、结
构、材料之间的真实较量。3月22日，竞赛工作坊如期而至。华·工坊
组委会邀请6支竞赛等级奖获奖团队及指导教师抵深加入竞赛专题工作
坊，与华阳国际优秀设计团队一起，展开多维碰撞与探讨。

年轻的设计新秀们通过两天的头脑风暴与角逐，在48小时内施展浑身解数，整体构思、解决设计存在问题，体验了在短时间内快速深化设计方
案的团队挑战，更通过实地考察华阳国际东莞建筑科技产业园，深刻感受从概念、形式到真实建造的全过程设计理念。在头脑风暴和工作坊成果汇报
中，华阳国际导师团队也纷纷结合自身的建筑理念与多年的建筑实践，针对作品与团队优势提出自己的专业建议，为方案设计的进一步落地，提供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思路。

从向全球设计青年发起邀请到工作坊圆满落幕，竞赛虽然结束，但对设计和建造的思索仍在发酵。本次竞赛是设计青年与“社会”沟通的绝佳
机会，更是建筑师走上社会的真实预演。正如华阳国际集团董事长唐崇武所言：“希望年轻的设计师，通过这次活动，真正感受到建筑不仅是方案设
计，更是工法、结构、材料的集合，也真正了解到设计的全过程落地，在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迎来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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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力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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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为给社会提供更优质的

居住产品，让城市普通百姓过有品质的生活，华阳国际利用多年的技术积累不断展开居住产品研发，并从
全产业链视角系统性地进行探索与实践。同时，为确保研发过程的可控性，成果的可复制性，选取深圳市
人才保障房为研究对象，历时七年展开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工作，即十全十美系列建筑产品研发，包括以实
体建造的方式对研发产品进行实际空间建造模拟，以及对各建造环节的衔接性与协调性进行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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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际人居理想实践

化、多样化

The Ideal Practice of Human Settlement of CAPO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CAPOL” Building Products

为了给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居住产品，让城市普

年技术经验积累及研发基础上的一次飞跃，是从工

通百姓过有品质的生活，华阳国际设计集团（下文

程思维向产品思维的一种转变，更是从全产业链视

简称“华阳国际”）董事长唐崇武先生提出了“像

角系统性地改善当下社会居住痛点问题的一种探索

设计汽车一样设计房子”的产品理念。要实现这一

与实践。

建筑工业化的产品理念不仅要求设计到位，还须对

为确保研发过程的可控性，研发成果的可复

产业链内相关的生产、制造、采购、建造等环节进

制性，以深圳市人才保障房为研究对象，全方位展

行一体化考虑。华阳国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理念

开了规划设计、户型产品定型、建筑立面、室内装

的探索与实践。

修、园林景观设计、社区配套、成本控制、BIM信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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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装配式技术、P C生产、施工等一系列课题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深圳公司（广东，518048）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十全十美2.0产品
楼型组合平面标准

——十全十美系列建筑产品研发

十全十美系列建筑产品研发，是华阳国际在多

4

的研究工作。
笔者有幸作为研发项目负责人参与了十全十美
系列建筑产品研发的几个关键阶段，包括以实体建
造的方式对研发产品进行实际空间建造模拟，以及

1

2012年前

2012—2015年

2015—2017年

2017—2018年

2017—2018年

2018年至今

对各建造环节的衔接性与协调性进行探索实践。这
个过程让笔者获益匪浅，在此将华阳人对于人居理
想的追求与探索过程进行系统梳理。

一

产品研发历程
2012年，华阳国际联合孟建民院士及其团队

完成了深圳市政府委托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标准
化系列化设计研究》课题研究，并在国内率先将产

2

品化理念引入保障性住房设计之中。此后，华阳国

1

十全十美系列建筑产品研发历程

际以此为研发基础，展开十全十美系列建筑产品的

2

十全十美1.0产品标准化户型模块

自主研发，并形成一条清晰完整的产品研发轴，七
年的时间内，研发工作有序推进（图1）。
以装修完成面为基础进行尺度控制，使空间尺度与

二

研发目标与成果

（3）楼型组合平面多样化

楼型组合平面多

材料尺度、家具尺度进行模数协调，在合理尺度内

样化是基于对户型空间模块、核心筒空间模块、标

每一个产品研发阶段，都有清晰的研发目标，

实现各项使用需求的结果。例如，研发产品中的一

准层不同组织方式的标准化与精细化的研究，通过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文将主要围绕十全十

个集约型儿童房模块，考虑到儿童生活的睡眠、学

预设一定的接口条件，灵活组合实现楼型产品的标

美系列建筑产品研发中的核心研发子项——户型产

习等基本需求，将空间净尺度控制在2.1 m×2.7

准化与多样化，来适应不同的用地条件、容积率、

品定型研发进行概述。

m，贴窗布置一张侧壁设玩具收纳屉的床，紧贴床

产品定位等边界条件变化（图4）。

1

十全十美1.0研发阶段

布置一个与书架相结合的书桌，再布置一个衣柜，

（4）装配式内装工艺研究

十全十美1.0产品研发，以深圳市保障性住房

并预留出一小块独立的儿童游戏区域。在极小的空

的工艺工法从大的维度上可分为传统内装与装配式

使用人群作为研究客群，以12种标准化户型模块实

间内集约地实现了儿童睡眠、学习、收纳及游戏等

内装两种。目前国家层面主推装配式内装技术，但

多项功能需求（图3）。

市场上各装配式内装企业所采用的材料及其对应的

2

2

2

2

现了深圳市35 m 、50 m 、65 m 和80 m 四类保

室内装修可采用

基于对使用者在住

工艺工法都不相同，且都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其与

2）。1.0产品是十全十美的初级产品，也为后期研

宅中基本活动路线的深入研究，根据不同的活动目

传统内装方式相比较有哪些优缺点？哪些新材料及

发奠定了基础。

的，主要分为居住动线、家务动线、访客动线；通

其工艺工法能适应未来发展趋势？这也都是本阶段

2

十全十美2.0研发阶段

过居家动线研究，科学合理地规划空间布局，不仅

的研究重点。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市保障房针对的人

能取得各功能空间私密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平衡，而

本次研究尝试对两套户型分别采用不同的装

群定位也在不断调整优化，以满足深圳的人才群体

且能提高生活效率和便利性；进而有效组织户型内

修方式：一套65 m 2 户型，采用传统内装方式，一

对住房的较大需求。因此，十全十美2.0产品研究

各功能空间模块，形成户型标准化模块。

套80 m2户型，采用装配式内装方式（图5，6）。首

（2）居家动线合理规划

障性住房的产品化，全面提升了保障房的品质（图

的客群也作了相应调整。2.0产品研究是在1.0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使用者、建筑空间、家具及部品部
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即对功能空间的

3

十全十美2.0产品儿童房实景

标准化与精细化、居家动线规划、楼型组合平面标
准化与多样化、不同装修工艺对比等方面的深入研
究，并以搭建实体样板间的方式进行模拟实验及成
果展示。
（1）功能空间标准化模块

功能空间的标准

化、精细化是基于对各功能空间内不同使用者的使
用功能需求、行为尺度、家具尺度的深入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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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5

5b

6a

十全十美2.0产品65 m2户型传统内装实景
a

餐厅

b

6

客厅

十全十美2.0产品80 m2户型装配式内装实景
a

先通过大量市场调研，选取市场份额大、综合实力

（5）十全十美生活体验馆

客餐厅

b

主卧室

十全十美2.0产品

居住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对居住者现

强、产品体系完整的一家装配式内装服务商进行合

研发，有明确的产品思维导向，实现了从毛坯房到

在、未来的生活形态及生活方式作进一步研究后，

作。通过对两套户型的施工过程进行持续跟踪，对

精装房的跨越。除了开展常规技术层面研发外，为

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个性化，引入新的生

安全文明、工期控制、材料利用率、施工精细度及

了更加直观地进行空间模拟、空间尺度体验以及对

活方式，营造新的生活场景，以满足极致的功能需

产品完成度等方面对比分析，发现装配式内装的优

不同装修材料、工艺工法的对比，在华阳国际一楼

求及审美要求，实现高品质的居住体验并打造一个

2

势明显：具有工厂生产、现场装配、可穿插作业、

办公区专门划分出500 m 的区域，以1∶1实体搭

工期短、材料环保、质量有保证、即装即住，以及

建的方式，打造了十全十美生活体验馆，这也是十

产品完成度高、住宅质量高、管线对结构破坏小、

全十美2.0产品研发成果的直观展现。

间解决方案，采用以厨房为家庭中心营造出与客餐

后期维护成本小等诸多优势。若户型模块的标准化

3

十全十美3.0研发阶段

厅互动的交流空间场景。在一个120 m 2 的户型模

十全十美2.0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研究满足了

块中，为促进家人间的情感交流，采用中西厨的方

相对舒适的基本生活需求。十全十美3.0产品则更

式，以厨房为家庭中心，形成了客厅、餐厅、厨房

程度高，装配式内装与装配式建筑相结合，其优势
将更为明显，符合未来行业发展趋势。

有温度的生活空间——“家”。
为满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其中一种空

但在调研中，也发现目前市场上的装配式内装

加注重居住者的使用需求及居住体验，在十全十美

之间的空间融合与联动（图7）。试想一下这样的

具有标准化程度不高、产品兼容性差、体系不开放

2.0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即对居住

生活场景：妻子正在西餐台上准备晚餐，孩子在客

等问题。大部分企业以自身擅长的材料为出发点，

者现在、未来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以及建筑空间

厅里嬉戏或是在餐桌旁写作业，偶尔凑过脑袋问问

全屋基本上以一种材料实现，导致部分功能空间的

的可变性进行研究，实现居住产品高品质落地的新

妈妈，丈夫斜靠在沙发上读书或是与妻子聊聊当天

使用不尽如人意。因此，只有进一步加强装配式内

建设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等。

的趣事，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装行业的标准化程度，提高产品间的兼容性，才能
更好地提升居住体验及品质。

7

餐厅

b

走廊

c

7a

a

电梯厅

b

首层入户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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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8b

8c

8d

c

卫生间

从单身贵族到二人世界

到一二孩家庭再到三代同堂，为使一套房子能够满

十全十美3.0产品实验楼室内实景

7b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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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厅

（2）可变空间研究

十全十美3.0产品研发，

顺应了居住者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

十全十美3.0产品120 m2户型实景
a

（1）生活场景营造

d

主卧室

6b

9a
9

9b

9c

十全十美3.0产品实验楼实景
a

实验楼

b

装配式工艺工法展示

c

PC构件展示

足一个家庭全生命周期的使用需求，展开可变空间
研究。改变传统空间划分思维，为未来预留一定弹
性，以适应家庭人口结构变化，使住宅拥有良好的
居住体验及居住价值。这也对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
的技术要求——统筹考虑结构布置形式、机电管线
排布方式、内装设计及内装施工工艺。即采用大跨
度结构、轻质隔墙、管线分离等技术。如结构布置
上，尽可能利用外墙、分户墙、卫生间墙等位置，

建筑主体

3天

软装

合理布置剪力墙，实现大跨度空间，为将来户型的

硬装

2天

部品部件

1天
1天

可变调整预留可能性和自由度。如采用装配式内
装，利用轻质隔墙及管线分离技术，除卫生间、厨
房等特殊功能空间外，户型内部墙体均可按照变化
的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使户型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
适应性，实现不同家庭人口模式下空间的自由分
割，从而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家庭生活需要。
（3）产品建造落地实践探索

当居住产品标

准化研究清晰之后，开始探索设计牵头EPC模式下

10

十全十美3.0衍生品EPC工程体验馆实景

产品如何高质高效地建造落地。即从居住产品研究
到探索实现高品质居住产品的新建设模式研究。对
规划、设计、造价、采购、P C生产、施工到运维

十全十美4.0产品研发，是华阳国际在人居领

确保居住产品能够高效高品质地建造落地。

管理进行全过程研究，对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内装

此次十全十美3.0产品实验楼的建造实践，依

域上的更进一步探索，通过细分研究对象，锁定目

和家具部品部件的设计整合，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

托了华阳国际全产业链布局的优势，以设计牵头，

标人群，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目前正在推进的“创

面工作：①对装配式建筑与装配式内装技术融合的

促进设计、采购、生产、施工一体化（图8，9）。

想青年家”国际竞赛，即青年公寓产品研发，致

研究与实践探索；②以设计为龙头，整合产业链优

集成“全装配化、B I M信息化、绿色环保、互联

力于为青年群体提供更加精准的、更合适的居住产

质资源，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实践探索；③以真

网”四大技术体系，为建筑产品提供全方位的解决

品。此产品正在研发之中，相信不久之后会有丰硕

实建造的方式对产品建造全过程各环节的衔接性、

方案，实现了“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缩短工期、

的研发成果落地呈现。

协调性进行实践探索。

绿色环保”的目标，充分体现了设计牵头EPC模式

从设计源头抓起，通过对项目的成本、采购、
施工难易度、工期控制等因素的梳理，利用设计研

的优势，也为在此建设模式下的建筑产品建造落地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三

结语
华阳国际通过七年来持续不断的自主研发，实

十全十美3.0衍生品

现了从毛坯房到精装房再到家的跨越，这些都承载

术问题前置。如将平面、立面及内装设计相结合，

十全十美3.0衍生品，即深圳国际会展中心EPC

着华阳人在人居领域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让

综合考虑预制构件的标准化、拆分合理性、吊装难

工程体验馆，以1∶1的比例模拟搭建，七天内完成装

城市普通百姓过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条探

度、铝模施工衔接等因素，结合装配式内装技术，

配式主体结构、装配式内装、家具部品部件及软装陈

索的路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一路前行……□

考虑隔墙布置、设备管线排布、工序穿插作业等因

设，实现了“七天造一个家”的奇迹（图10）；充分

素，以及设备接口预留、家具布置与固定安装等因

展现了全装配式建筑的高效率、高质量，也是十全十

素，对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内装、家具部品部件进

美3.0产品研发成果与新建设模式的完美呈现。

行设计整合与技术整合，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以

5

发的前端优势，及时对设计进行优化，将所有技

4

图片来源：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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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解决持续增长的居住需求，租赁住房大量兴起。逐步走入社会的

90后白领作为青年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其居住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对公
寓户内和公共区域配置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作为客群画像鲜明的居住产品，青年长租公寓更应以产品思
维进行设计和研发。文章主要对面向青年客群的集中式长租公寓进行探讨，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研究
如何借助“交互设计”有效营造符合年轻客群的共享场所，实现多元化用户体验。
关键词

长租公寓

ABSTRACT

青年客群

生活方式

产品思维

交互设计

用户体验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rental housing has sprung up

in large numbers in order to meet the living needs. As the main group of rental apartments for
young people, the post-1990s white-collar workers have gradually entered the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ir living concepts and lifestyle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their requirements for the indoor space and public areas are also different. As a residential
product with distinct identity of users, the rental apartment for young people should b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ith product concepts. It is mainly discussed here about how to effectively create
a sharing place for young customers by means of “interactive design” to achieve a diversified
user experience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case studies of rental apartment for young people.
KEY WORDS

rental apartment, young customer group, lifestyle, product thinking, interactive

design, user experience
DOI

10.12069/j.na.2019Z1026

中图分类号

TU2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9）Z1-0026-04

焦杨

1

JIAO Yang

物外之趣
——青年长租公寓的“交互设计”
Beyond the Physical Space: Interactive Design in Rental
Apartment for Young People

80%的人租房居住。全市1 040万套住房中，70%

一
1

从长租公寓的兴起谈起

的房子在出租。无论从租赁人群占比还是租赁房屋

租住时代的来临

占比来看，深圳都已成为全球住房租赁占比最高的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间人才大

城市，比租赁占比最高的国家——德国（租赁人群

战的展开，大量人口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

占比为60%）还要高很多。可以说，至少对于国内

圈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流动人口产生的租赁需求

一二线城市来说，租住时代已经来临，长租公寓是

每年将上升500～600万个单位，约占城市住房需

城市高流通性的时代化产物。

求增量的1/3。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消费

2

客群以青年白领为主

观念的改变，买房不再是必须，租住一样可以拥有

伴随着长租公寓的兴起，大量研究机构对此

品质生活。以深圳为例，根据中原研究中心2017

开展了数据统计和研究分析。《2017魔都新租赁

年统计数据，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 000万，

时代白皮书——长租公寓租赁报告》的调查显示，

[作者单位]

26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深圳公司（广东，518048）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TalkingData《2017年90后生活方式研究报告》

目前长租公寓租客群体中，近8成租客年龄为30
岁以下，90后、95后群体占半数以上 [1] 。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租客占74%，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占比
达14%，有出国学习或工作经历的租客占16%左
右。工作领域方面，互联网、金融、地产、咨询等
行业的白领组成了青年租客的大多数。此外，根
据克尔瑞发布的《2018全国租赁住宅半年报》 [2]
《2018深圳租赁市场报告及榜单》[3]，白领阶层与
高级产业工人、个体精英户有稳定收入，愿意为了

2

90后客群描述关键词

其租房需求支付更多租金，为长租公寓主要客群。
同时，根据寓享家《2018长租公寓调查报告》[4]，
在租房人群年龄构成中，近86%的深圳租客为90
后年轻人群。可以明显看出，各研究结果基本趋
同。因此，目前大量的长租公寓将客群定义为90后
青年白领。为了营造社区年轻化氛围，不少品牌青

了解90后白领，满足青年客群的真正需求，方
能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青年长租公寓产品。

年公寓甚至明确要求租客年龄在35岁以下或没有孩

整体来看，泛居住时代的来临，使得青年长
租公寓不再是单一的居住产品，而是融合了居住、
办公、餐饮、娱乐、运动、社交等多种功能的年轻

子。追求有品质、便捷、个性化的居住方式是这一

二

群体的共同特征。

1

客群画像及产品需求

化、有温度、有故事、有个性的多元化体验场所，

青年客群画像

产品的打造要符合青年客群对自然、健康和品质生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88

活的追求。

亿90后已全部成年，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从户型产品的角度，单身为主的租客构成，

2017年，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第三方移动数据服

使得能够确保私密性的单间户型或两居室合租更

务平台TalkingData曾经对90后人群生活方式进行

受青睐；对户内功能及家具配备以满足基本需求

[5]

数据统计和研究 ，报告显示，独生子女的身份以

为主。

及富足的成长环境，带来了90后消费观念的巨大改

从公共空间的角度，“单身时代”“不婚主

变，在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上90后更加自我和个性

义”，带来了客群对社交的需求，无论从空间功能

化，更为享受生活和关注精神层面的体验感，更加

设置或是社区活动营造的角度均需加以考虑；公共

注重健康、自然、品质生活，更多通过手机App获

客厅、无人商店、公共晾晒区、健身房等逐渐成为

取资讯（图1）。

标配[6]。

除了对90后整个群体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研

客群特点鲜明使得青年长租公寓尤其适合以产品

究之外，大量的长租公寓客群研究显示，青年长租

思维进行设计和研发，而“交互设计”有助于在这样

公寓的客群呈现收入尚可、学历较高、职业较光鲜

的产品需求下进一步打造更为多元化的用户体验。

的状态，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及自由职业者选择长租公寓

三

的比例更高。他们更注重邻居是谁，乐于尝试新鲜事

1

青年长租公寓“交互设计”定义
交互设计的本质及其目的

物，对服务、活动以及公共空间的要求也相对更高。

交互设计（Interaction Design，I×D)，是定

通过大量针对90后白领的客群研究，大体可以

义、设计人造系统行为的设计领域，是设计人和产

用一些关键词描述这样一个年轻但却主流的客群的

品或服务互动的一种机制。以用户体验为基础进行

集体共性——独立个性、时尚、指尖上的一代、喜

的交互设计要考虑用户背景、使用经验以及在操作过

欢尝鲜、我的地盘我做主等（图2）。

程中的感受，从而设计符合最终用户需求的产品。

2

2

基于画像的产品需求

青年长租公寓“交互设计”

通过对客群年龄、文化、职业、收入、生活习

交互设计通常针对工业设计、互联网产品，但

惯、消费习惯的了解，客群画像越来越清晰，青年

交互设计的本质是关注以人为本的用户需求，是产

客群对于租住产品的需求也逐渐明确。

品思维下的重要设计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让用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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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3a

3b

4b

4c

3

燕京里及YOU+青年社区中材质的应用

5

色彩在青年公寓公共空间中的应用

4

色彩在青年公寓立面中的应用

6

色彩在青年公寓户型中的应用

6

看得见的交互媒介

辨识度和活泼感，如：冠寓大堂门口的松果、美国

感 [7]，在关注用户体验感层面与长租公寓青年客群

人类通过五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Jersey City Urby屋顶的鸟屋。同时，对于生活在

消费观念从“拥有”到“体验”的转变不谋而合，

味觉获取信息，实现对环境的认知，而其中80%的

钢筋混凝土世界里的人来说，绿色植物无疑能一定

也使得研发、设计、运营者更聚焦于产品的用户体

信息是由视觉提供的。视觉元素中材料、色彩、形

程度满足人对自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唤醒人的

验。本文所探讨的青年长租公寓“交互设计”，不

状及物体背后的隐喻是一种有效引导用户心理和体

本真状态，释放压力。因此，一些青年长租公寓会

止局限于信息化技术层面，而是基于交互设计本质

验的手段。

通过打造屋顶农场的方式，营造更为自然的氛围，

其产生更多的使用愉悦感、认同感、依赖感和归属

[8]

的更为广义的探讨 。

四

青年长租公寓的“交互设计”特征
及策略
青年长租公寓是一个综合性的居住类产品，

1

5

从材料来说，清水混凝土、红砖、砌块、原
木、钢管等原生态材料的应用，除了降低装饰成

此外，符合青年客群喜好和集体意识的标识系

本，更大的作用在于通过质朴材料的应用，暗示了

统设计可以通过文字、符号将容易获得客群认同感

极简、现代、工业风背后摒弃繁杂、不走寻常路、

的概念和口号加以趣味性的展示，也是一种产品信

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图3）。

息传递的有效途径，如恋爱厨房、续命贩卖机、24

包含硬件和软件，硬件即基本的建筑空间及设备设

从色彩来说，大量青年长租公寓通过立面、

施，软件即服务及社群建设。针对硬件部分中的建

公共空间中色彩的应用，营造了年轻化的场所氛围

筑空间，又可基本分为户内空间和公共空间，户内

（图4，5） [10] ；此外，户型中色彩的应用，同时

更多是在追求标准化、模数化和坪效等经济效益的

还是一种以较低成本实现个性化的方式。如华润有

基础上，满足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如睡眠、起

巢长租公寓系列通过户内颜色的区分进行风格设

居、洗漱等；公共空间包括立面形象则是长租公寓

定。“有巢有蓝”通过饱和度不高、简约自然、有

类产品溢价的重要手段，通过户内尺度的极致设

活力也有淡淡的慵懒感的“畅想蓝”，能够恰如其

计，将节省出的面积汇总形成丰富的公区功能，同

分地表现租客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此外，“有巢有

时将部分可共享的功能拿出，如厨房、洗衣晾晒，

灰”“有巢有绿”也分别营造了淡雅、自然的空间

既实现了高效复合利用，又创造了青年人交流交往的

氛围（图6）。

机会。多元化是青年长租公寓“交互设计”的主要特

除了材料和色彩，基于群体经验的心理联想，

征，如何通过多元化的交互设计，建立人与产品间

能起到隐喻作用的物体也是一种引导心理感受的有

的信息流动，从而实现产品中人与人、人与空间、人

效手段。隈研吾在《十宅论》中曾分析了十种日本

与自然的交互，丰富用户体验，提高青年长租公寓的

人的住宅形式 [11] ，每种形式背后隐含了不同的生

产品溢价，是青年长租公寓“交互设计”的重点。

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的打造除了基本的物质空

既然交互设计的本质是感知与回应，而感知是
[9]

“单身公寓派”房间中的网球拍和滑板一定程度上

得见的物质和界面、看不见的空间以及基于信息

隐喻了旅行、运动、时尚等生活方式。因此，不少

科技的虚拟技术均是我们可以有效设计用户体验

长租公寓在装饰层面都会选择一些能带给人年轻、

的媒介。

时尚、活力、自然、童真等心理感受的物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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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无人便利店等。

7

7a

间之外，物体本身的隐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

需要媒介的 ，从某种意义讲，长租公寓内一切看

28

丰富客群的居住体验（图7）。

7b

物体的隐喻与联想

2

看不见的交互媒介

量带给用户更为便捷、愉悦的体验。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空间是

不见的交互媒介。空间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人

物外之趣——从“居住的机器”到
“生活方式的反应堆”

的行为反过来又将空间塑造为场景。20世纪，屈

看得见的实体、看不见的空间以及虚拟现实等

米曾在其论著《曼哈顿手稿》（The Manhattan

技术均是进行交互设计实现预期用户体验的有效媒

T r a n s c r i p t s ，1976-1981）中提出，“建筑

介。一直以来，建筑学界就有关于“交互”建筑的理

是一种叙事，应该是对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和围

论研究，20世纪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r）认为

合。”“没有程序就没有建筑，没有事件就没有建

建筑应该是一个“生活，不断演变的事情”。21世

筑，没有运动就没有建筑。”

纪，建筑师帕拉斯玛（Juhani Pallasmaa）在The

建筑的本质，是行为、体验发生的场所，更是看

五

从基本功能层面来讲，共享厨房、共享洗衣

Eyes of the Skin 一书中倡导建筑体验和人对建筑的

房、共享客厅、屋顶天吧等共享功能的设定，将原

多感官体验：视觉、声音、寂静、嗅觉、触摸、味

本在户内进行的活动移至公共区域，丰富了不同住

觉、肌肉和骨骼的记忆等[12]。著名解构主义大师屈米

户交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将多种符合用户需

的设计更是一直提供了充满生命力的场所。对于建筑

求、有一定关联的活动复合在一个空间内，在追求

产品来说，用户体验同样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13]。

高效利用的经济效益及降低运营维护成本的同时，

长租公寓、交互设计是当前较为前沿、复杂的

实现了多功能、多体验的复合，增加了人与人交互

研究热点，而本文只是对立足用户需求和体验、通

的可能性，如复合前台、酒吧、阅读、简餐等功能

过交互设计的方法打造符合青年客群需求的长租公

的大堂，可边喝咖啡、边打电动、边洗衣的复合洗

寓产品及服务的初步探讨，希望能以交互的视角在

衣房，以及可以烧烤、轰趴、枕头大战并看电影的

传统建筑设计关注空间、功能的工程思维基础上，

屋顶天吧等（图8）。而基本功能满足的背后，空

引入产品思维，围绕用户体验，立体、全方位地打

间中看与被看的交互关系，更符合年轻人好奇、交

造青年长租公寓产品。

往和个性展示的需求，从而增加住户的粘性。

柯布西耶曾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但建

此外，结合归家流线，可以借助每一个空间打

筑在解决问题、满足功能的同时，更是一门处理关

造不同体验的场景感。如新派公寓新国展店中，运

系的学科——人与空间、人与人、人与自然等。通

动主题贯穿整个公区，900 m的运动走道以具有故

过建筑情境空间、事件的营造，青年长租公寓可以

事性的彩绘丰富了空间界面，使得走廊不再是简单

成为“生活方式的反应堆”[14]。

的过道，住户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门口运动。

3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8b
8

功能复合的大堂、洗衣房

com/newspost.php?id=4444&ref=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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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快速城市化的进行，大城市青年人群的住房问题愈加严重。将城区内的既有建筑改造为青年公

寓已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现阶段对青年公寓设计改造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针对不同类型建筑
改造公寓的优秀范例尚比较缺乏。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归纳总结，解析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
厂房等不同类型既有建筑的改造思路，同时结合国外既有建筑改造案例，探讨青年公寓改造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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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的青年公寓及住宅应运而生，发展迅猛[1]。

一

研究背景

然而目前我国大城市青年公寓在数量与质量上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用地日渐紧张，城市

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其中的核心问

青年群体由于收入积累不高，难以负担普通住宅的

题是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稀缺，且价格高昂不适宜开

高昂租金，只能选择群租或者是城中村、地下室等生

发。城市郊区由于通勤距离过远等一系列问题，通

活品质较差的居所。由此导致了“蜗居”“蚁族”等

常不被年轻人选择 [2]。因此，将城区内的既有建筑

一系列社会现象。基于此，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

改造为青年公寓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系列对青年住房租赁市场有方向性指导意见的鼓励政

由于青年公寓经济性高并且能一定程度上盘活

策。青年住房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以小面积为出发

社区活力，政府近年来也逐渐开始引导开发商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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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住宅南侧外观

民对闲置的旧厂房和民宅进行公寓化改造。需要注
意的是将青年公寓引入旧城改造，应综合考虑户内
空间改造、公共空间改造，以及与整个城区风貌的
协调。
现阶段国内对青年公寓设计改造的研究还不够
3

充分，针对不同类型建筑改造公寓的方式与优秀范
例还比较缺乏，导致目前许多改造的青年公寓与青
年人群的住房需求并不匹配。

二

基于青年需求的青年公寓改造设计
要点
与传统公寓相比，青年公寓不仅要考虑青年的

吃住等基本生存空间的需求，还要满足青年的心理

2

4

2

改造前后对比

3

立面细节

4

改建后空间

需求。这就要求青年公寓的设计在控制面积的同时
象时我们应根据建筑的特征选择不同设计策略与方

间。但是工业厂房一旦废弃往往会导致其建筑遭到

个性 。

法。一般来说可用于改造的既有建筑本体可以分为

极大的破坏，大多工业建筑的立面破旧简陋，使得

1

户型改造设计要点

以下三类。

改造难度变高[6]。

一般来说面积和区位直接影响公寓价格，由于

1

还应尽可能满足多样功能需求，同时彰显青年人的
[3]

综上，青年公寓的改造应当基于建筑特质进

居住建筑

青年人群对公寓价格比较敏感，面积过大往往伴随高

居住建筑一般包括住宅、宿舍、公寓等。青年

行整体考虑。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包括工作、卫

昂价格，使青年人难以承受，因此建筑师需要运用合

公寓也属于居住建筑，同类型建筑改造一般具有天

浴和起居等）的同时，尽可能配置多样化的空间以

理的设计手段，解决面积与功能空间的矛盾。应当充

然优势，改造难度低。其中尤以老式宿舍楼最为典

满足使用者的多样需求。除此以外，建筑的色彩材

分考虑不同功能与家具的使用时间，适当叠合，提

型，其交通流线简单，布局规整，使用效率高，户

质、公区功能、景观设计都要尽可能地利用既有建

升空间利用率，实现一定面积下拥有尽可能多的活

型改造简单，难点集中在原有建筑的采光通风等物

筑的特质，塑造空间质感，关注青年人群的精神需

动空间的可能性，使面积标准具有经济合理性 。

理环境问题。由于居住建筑一般结构固定，且柱网

求。空间舒适性与建筑的可持续设计发展等基本设

2

外立面改造设计要点

与剪力墙密集，不能轻易改变原有格局，因而改造

计原则也应贯穿于青年公寓的改造中。

在满足地域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应当对建筑

受到限制，往往流于表面。

[4]

外立面大胆创新，彰显个性，但不推崇异类建筑。

2

公共建筑

四

案例分析

可以使用鲜明的色彩，通过亮丽的橙、绿、黄等色

公共建筑包括科教建筑、办公建筑、商业建筑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城市化后期，也曾

彩和构图，点燃空间活力。或者在保持空间舒适性

等，其种类复杂，结构繁多，改造特征难以集中评

经历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的阶段。日本的东京圈，

的基础上，使局部空间在立面材质或造型上产生一

述。除高层办公楼以外，一般公共建筑都具有内部

居住着超过4 000万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一半以

定的变化，打造整体造型的文化符号 。

流线复杂、空间类型多样等特点，导致改造为公寓时

上 [7]。欧美大多数国家的中心城市，因为旅游业发

3

容易产生流线混杂、业态与功能交叉干扰等问题。

达和社会生活习惯的原因，有着大量公寓式住宅的

[5]

公区改造设计要点
公区是青年公寓的核心空间，主要载体是大

公共建筑一般设有入口大厅或入口广场，可以

需求。因此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小户型设计改造的

厅，也要考虑走廊、电梯间等空间的利用。在满足

改造为公区。不利点集中在商业办公建筑外立面多

理论和实践经验。如美国的集中式租住公寓、日本

公共接待、会客、餐饮、聊天、公共厨房等常规功

设计为全玻璃幕墙，不适用于居住，因而需要整体

的集合住宅、新加坡公共组屋。虽然这些建筑因为

能的基础上，更要注重空间的共享性，通过对休息

进行立面采光设计改造，并且要针对空间模数对原

不同的地域性和生活习惯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研

区域进行放大处理来营造积极的空间，激发社群活

有空间进行单元划分。

究重点，但是其中关于小面积住宅设计与改造的核心

动的产生，使得空间里的人能够发生某种联系。设

3

工业厂房类建筑

原理和思想与我国青年公寓建设思想不谋而合。所以

工业遗产改造，一直是建筑业关注的焦点问

国外的优秀案例设计手法与思想，对我国青年公寓

计应当注重空间氛围的塑造，抓住空间氛围设计的
要点，选择合适的材质与家具等。

三

既有建筑改造为青年公寓的策略
为满足多样的设计需求，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对

题之一。近年来，已有许多城市出台文件鼓励工业

的设计与改造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8]。

建筑的改造再利用，并由此产生了首钢改造等一大

1

G. H. I住宅改造

批优秀项目。工业建筑的特点是净空大、柱网间距

波尔多“Citédu Grand Parc”翻新项目对建

大、平面平整、空间可塑性强，具有丰富的改造空

于60年代初期的G、H和I三栋高密度住宅建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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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威利游客之家
小威利项目（L i t t l e W i l l y）是位于布鲁塞尔

市中心时尚“Quartier Dansaert”的创新项目，
设有民宿、商店、画廊、餐厅和私人住宅等（图
拆除原有窗台与窗户

6）。小威利游客之家位于其中一个地块，原先是

内侧保温窗帘

一个建于19世纪的历史建筑，具有许多社会性功

通高铝合金双层玻璃推拉门

能，项目要求在将其改造成旅馆的同时，还要连接

轻质透明可移动隔板

街道两侧的商店和画廊，并使街区整体和谐统一。
基于此，设计师提出了一个“过渡”的概念。
现状建筑
扶手

在旧城中心“建造”额外的空间，为客人和居民营
造一个温暖而温馨的氛围（图7）。
在整体设计上，设计师将单个房屋改造成宾馆

反光窗帘
扩展部分（阳台+花园）

5

和复式顶层公寓，对具有历史价值的新古典主义建
筑进行翻新；然后通过相邻空间的联系与延续，为

空间扩展示意

客房、餐厅、商店、画廊和复式公寓创造额外的空
间；最后由极其宽敞的户外空间分隔各住宅单元，
改造（图1，2）。三栋楼层数在10～15层之间，

改造受到限制的难点，创造性地通过加建阳台和外

共有530套住宅，计划通过改造重新定义品质并使

立面改造拓展空间，扩大了住宅的使用和发展空间

其成为舒适度较高的住宅。设计难点在于既要提升

（图3，4）。

如绿色屋顶或屋顶露台（图8）。
在形态的整合上，新体块与周围环境完美融
合，同时唤起了新旧之间的有趣对话。通过不同建

因为整体采用了对房间向进深方向延伸的方

筑高度之间的过渡，新体积逐渐建立并不断被切

考虑到经济性以及对现有建筑物内部肌理的保

式，所以项目非常注重光线的引入，原有的开窗都

割，以便从体积的角度创建一个“轻”的体量。这

护，项目改造选择不对结构、楼梯或地板进行重要

有一定程度的扩展，并且新建立面选择了大面积玻

些体量为大型私人露台提供了空间，从露台上可以

干预。这种改造方法使人们有可能将精力集中在扩

璃墙体的形式，满足了进深方向多层次的采光需

感受到建筑的内部区域和公共区域的过渡。由于内

建上，突破了居住类建筑不能轻易改变原有格局，

求，同时也改善了城市居住建筑的形象（图5）。

部和公共区域之间的这种物理连接，额外的光线被

整体居住品质，又不能减少住宅套数。

6

小威利游客之家街角立面

7

设计概念

8

功能组织

顶层
拥有观景平台的私人住所

居室03（含室外空间）

基地现状

居室04（含阳台与屋顶花园）

居室02（含庭院）

体块发展
现状建筑
扩建部分

居室01（含阳台）

商店与展览空间

7 高度的过渡

32

8

带阳台的餐厅与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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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10

11

鲁贝面粉厂改造后立面

10

沿河外观

11

顶层露台

引入现有的相对黑暗的街道。
在材料的使用上，新旧材料之间的对比有助于

强调其当代的建筑特性，实现外部具有历史感的形

的总结对我国青年公寓的改造具有积极的借鉴意

象与内部先进功能的完美融合。

义。□

提高公寓在一个主要由新古典主义住宅组成的社区

对于保留的混凝土框架，则进行了全新的设

中的整体吸引力。新建筑由高品质建筑混凝土（无

计，运河岸边风景如画的自然景观和附近的树木景

烟煤）制成，而现有建筑则完全由石膏修复。

观有利于将建筑物改造成住宅。除了混凝土框架以

图片来源：图1—5引自https://www.metalocus.es；
图6—8引自https://www.archiweb.cz；其余图片引自
http://www.caue-observatoire.fr。

在生态健康上，采取环保措施：雨水利用、热

外的其他部分都被小心地剥除，并按照现代化公寓

回收通风和超级隔热防晒玻璃。安装了具有实际使

的功能需求重新设计。大楼的改造实现了旧与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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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未来城市的创想者”，于20世纪初期提出的许多超前的城市建造设

想，正在一一被建筑师践行而实现。他对集合住宅的研究和实践，对于今天的青年公寓建筑设计具有非常
强的启示作用。文章指出国内公寓设计普遍存在公共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通过对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
寓的公共设施的设计及运营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可供当下青年公寓设计参考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青年公寓

ABSTRACT

公共设施

马赛公寓

弹性空间

Le Corbusier is a master of modernism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the creator

of the future city”. His many ideas of advanced urban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re being implemented by architects one by one. H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ollective
housing, in today’s view, has provided considerable inspirations for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our youth apartmen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partment design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mmon shortage of public supporting facil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of the Marseille Apartment designed by Corbusier, it summarizes
some ideas and methods for current apartm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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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apartment, public facilities, Marseille Apartment, flexibl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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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公寓设计中配套设施的思考
——以马赛公寓为例
Reflections on the Facilities in the Design of Youth Apartments: A
Case Study of Marseille Apartment

4

空间面积控制在最小，除了必要的交通面积及设备

一

青年公寓设计现状与问题

管井面积，所有的面积都要给套内。而交通面积也

过去10年，是中国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房

控制在规范允许的最小值，设备管井也必定是排得

地产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公寓”产品。规范对于公

最紧凑，所有的空间都是分厘必争，导致必要的公

寓的定义是一种商住两用的供许多人居住的公共寓

共空间都偏局促，更缺少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物业

所。公寓本是一种宜商宜住的建筑类型，但在地产

附加价值的公共配套设施。

项目短期销售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往往会采用通

2

用的标准层平面（图1）。这种相对格式化的内走

缺乏对年轻人社交需求的关注
在公共配套设置上，除了满足上层规划要求配

廊平面设计往往具备以下特征。

置的社区公共配套用房，基本没有开发商主动拿出

1

最大化追求高得房率及可售面积

更多的销售面积来增设配套，这种状况直到近两年

为了尽可能提高得房率，平面设计通常将公共

在国家大力鼓励自持长租公寓之后才有所改变。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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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丰富的立面

3
1

公寓产品多为小面积的“刚需”产品，所以实

平面组合、色彩丰富的立面等（图2—4）。

相对好的投资者购入之后也主要是租给年轻人。由

2

马赛公寓容纳了社区内1 200个居民需要的所

寓的房间基本就是这些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晚上睡

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现代化设施在那时是不可

觉的场所，或是周末“宅”在家中游戏或学习的唯

置信的复杂”，具有超前的预见性。

一选择。

地面层的架空层供汽车或自行车停放及行人通

信息化时代的网购及外卖服务看似弥补了配套

行，地面层只有管理室及电梯。这种底层架空模式

不足的问题，实则忽略了年轻人的社交需求，从而

的灵感，来源于柯布在西非贝宁湖中所见吊脚楼的

掩盖了配套不足在长远来看对居民生活造成的不便

启示（图5—7）。

以及给物业价值带来的长期的贬损。

基本概况

水果店、青菜店等，还有洗衣店、药店、理发店、

在17楼及顶楼有幼稚园及托儿所，儿童专用

合居住作品，在集合居住方式的研究方面，具有实

游泳池，屋顶平台上除了庭院及平台外，还有体育

验性和预见性，就像他本人描述的那样，它是“一

馆、各种体操用的广场、300 m的跑道、附有餐饮

个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实验”。

酒吧功能的日光浴室等（图9）。

3

2

5

底层架空作为停车空间

6

架空层的公共大堂入口

7

首层大堂的玻璃门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运营状况

的环境中生活，置身于1 200人的社区之中，家人

事实上，马赛公寓建成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相互牵手，与别人同时走进一个大堂的大门，走进

内，柯布西耶及居民对于公共配套设施的管理仍然

4部可以容纳20人的电梯中的其中一部，你会享有

非常模糊。商业走廊内到底布置哪些商店，也没有

交流与宁静、户外与户内的快速自由切换。你的房

提前策划好。

子可能会有50 m高……这个房子将坐落在一个可

公寓交付之后，业主委员会起草了共同所有权

供儿童活动及青年、成年人休闲的场地上。周边充

合同条款细则。1953年1月，第一批居民成立了居

满了绿色。而且，屋顶上将会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幼

民委员会，制定了内部管理制度，编写了一本《怎

儿园。”[1]208

样居住在马赛公寓》的手册。但是这并没能立即解

在战后重建时期，马赛公寓带有一种令人耳目

复式叠加平面及剖面

邮局、旅社、餐厅、酒吧等，一应俱全（图8）。

马赛公寓是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划时代的集

“如果你想让你的家庭成员在一个安静、优美

3

沿7、8层的内部街道，设置有整排的购物区，
有面包店、酒店、杂货铺、鱼店、肉铺、牛奶店、

1

马赛公寓裸露的混凝土材质

公共服务配套情况

于缺少供邻里交往及开展社区活动的场所，这些公

马赛公寓公共设施解析

某公寓户型平面

2

一新的特征，包括裸露的混凝土材质、复式叠加的

际使用人群基本为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而经济条件

二

1

决管理及运营的问题。委员会的代表为此给柯布西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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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艺术家菲利斯·瓦里尼（Felice
Varini）在屋顶MAMO艺术中
心举办的现代艺术个展
菲利斯·瓦里尼是一位拥有瑞士
法国背景的艺术家，他生活在
巴黎，一直用一种独特的立场
在进行艺术创作，这也是他第
一次在一栋柯布西耶的建筑中
设计自己的作品。对他而言，
马赛公寓是一件拥有巨大影响
力的地标性建筑。

8

商业街道内景

9

屋顶活动平台及屋顶泳池

耶写信，表达他对公共设施运营管理的忧虑。柯布

马赛公寓从正式投入使用至今，已经整整历时

西耶回信说：“你说我们正让马赛公寓陷入折磨和

半个多世纪。内部的居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最

毁灭。不过你应该向正确的人表达你的忧虑。你们

初的以公务员为主，到自购公寓的中产阶级，再到

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看看你的周围，如果你们需

现今的各类时尚艺术人士。这种新的特征可能与马

要理发师、修鞋匠或者旅馆，那就自己去寻找（运

赛公寓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有关，或与柯布西

营商家），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哭喊着向我寻求帮

耶公认的国际名望有关。居民对于此处居所的挚爱

助。你们生活在一个充溢着种种机会的房子里，应

之情，通过居民积极参与组织有关马赛公寓的庆祝

该自己去挖掘自己的金矿。”①

活动可以体现，也可以从中介市场中难以买到或租

柯布西耶的这段表述传递了自己对设计的坚定

到一套公寓进一步得到证实[2]117。

自信：第一，他坚信所有公共设施提前规划的理念
和做法都是超前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设计方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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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公寓带来的启发
马赛公寓的伟大创想，无疑是革命性的。马赛

管商家或使用单位如何变化，建筑设计已经留有足

公寓内部众多的便利设施，是如此受居民的欢迎。

够的弹性空间来适应不同的需求。

尽管马赛公寓建于半个多世纪前，但不论是其建筑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确实逐渐得到改善，

设计理论，还是实际的运营效果，都使其至今仍处

马赛公寓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幼儿园开始投入使

于先锋派的地位 [2]117。对于现今的公寓创作来讲，

用，一些私人设施例如商店、体育馆和办公室也已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发。

启用，居民也非常认可设计带来的非常便利的社区

1

生活[2]178-179。

9

三

第二，怎么去运营管理，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不

基于长期物业价值的思考，青年公寓应该
设计足够的公共配套

1986年6月20日，马赛公寓被官方认定为建

如果只是基于短期销售利益的考虑，公共配套

筑遗产，与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处于同样的地

在资本角度往往是不可销售的指标，增加了投资却

位。依仗着这栋建筑特有的文化属性以及身处建

不能马上带来利润，因而常被忽略。但随着长租公

筑设计名人殿堂的柯布的声望，马赛公寓的这些公

寓的大量兴起，足够的便利设施，能够给物业价值

共设施内部时常举行各种形式的社交及文化展出活

带来保值增值，提升物业品质及租金水平，从资金

动（图10）。

回报角度来讲，也不再存在设置公共配套的动力不

4

足的问题。

居民对马赛公寓的评价

11a

11c

11b
11

深圳水围柠檬公寓
a

屋顶休憩花园及洗衣房

b

社区公共厨房

c

多功能活动厅

近两年大量出现的长租公寓产品，已经越发重

建筑只是由众多仅提供睡觉功能的单个“笼子”构

视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以DOFFICE创始点咨询

成的集体“宿舍”，将很快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

（深圳）有限公司设计的深圳水围旧村改造项目柠

从而面临很快被拆除重建的境地，变成一个“短

檬公寓为例，其内部配置了丰富的公共设施，包括

命”的建筑。□

健身房、公共厨房、餐厅、便利店、书吧、屋顶洗
衣房及晾晒区（图11）。这些内部配套与社区周边

图片来源：图1—3，5—9引自http://bbs.zhulong.

的其他外部配套资源，形成了丰富的供年轻人交流

com/101010_group_201801/detail10022444/；

活动的场所，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层面丰

图4引自https://afar-production.imgix.net/uploads/
images/post_images/images/1EL58SAwNy/

富了居住其中的年轻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好的社会

original_a0b06eb20e108f63573f5a9a42971193.

效益，也确保了投资的良好收益。

jpg?1460512170?ixlib=rails-0.3.0&auto=format%2

2

Ccompress&crop=entropy&fit=crop&h=719&q=80

设计上应留有足够弹性空间
马赛公寓的配套设施经历了数年的培育才逐渐

&w=954；图10引自http://bbs.zhulong.com/101010_
group_201815/detail10135729/?sceneid=threaddeta

丰满起来。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业主构成的变化，

il-thread；图11引自https://www.gooood.cn/lm-youth-

配套设施的内容也不断更新，商铺的业态也在转

community-china-by-doffice.htm。

变。但因为设计上创造了足够的灵活性，建筑成
为了可以容纳和孵化各种经营活动及社交活动的
载体。

注释
① 参见：1956年7—8月普罗旺斯马赛杂志中勒·柯布西耶
写给勒弗雷斯特（Leforestier）先生的信。

马赛公寓有许多社交空间，包括俱乐部和图书
馆。比如俱乐部早期是电影放映厅，如今则演变成

参考文献

了录像俱乐部。再如四楼的街道空间是一个散步和

[1] 博奥西耶. 勒·柯布西耶全集第8卷·1965-1969年[M].

闲聊的地方，那里有带夹层的办公室、书店、公共
长椅、街灯，还有能看到海景的玻璃幕墙。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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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布里利欧. 马赛公寓[M]. 王力力，赵海晶，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来，在这个空间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宗教活
动例如子夜弥撒，到生日庆典，包括展览在内的文

收稿日期

2019-04-30

化活动和个人交际会议[2]104。
如果没有这些灵活的、尺度合适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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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理念，依靠建筑行业装配式建造技术、BIM模型技术、巨型企业的全产业链管理实现创新建设。
关键词

高密度建筑

ABSTRACT

青年住宅

市场定位

设计理念

创新建设

This study introduces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 side of youth housing trade

market in metropolis with high-density buildings. In order to supply youth with housing product
that meets market expectation and consumer’s requirement, supply side should make joint
efforts in directions of market positioning, design idea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under highdensity conditions. It concludes that solo apartment, its derivative apartment and long-term
rental apartment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main market positioning, indoor design clearly centers
on practical, combined and diversified design concept, the new idea of “extending public area
and copying ground environment” be taken in new style building construction whe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igh-density living environment, 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echnique, BIM model
technique, commercial management by mammoth enterprise on whole product chain should be
applied so as to achiev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gh-density building, youth housing, market positioning, design idea,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DOI

10.12069/j.na.2019Z1038

中图分类号

TU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9）Z1-0038-04

李维立
LI Weili
2

高密度人居环境下的青年住宅建设发
展初探
An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outh
Housing under the High-desity Living Environment

城市发展使得中心城区土地资源更加稀缺，建

青年住宅发展方向，如何在高密度条件下，为发展

筑向高密度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人居环境的拥挤与

青年住宅提出新设计理念，建筑行业哪些新技术和

单一，公共活动空间的压缩与简化，地面自然环境

商业模式的发展能为青年住宅建设提供支持。

的缺失与远离，造成了横竖向高密度建筑发展的障
碍，青年住宅的发展必须跨越这些障碍。现阶段，

一

青年居住在高密度的新旧商品房、城中村、集中式

1

公寓中。本文重点探讨如何从这些居住环境中定位

[作者单位]

38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上海公司（上海，201101）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青年住宅市场现状
新旧商品住宅
调查认为目前供给端的主体是专职的二房东及

上海中心双幕墙结构

产权私有者所掌握的新旧商品住宅 [1]，这些房子通
常是多户多厅室，以合租方式为主，存在安全隐患
与交际问题，且房屋所有者通常会为了利益改造户
内空间，增加居住人数。新建商品房基于家庭单位
的设计前提限制了青年群体的购租能力。近些年，
传统住宅领域为青年群体探索开发了SOLO住宅，
而所谓的S O L O住宅，即中心精装的小户型[2]。白
梅 [3] 认为现在市场上重办公的S O H O与带阁楼的
LOFT实际就是SOLO住宅在室内表达上更细致的
划分，这些概念共同的出发点是传统商品住宅小型
化，户内设计紧凑、精细及多样化。

2

城中村自建房
原属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在城市发展涌入大

量人口后，农民自建起密集的多层住宅以出租，其
突出特点是10层以下的多层住宅在某一地块内呈密
集的矩阵式排列，消防疏散和采光需要很少考虑，

1

青年住宅组合化模块示意

深深的高墙弄堂，较高的人居密度，但相对低廉的
租金和相对接近市区的位置，吸引了大量青年。

3

国家廉租房、人才公寓、公司职工公寓
这类住房的特点首先是集体或国家所有，其

公寓，在其基础上又衍生出S O H O和L O F T等公

间、审美细部的需要[3]。

建筑形式可以是与市场供给产品相似的商品住宅小

寓形式。从酒店式公寓和公寓式酒店基础上衍生出

2

区，也可以是房间形式雷同，公区略优于学生宿舍

来的长租公寓则是另一个方向上应对市场需求所作

研究表明公共活动空间设计应包含空间层次、

的人才公寓、职工公寓。总的来说，廉租房与人才

的探索。这些探索为青年住宅市场的定位作出了判

空间边界、空间元素、生态环境、人工环境五个方

公寓有着严苛的申请条件，职工公寓受众面也极为

断，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

面[4]。

有限，不属于一般企业解决青年居住问题主要考虑

公共活动空间设计

空间层次上，有大有小，宜静宜动，呈现选择

的方向。

二

4

1

青年住宅设计理念

性和多样性；空间界面上，边界有凹凸变化，高差

户内空间设计

转换，色彩更迭；空间元素上，改造而来的长租公

以服务式管理水平、获取方式为主要区分，可

研究表明，青年可划分为社交、居家、享受型

寓占比最大，部分保留原建筑的文化特色，融合自

以将商业化连锁品牌住所，分为酒店式公寓、公寓

三类 [2]。对于享受型青年，户内空间应具备混合公

身主题加上租客的再创造，使得公区的文化符号更

式酒店及长租公寓 。酒店式公寓更像是提供完善

共空间、大主卧、“半间房”；居家型青年，户内

加广泛与包容；生态环境是建筑中空气、光线、绿

的酒店式公共服务的住宅，并且主要以购买形式获

要有可供未来使用的第二间房，家庭集中收纳、小

植等大自然最重要元素的体现，公区设计应加强自

取；公寓式酒店可提供一样水准的服务，但是其个

型家政空间，经常使用的餐、厨空间；社交型的青

然采光以及节能通风设计；人工环境则提倡装修材

人居住部分比住宅简单，主要以短租的形式获取。

年要求公区私密区分明，所谓的双核公共区域、独

料的环保健康，智能家电的广泛应用，社区服务的

商业化连锁品牌住所

[4]

[2]

这两类住所较高的价格，催生了服务和居住部分都

立主卧区、客用区域 。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模

互联网化。

更加简化的长租公寓，顺应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

块化设计，拼接同样的卧室、客房、厨卫，实现组

3

量青年人涌入的趋势。

合化、多样化（图1）。青年因为高强度工作对居

5

小结

室有较高的办公功能要求，主卧空间的要求较大，

宅公区设计可以借鉴一些大型的公建公区的设计理

目前青年主要的居住选择包括合租新旧商品

因独居性对客厅、厨房的要求较低，这都体现实用

念。例如上海中心大厦采用独特的内外双层幕墙系

化要求。

统（图2）[6]，其核心筒到第一层幕墙之间的空间是

房，蜗居在有明显安全隐患的城中村，稀缺的国家

新型建筑理念的借鉴
（1）上海中心双幕墙营造公区理念

青年住

廉租房、人才公寓，数量有限的公司公寓及长租公

另有研究提出高密度住宅设计趋势下，青年

传统建筑的室内部分，一般的高层酒店、办公楼的

寓。有研究问卷调查了300余位上海大学毕业生，

住宅设计理念应包含：基于实用化要求的空间尺度

房间就包裹在这样的一层玻璃幕墙内。而第一层到

绝大多数人表示对居住环境不满意 。为解决青年

小型化、空间利用高效化、空间灵活的适应性；从

第二层幕墙间的环形高大空间，通过竖向的分段，

住宅市场发展的滞后，传统住宅领域发展出SOLO

组合化、多样化出发，满足不同空间层次、交往空

成为数个大型的中庭式公共区域，供一定楼层范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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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地面环境理念下的

4

具有次级地面的建筑

建筑设计
3

4

内的人员休憩。这样的设计对于高密度的住宅建筑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花园城市的美称正是大规模

色自然地面代替沥青、水泥地面，从而降低建筑能

如何延伸创造公区提供了一种创新的理念和可行的

次级地面的建设的成果（图4）。次级地面的空间

耗；显著改善城市热岛效应，同时降低建筑的瞬时

思路。

形态主要分为三种：广场型面状空间，街道型路径

排水高峰，极大改善了密集建筑的人居环境，拓宽

高密度建筑使

空间，绿地型节点空间；空间类型则分为交通性空

了人们的公共活动空间，增进了住户之间的交流，

城市近地面空间更加拥挤，迫使建筑向地下与空中

间、城市功能性空间、绿色开放性空间 [8]。交通性

同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寻找空间。地下步行街，裙房塔式商住楼都是城市

空间通过复制地面道路的作用，将走道垂直叠加、

进而激发整座城市的创新力。

建筑密集化发展的产物 ，其本质都是一种通过复

错动及水平环绕，使建筑竖向的交通模式，转变为

4

制地面商业来增大建筑空间的方式。这一理念广义

三维立体循环的交通方式。城市功能性空间提供了

高密度的建筑条件下，青年住宅设计应注重户

而言，就是复制地面多样环境。古巴比伦建造的空

城市服务，诸如餐厅、书店、健身场所、剧院、泳

内户型的实用性，照顾个性需求和群体体征，在精

中花园，就是将地面通过高台抬升到高空，为自然

池、游乐场等服务。绿地开放性空间是利用建筑顶

巧高效安排的原则下，充分使用卧室、客房、厨卫

环境向高层建筑的延伸提供了启发。研究将这种复

部、裙房屋面，架空层、中庭、边庭、阳台或露

等模块化组合的设计形式。上海中心独特的双幕墙

制与抬升的地面空间称之为“次级地面” ——脱

台，将地表的公园复制到空中，包含健步走道、体

拓展了垂直的室内公共空间，花园城市新加坡通过

离地球表面处于空中的人工地面，具有或接近地面

育设施、雕塑亭台等。

贯彻“次级地面”理念，将地面环境和城市服务带

（2）“次级地面”设计理念

[7]

[8]

小结

环境特征和空间品质的人工建筑平台或基面（图

研究还总结了次级地面的设计手法，建筑在

到空中，这些高密度建筑案例在营造公区和复制地

3）。次级地面补偿了高密度环境下缺失的原始地

其表面不同方向、不同体积、不同深度的无定型切

面上大为着墨，为青年住宅的设计理念提供了有益

面空间，使原始地面的量得以增长和扩展，每一层

削，或者以一定规则的形状切削形成缩进的效果；

借鉴。

次级地面都如同地面上不同用地一样可以用来建造

让切削出的空间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交错叠加；在建

不同的建筑[8]。

筑中间大面积挖空形成中庭等等[8]。

对“次级地面”理念的实践，新加坡可以说

5

传统施工与装配式施工

6

华阳国际预制构件工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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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发展现状
唐崇武 [9]在《建筑业新时代》一文中总结了建

筑业创新建设和未来发展的技术及商业趋势：装

以参数形式修改模型，使得对系统的操作与控制更

生的S O H O、L O F T等公寓，以及商业连锁化的

配式建造技术，BIM模型技术，建筑产业链跨界整

加便利，其成果仍然能以二维图纸形式表达。

长租公寓为主要方向。在高密度条件下，青年住宅

合，建筑行业巨鲸破浪跃起。青年住宅的发展离不

B I M模型技术是计算机及互联网+在传统建筑

的设计理念应注重户内功能的实用性、组合性、多

开整个建筑行业建造技术与建设模式的进步，理解

行业的应用，属于信息工业革命的范畴，是包括青

样性，并积极拓展公共活动区域，更好地复制地面

基于创新建设的新技术与模式，有利于推进青年住

年住宅设计在内的新建筑设计理念得以实施的重要

环境。此外，还应将建筑行业最新的装配式工艺、

宅建设及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

保证（图7）。其三维动态图纸较二维静态展示更

B I M模型设计技术推广应用于青年住宅的建设发

1

装配式建造技术

生动具体，新算法的应用使计算和计划更为高效、

展，通过全产业链的整合，以及国家政策调控的契

装配式建造技术最为成功的一次广告是中国

科学。模拟对比功能，提前发现问题，提出优化方

机，推动住宅产业的发展。□

继改装乌克兰瓦良格航母后，第一艘自行设计与建

案，使得施工配合与协调智能化开展。随着其发展

造的航空母舰，全国人民见证了一个个分段构件快

与应用，必将大大提高施工质量与进度。包括青年

图片来源：图1引自《华润置地长租公寓产品标准
化手册2.0（2019年1月版）》；图2引自http://www.

速、准确而震撼地拼组出了一艘艨艟巨舰。这一

住宅在内的高密度建筑、户内的精细化设计、公区

技术应用在建筑上的定义是在工厂生产柱、梁、屋

的扩大设置、地面环境的高空复制，都可以依赖

3引自https://www.archdaily.com/901144/future-living-

架、楼板、墙体等主要结构，运至现场后组装而成

BIM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更好的实现。

space-announces-nova-design-award-winners；图

3

4引自https://zh.hotels.com/ho421327/#:WO；图5，6

建筑（图5）

[10]

。这一技术的发展也反向推动了设

新的商业模式

计的模块及模数化[11]，催生相应细化的设计图纸分

产业链上的跨界整合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

类。装配式建造较之现浇能更好地节能减排、提高

也必将造就一批超大型的领军企业，从而解决产业

劳动生产率，并且提高建筑品质[12]。华阳国际设计

链割裂和企业碎片化的问题。华阳国际董事长唐崇

集团就通过与华润水泥控股合作，成立了自己的预

武提出了自己对建筑行业新的商业模式的判断，即

制构件厂“润阳智造”，从而树立了“装配式建筑

全产业链整合以及行业巨头的诞生 [9]。建筑工业化

领域领航者”的行业地位（图6）[9]。

的趋势，在装配式建造技术和BIM应用上已经得到

2

很大体现。用整体综合集成的方法把工程建设的全

BIM模型技术
为了实现建筑工程的低碳建设，原料的使用

部组织起来，可以使设计、采购、施工、机械设备

受到限制，基建变得更富有弹性，建设过程要求

和劳动力实现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的组合、采用工程

更加科学、高效，B I 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因此应

总承包的组织管理模式、在有限时间内发挥最有效

运而生

[13]

。

的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创造更大效用价

作为一种工程软件，BIM提供了三维立体的可

值。整合产业链，缔造巨型企业，使得建筑的建造

视化思路，并且是一种能与同构件之间形成互动性

真正实现工业化，完成消费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和反馈性的可视化，让项目整个过程有可视化具象

降低，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

图景；BIM平台可以自动预测与评估项目将要遇到

伟大的时代成就伟大的企业，青年住宅问题

的技术性问题，进行诸如管道排布、日照变化、火

的解决将会是对有雄心的企业的市场战略、技术能

灾疏散的模拟过程，发现模拟进程或数据分析后各

力、社会责任的考验。因为青年决定国家的未来，

方诉求间的矛盾，提出优化方案，平衡矛盾诉求；

青年的发展不可限量，青年首次接受的住房产品将

BIM平台贯穿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可以统一

会影响他以后对住房品牌的认同，以至于对社会价

完备地记录和描述项目全过程所有信息；BIM平台

值与国家发展的认同。行路之远，有的企业已开始
努力布局，从技术累积到理论的探索，他们的员工
基于一样的认同，积极将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展示出
来，落笔寄情，成文以述。

7

世界顶级建筑行业网站介绍BIM技术

4

小结
青年住宅的建设，离不开建筑行业新的技术和

商业模式的应用，如模块化设计、预制构件装配式
建造、BIM模型技术应用。借助建筑工业化浪潮，
青年住宅的建设驶入深水区，全产业链生产将使得

skyscrapercenter.com/building/shanghai-tower/56；图

由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提供；图7引自https://www.building.
co.uk/focus/bim-are-you-ready-for-the-fourthdimension/508763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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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高密度住宅的大量建设存在着资源浪费的弊端，而装

配式住宅虽然在效率和成本上有着突出的优势，但难以满足使用者多样的居住需求。文章旨在探索一种模
块化装配式高密度住宅的建构形式，以提高居住舒适度，并融入人文关怀与自然体验。探讨了建构形式、
功能与建造技术之间的关系；通过居住单元模块化的设计与组合，结合模块叠放的建构形式，确定建筑的内外
秩序；最后应用框架核心筒结构，结合外挂框架与伸臂桁架，统一建筑的物理结构与秩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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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abuse of

resources waste exis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high-density residential buildings.
While the emergence of assembled residential building has prominent advantages in efficiency
and cost, but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meet diverse living need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put
forward a construction form of assembly high-density building, in order to improve living comfort
and integrate humanistic care with natural experience.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ion form, func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form of
overlapping modul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rder of the building ar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utrigger truss unifies physical structure and order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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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住宅设计的建构形式探索
An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Form in the Design of Highdensity Residential Buildings

如今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土地的高强度

将改善传统住宅建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2]。

开发，节约土地资源的同时，却将居住者“束之高
阁”，垂直方向上重复叠加的住宅单元不可避免地

一

[1]

住宅的建构形式与模块化设计原理

形成了呆板僵化的高密度住宅楼 。竖向的延伸拉

“形式追随建造，而非功能，且建构形式涵盖

开了居住单元与地面的距离，同时邻里之间也因从

功能”，这是以路易斯·康和密斯·凡·德·罗为

无交集而形同陌路。居住者犹如木偶一般被安放在

代表的建构大师达成的共识 [3]。路易斯·康的预制

固定楼层的固定房间，虽然身处高密度住宅，却始

装配式建筑与密斯的钢结构建筑都在尊重建筑使用

终处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中。不难看出，这种传统僵

功能的前提下，将建造技术与建构形式的美学法则

化的住宅建构形式，带来的是居住者舒适度的缺

有机统一，从而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4]。

失、邻里关系的隔绝甚至是内心的孤岛。而结合模

1

块化装配式技术，高密度住宅在建构形式上的创新

[作者单位]

住宅的建构形式
建构形式涵盖功能，并不是否定功能的重要

张博：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深圳公司（广东，518048）
黎美丽：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东，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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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木拼接实体模型

积木螺旋拼接

积木模型俯视

体块交接锚固

性，而正是以功能为支点，创造出一种建构形式使
之满足功能的使用需求。建构形式确定的同时，涵
盖在其中的功能空间会被统一在该建构形式的特性
和秩序中。传统高密度住宅之所以较为“呆板”，

锚固处

是因为建构形式追随功能而被居住功能所统治。局
限在住户单元内的基本生活需求已被满足。但随着
社会的发展，居住者的需求在变化和拓展着。以居

锚固处

住为全部功能属性的传统高密度住宅已无法适应多
样的生活需求。因此，建构形式若作为居住功能的

2

积木错层叠加

主导——涵盖功能，则将使高密度住宅的设计摆脱
禁锢，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形式追随建造意味着建构形式受建造技术的制
约，但另一方面，建造技术为建构形式提供了多样

的拼装组合。因此在高密度住宅设计中，模块化设

要支点来稳定结构。体块在积木建构过程中螺旋上

化的处理方式，是实现该形式的必要手段，因此两

计方法与装配式技术的结合，可逐层分级地梳理设

升，螺旋形结构看似不稳定，但体块交接的锚固层

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建构形式能否实现取决于建造

[6]

计过程，实现建筑功能的配置与重构 。

提高了整体模型的稳定性（图2）。强烈的结构秩
序强化了功能的空间秩序，由此形式涵盖了功能。

技术是否成熟。装配式技术作为一种建造手段，在
我国高密度住宅中的应用已经趋于成熟。而模块化

二

设计方法则能够在设计阶段将预制构件标准化，从

1

模块化住宅单元的设计与组合

2

建构形式的设计构思

模块化住宅单元的设计与组合
高密度住宅以单身人士及核心家庭为主要受

而在施工过程中快速有效地拼装。因此，模块化设

以居住功能为核心的建构形式，应挖掘居住

众，确定了单人房、双人房及家庭房为主要的三

计方法结合装配式技术在高密度住宅设计中有着巨

者潜在的需求。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外，

种目标户型。以2 m为模数，确定满足生活基本

大的实践意义。

公共空间的留置是人们生活的需要[7]。凯文·林奇

需求的户型模块尺寸，分别为：单人房（4 m×6

形式本身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够通过建构形

（Kevin Lynch）认为，城市中集中的节点是一个区

m=24 m 2 ），双人房（4 m×6 m=24 m 2 ）以

式，将建筑的物理结构与住宅内在的秩序结构相统

域的核心，作为这个区域的象征，其影响是向外辐

及家庭房（6 m×8 m=48 m 2 /4 m×12 m=48

一，因而形式作为几何逻辑架起了功能与建造技术

射的[8]。因此区域核心节点的设置，将成为高密度住

m2）。在房间长宽尺寸确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究

的桥梁。

宅中活跃的空间区域。此外，居住环境质量的重要衡

户型内部的排布方式，得到了三种房间类型的5种

2

量标志是绿化，同时良好的绿化环境是满足居民对

户型单元，其中双人房与家庭房分别有两种户型。

模块化设计方法的基本原理
模块可定义为“由标准模块和非标模块经设

[9]

居住小区舒适、美观、健康等需求的重要载体 。

通过多种模块摆放的尝试，在以12 m×12 m为模

计组合，具有某种特定功能及结构的单元，它能够

针对居住者的这两大潜在需求，首先是要创造

块组合模数时，三种类型房间可以此边界条件进行

与其他组件（或模块）通过规范标准接口构成更大

一种交流互动的空间节点，来打破隔绝居住者的壁

组合，形成三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与围合的公共空间

的组合、模块或系统” 。根据不同的居住空间需

垒；其次要在高密度住宅中增加绿化空间。明确需

（图3）。

求，可将居住单元设计为几种标准的模块。模块化

求后，则需通过建构形式解决上述功能需求问题。

围合的共享空间形成区域核心节点，其中设

的几种标准单元可通过积木式的拼接形成统一标准

建构形式的推敲采用积木模型进行实体建构，其特

置有置物架，可作展示及储物空间使用。每个住户

的模块化组团，组团内的功能配置可进行调整，从

点是标准化与模块化，积木标准模块的搭建在前期

都有属于自己的置物架，住户可将自己的收藏以展

而满足不同类型住户的配比需求。

设计中可实现快速地拼装与组合，并直观地展现建

示的方式共享给他人。在每一个由4种户型组成的

构形式。

模块单元内，区域核心节点都包含了不同住户个性

[5]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在于标准构件的预制和施工

化生活的一部分，邻里之间由此形成一种交互的关

安装的便捷，而模块化与预制化的结合则使庞杂的

通过对传统高密度住宅平面布局的观察发现，

建筑系统有序地分级。模块化设计可将建筑整体划

住宅户外的活动空间大多仅存在于地面层。单一的

系，从而满足居住者交流互动的需求。

分为组团，组团可划分为住户单元，预制化则将单

户型垂直叠加建构形式，虽然在施工和使用上简单

3

元划分为构件。高密度住宅包含大量相似的用户单

高效，却无法满足使用者户外活动的便捷需求。因

标准层的布局模式受传统住宅启发，四个组团

元，选择模块化设计与预制化构件，为后期便捷的

此，为了创造出每个用户的室外绿化平台，采取上

模块围合的中央部分设置核心筒作为核心承重构件

生产与施工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层错层叠加的方式，上层用户可将下层的屋面作

及竖向交通空间。组团模块的逐层退台释放出了更

模块化装配式住宅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层

为室外绿化平台（图1）。逐层退台形成一种斜向

多的户外空间，并可增加景观绿化，满足了居住者

设计，同时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准化构件和单元

的秩序感，但积木逐层的挑出使自重变大，此时需

对于绿化环境的需求。

标准层的模块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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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4d

12 m

4m
6m
12 m

4m

12 m

6m
12 m

4m

2m

2m

4m

4m

3

与积木模型的建构形式推敲过程相同，12

设计中避免了对视的开窗方向（图5）。

3

户型组合模块

4

建构形式示意

m×12 m的模块组团单元以10 m的间距进行摆

住户模块单元及其组合方式确定了建筑的内在

a

传统住宅建构形式

放，形成34 m×34 m的方形基底，通过2 m的错

功能秩序，并通过建构形式创造了灵活的区域核心

b

室外绿化空间

位间距螺旋上升叠放。在第五层和第六层形成模块

节点及室外绿化空间。住户模块单元的自由组合构

c

核心筒

d

形体交接锚固层

组团的搭接，且将四个原本分开的体量连结在一

成了多样的模块组团，为户型比例的调整提供了自

起。继续向上螺旋叠放，在100 m以下会形成三个

由度。富有动感的外观改变了传统高密度住宅的沉重

体块搭接部分，起到了稳定结构的作用（图4）。

感，且营造了竖向上连续模糊的灰空间，同时其严整

由于体块搭接部分的采光条件受限，且所处位置需

的几何秩序又给人以简洁感和稳定感（图6）。

5

空中绿化效果

6

外观效果

要加强结构，因此将5、6层，16、17层，27、28
层两两合并为两层通高的空间，作为整栋高密度住

三

结构选型

宅的配套设施空间，设置设备用房、咖啡厅、餐

建构形式形成的几何逻辑在解决了功能需求

厅、泳池、洗衣房、多功能厅及健身房。组团的布

后，转化到结构部分，建造技术的合理运用将使建

局方式易在内凹处形成住户的对视，故在住宅模块

筑的结构秩序与功能秩序相契合。

5

44

6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从建筑轴测图中可以看到（图7），外围的住
宅各层平面规则，竖向层层水平错开以形成螺旋上

26.4%和37.3%。户型比例的调整可通过模块组团
的户型进行多样搭配。

升的效果，其竖向构件不连续，重力荷载和水平荷

从功能需求到建构形式，再到结构选型，建筑

载传递路径复杂，因此不宜作为竖向承载和水平抗

的几何秩序由外而内地统一了整栋建筑。以居住者

侧力结构。内部为电梯井和连通四个住宅单元组团

的生活需求和行为交互作为设计的出发点，最终呈

的钢框架走廊，其竖向连续，水平规则，因此作为

现出四栋塔楼交织在一起的建筑形态，其形态本身

主要的重力和水平传力结构。基于此，本结构采用

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具象化表现[15]。现代社会将人

框架-核心筒以及外挂框架组合结构，外挂框架与

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交织的生活为人们创

内部的框架-核心筒之间在局部楼层处采用伸臂桁

造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只有为这种可能性建构桥

架连接

[10]

。同时为减小外挂框架的重量，框架均

梁才能够顺应未来人们生活发展的需求，而不是建

采用钢结构。核心筒作为主要的重力和水平传力结

立居住的孤岛。本文结合模块化装配式技术，探索

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了一种新的高密度住宅的建构形式，以期为未来高

伸臂桁架及腰桁架多用于超高层框架-核心筒

密度住宅的建设提供参考。□

结构和筒中筒结构，但由于建筑立面方案的渐变
性，建筑平面上下层的错位变化，导致结构外围竖

图片来源：所有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向受力构件的不连续，普通的梁板柱结构难以实
现。因此，运用伸臂桁架既能保证外围框架与内部
框架-核心筒的可靠连接，又能使外围框架在伸臂
桁架的基础上建立框架结构体系。
伸臂桁架采用钢结构，可缩短施工周期，同时
也具有较大的结构刚度[11]。伸臂桁架贯通内部的框
架并连接两侧的钢框架。伸臂桁架作为外围框架与内
部框架-核心筒连接的重要构件，传递水平及竖向荷
载，其以悬挑梁的形式作为平面受力构件的一部分，
承担外围框架的重力荷载；更作为转换构件，其上立
柱，使各个户型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体系[12]。
结构加强层设置在第5、6、16、17、27及28
层，其两侧钢框架在一条直线上，伸臂桁架可上下
左右贯通，因此伸臂桁架设置在这六层。其他楼层
则通过伸臂桁架外挂或者立柱的方式形成钢框架结
构体系。伸臂桁架底部增设斜撑，可有效增强结构
的整体刚度及结构的抗震能力[13]。
整栋建筑的竖向荷载及水平荷载全部通过中
央框架-核心筒承担，围绕在核心筒周边的钢框架
的全部荷载则通过伸臂桁架传递到核心筒。而此时
由框架-核心筒、钢框架及伸臂桁架组成的结构系
统，其整体抗扭刚度及其外围悬挂部分的抗侧刚度
较弱。因此需在结构柱处设置腰桁架，可使其轴力
均匀变化，提高外框架抗倾覆能力，减小侧移[14]。
所以，腰桁架是本设计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腰桁架与伸臂桁架设置在同一层作为结构加强
层，提高整体建筑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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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分析“人与人”的社会行为出发，进而讨论“人与空间”之间相辅相成的需求关系，并结

合空间塑造对人的社会行为影响，探析居民的生活方式对空间的诉求。新加坡“达士岭”组屋为高密度集
群社区空间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达士岭居民生活与其社区空间关系的研究，总结出达士岭组屋模式的成功
之处，以期为当下中国高密度社区生活空间的塑造以及品质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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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mutually reinforcing dem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space making on people’s social behavior, analyzes
the appeal to space under residents’lifestyle. The Pinnacle@Duxton in Singapore is a typical
case of high-density cluster community space.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nnacle@Duxton residents’living and their community space, it reveals what kind of living
space can be used to improve residents’living in a high-density cluster living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whether developing module of the Pinnacle@Duxton can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creating the comfortable living space in the current high-density community
in China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high-density living space.
KEY WORDS
DOI

high-density, community space, lifestyle, shared space, the Pinnacle@Duxton

10.12069/j.na.2019Z1046

中图分类号

TU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9）Z1-0046-04

郑媛
ZHENG Yuan

浅谈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与高密度社
区生活空间的塑造
——以新加坡典型高密度住宅“达士岭”组屋为例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ing Space
in Contemporary High-density Community and the People’s
Lifestyle: A Case Study on the Pinnacle@Duxton in Singapore

在人们受困于温饱问题的年代，居住空间仅

间，居住空间是需要满足每个人基本的居住、饮

为一个生活起居的场所，那个年代的人们对居住空

食、休闲、课余生活等多种类型活动的个性空间，

间的所有需求也仅是睡觉、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基本

同时对邻里关系的处理以及居住区公共休憩空间的

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

需求也成为现代人对社区生活空间的新思考。空间

显著提升，生活需求也由原本单纯的物质层面需求

依附于人的行为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方

上升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居住空间是人们除了工

式也能够塑造空间，空间反之也能影响及引导人的

作场所之外停留时间最长的重要空间，相比工作空

社会行为。人与空间两者互促共生，相辅相成，即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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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课题所讨论的理论出发点。

2

“人与空间”——生活方式决定空间功能
需求

一 人的生活行为与社区公共空间的产生
1

“人与人”——社会行为及生活方式的
产生

柔性边界及柔性灰空间亦可作为营造社群互动场所
的推动要素。

前文中所提到的居住社区生活空间的主体为不

综上，社区要善于利用社区公共空间引导居民

同年龄阶层的人，其对空间的需求，同时影响空间

进行集中或分散活动，塑造绿地空间等宜人空间引

功能的组成。

导人们停驻休憩，同时通过柔性边界和灰空间创造

住区居民是社区空间的主体，社区在满足人居

以在社会生活中占主体的中青年人为例，其

住需求的同时，也提供了满足人发展需求的设施。

对于个人生活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对住区空间的

丹麦建筑师扬·盖尔曾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提

主要需求大致可分为私密性空间及社交性空间 [4]。

出，公共空间的户外活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必要

私密性较强的空间为私人居住空间，主要为包括个

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每一种活动类

人起居及休闲生活空间，而社交性较强的空间为本

型对空间的环境要求都不一样。

文重点研讨的部分。青年人多为自发性行为及社会

更多的人群交往机会。

二

1

新加坡典型高密度住宅社区实例
——“达士岭”组屋的形成及其社
区生活空间的塑造
形成背景

即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要

性行为的主导者，其更希望在住区公共空间内进行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其国土面

参与的活动。对于住区居民来说，此种行为的发生

社交活动（如周末剧院、摄影同好会及天台美食鉴

积仅有699.4 k m 2，却居住着448万常住人口，人

并没有明确目的性，多于自然状态下产生，例如每

赏等社交性活动） [5]。此类空间的特点包括可变性

口密度很大。1959年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时曾面

天的日常工作及处理事务，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活

强、视野范围广、空间的亲和度高、可达性高等。

临严重的房荒，住房形势十分严峻，能够住上像样

（1）必要性活动

[1]

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隐匿的尺度》中提

住房的人口仅占居民总数的9%，人均住房面积只

这类活动特别有赖于外部

出人类最重要的知觉以及它们与人际交往和体验外

有3.3 m 2 。恶劣的住房条件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

的物质条件，只有在时间、地点允许，人们又有意

部世界有关的功能。例如，非常亲密的感情交流发

化及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

愿参与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现青年社区常组织住区

生于0～0.5 m这个很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

素。在此情况下，政府将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基

居民开展多种主题活动，鼓励利用一些自发性社群

所有的感官一起起作用，所有的细枝末节都一览无

本国策，在立国之初就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

活动来提升邻里交往的频率。

余，较轻的接触则发生于0.5～7 m这样较大的距离

号——“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

在公共空间中有赖于他人

范围内。以社区性活动交往的要求来看，尺度适中

1964年“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推出，正

参与的各种活动。此种活动依赖于以上两种行为，

的社区交往空间，往往能够给居民带来较大程度的

式开启了新加坡的组屋时代[7]。该计划主要是由政府

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下自发性地产生，属于一种更复

亲切感，灵活多变的空间及适度窄小的街道，在不

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有土地作为建房之用，同

杂的人群交往模式。此种性质的活动产生的居民互

增加压抑感的基础上，可营造出能够提供多种社交

时由银行和中央公积金局提供建房所需资金。同时

动，也是影响生活空间创造的主要因素。

行为的功能空间。

新加坡的公积金政策能够保证中低收入居民能够廉价

3

租房、购房，高收入居民购房行为则商品化。

动 。
（2）自发性活动

（3）社会性活动

当代居民的人际交往方式除基于以上三种基

“社区空间的塑造”——社区空间影响社

本方式外，还会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和主导，例如年

群行为

龄、阅历。老年人的生活节奏多趋于缓慢，渴望与

人与社区空间相互影响，同时也相互维系。

整体规划中，政策与实施并行；由于中心区土地的

人交流以排遣老年生活的孤寂 [2]；中青年人的生活

前文提到人的行为可以塑造空间，而高密度社区

紧缺，新加坡规划于外围地区进行廉租组屋建设，

节奏趋于平稳，生活压力多来自于家庭负担及繁

空间的产生，同样也能够影响住区居民的生活社

同时搭配建设分级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以保证组

重的工作，此年龄段的居民在社区交往中多为旁观

[6]

群行为 。

新加坡将政府提供补贴的高密度组屋建设列入

屋发展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又保证组屋片区

者；社会中流砥柱的年轻族群，其有对于社会生活

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能引导居民进行集中互

不与中心区域发展脱离。新加坡组屋并未因投资成

的积极性，善于与人交往，同时由于初入社会的刺

动。目前一、二线城市推行的青年公寓设计中，多

本受限而降低其居住环境品质，仍然延续新加坡花

激，他们需要能释放压力的社会性活动来激发对生

利用首层大堂空间或集中某一楼栋的社区活动中心

园城市的理念，引入屋顶花园、垂直绿化以及贯穿

活的憧憬。而儿童则是对人际交往最充满好奇的一

来作为居民交往互动的场所，此类空间可为开敞通

高密度社区生活空间中的绿化共享空间，从而形成

个群体[3]。

透的室内空间或与自然亲近的屋顶花园，在轻松自

一套相对完善的发展体系，使廉租房体系得以提升

如的空间氛围中提高住区居民的社交活动频率。

发展。

高密度的居住社区生活空间必然包含不同年龄
层的居住群体，其中年轻群体对住区空间的要求尤

在当今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下，住区的绿地面

甚，本文将着重针对此群体社群性交往行为与空间

积也相应成为开发时被忽略及紧缩的部分。但对于

的关系作一定剖析，同时也将围绕其他年龄层群体

空间组织上的主要活动空间与停留空间的结合，也

市环境现状及供不应求的住房状况，迫使新加坡组

对住区空间的需求，简要分析阐释人与人的交往行

是公共社交空间营造的要素之一，绿化休憩空间对

屋设计在空中共享空间上另辟蹊径。达士岭组屋分

为对于空间塑造的借鉴意义。

于追求平静的老年人来说，其使用率更高。其次，

别在塔楼26层及50层利用空中桥梁连接7栋公寓，

2

社区生活空间的塑造
（1）营造空中共享空间

新加坡高密度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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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景台
@50层、26层

800 m慢跑道
@26层

历史文化公园瞭望点
@50层

50层空中天桥
游乐场
空中花园

26层空中天桥
慢跑道
运动场
空中健身房
观景台

3层环境绿化甲板

连接至
达士敦坪公园

活动场地
居民委员会中心
历史文化公园
教育中心
儿童保育中心

食阁
肉豆蔻场
连接至丹戎巴葛
社区中心

1

历史文化公园&
室外博物馆

2

1

新加坡“达士岭”组屋总平面

2

组屋形体关系示意

空中连廊被打造成联通的折线形空中花园，而空

行组合，产生丰富变化并达到增加层次的效果（图

中花园同时成为高密度住宅空间的“呼吸口”（图

5）。组屋整体由预制剪力墙、楼板、墙、卫生间

1—2）。

等预制构件组成，预制装配率达到94%。功能空

塔楼虽有51层，但联通的空中花园削弱了新

间的灵活性也为塑造良好高密度社区空间的一大要

加坡组屋高密度的体量感，同时空中花园设置有座

素，达士岭组屋主要从以下方面体现：①公共空间

椅、散步道，大面积的室外空间很好地连接了城市

包含店铺、健身站、户外椅等，分布于主要交通步

景观。

道上，按照12 m的模数进行分布，利用节点设计

达士岭组屋的连接天桥作为居民进行自发性及

顺应人群聚集的习惯；②公寓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

社群性行为的场所，塑造了社区共享的生活空间，

平板系统，结构立柱围合成一个灵活性较强的基本

[8]

能够有效缓解高密度住宅环境带来的压抑感 。
3

一、二层停车场及景观花园区域

4

屋顶共享空间

分隔空间，立柱中轴线两侧隔墙可根据居民生活

达士岭组屋现有地

方式不同进行缩放，满足不同时期的家庭结构和人

面被切分和抬升，一、二层均为停车场（政府组屋

数变化对空间的需求；③平面功能将湿作业区（厨

停车场可免费使用，仅需缴纳管理费），下部成为

房、卫生间）与服务区相邻，便于相邻空间拓展及

高出地面两层的屋顶景观花园，花园下部空间设置

合并（图6）。

（2）营造社区生活空间

配套设施，包含托儿所、教育中心等。社区内的工

屋顶的景观花园平台局部下降，上升部分被塑

新加坡“达士岭”组屋案例对中国
高密度社区生活空间发展的启示

造成各种功能空间，主要用作咖啡馆、无线网吧，

新加坡“达士岭”组屋之所以成为高密度组屋

临时性的爵士音乐会场及节日晚餐区（图4）。功

的经典案例，与其国情基础、政策以及环境人文条

能空间的营造以及各种社交性活动的产生，引导居

件密不可分，其对于高密度社区生活空间的塑造值

民自发与达士岭社区生活空间产生关系。

得我们借鉴与思考。从1994年开始，我国各个城

作、共享空间让居民更具归属感（图3）。

3

社区生活空间的趣味因居民休闲活动的惯性而

市已经开始着手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完善以经济适用

被激发出来，这也是居民生活方式与高密度社区的

房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体系，虽然两国国情背

生活相契合的良好案例。同时达士岭组屋均不设围

景及政策导向不同，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

墙，目的在于连接社区花园与城市公园，此种开放

比较思考（图7）。

程度与其城市的治安管理及文化息息相关。

1

（3）营造生活空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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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达士岭组屋为政府出资

以完善的配套设施形成自给自足的片区城
镇规划

的保障性住宅，其建设原则为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

如前文所述，新加坡规划于外围地区进行廉租

不降低居民的生活品质。塔楼外立面使用涂料完

组屋建设，组屋片区建设与新加坡整体规划同步实

成展示面，但外立面利用5种工厂预制插件模块进

施，包括达士岭在内的新加坡组屋片区，其内部均

配备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包括教育、工业服务，基本能够让社区居民在
该片区内解决自身就业、生活及娱乐活动，降低了居民生活的交通成
本，同时社区内部的共享活动对于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也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 [9]，旨在打造外围住宅组屋组团与中心建设不分离的规划模式[10]。
我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虽也大多分布于城镇边缘，但由于其内部无法为
居住者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及配套设施，导致大多数高密度住宅的生活
空间质量无法在后期得到提升。

2

邻里中心的实践
新加坡组屋强调利用共享生活空间消除高密度社区原本邻里关系的

阻隔，屋顶花园及连通健身站等设施的建设能够推进这一目标。我国的
苏州工业园区自1996年起开始实践这一邻里中心的模式，将文化、商
业及社区服务等功能与附近高密度的住宅环境结合，得到了较好的市场
反馈，同时也能够打造居民向往的、设施完善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

四

[11]

。

5
5

立面预制构件分析

6

室内功能空间实景

7

整体实景

结语
空间因人而生，与我们共同构成社会的丰富图景。高密度社区伴

随经济的繁荣发展而诞生，由政府政策、社会进步、人文素养等各方面
的演化推动形成。新加坡达士岭组屋正是成熟的高密度社区生活空间的
典型案例，是融合居民需求、地域特征和人文背景的一体化空间解决方
式。其对我国高密度社区空间发展的启示是：更加成熟的社区空间构
建，除了需要回应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更需要针对我国的国
情、文化、社会等背景和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才能创造生生不息、
以人为本、和谐丰富的居所[12]。□

图片来源：图1—5，7引自http://www.360doc.com/conte
nt/15/0610/17/3146881_477193845.shtml；图6引自https://doc.mbalib.com/
view/70e5cb5a0e372942afed674c65bfc426.htm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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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建筑是我国建筑业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由于自身

特点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文章分析了钢结构建筑的特点，梳理了国内外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发展状况。
结合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从集成设计、绿色施工、建设流程和总承包模式等方面剖析了深圳库马克大厦
项目中采用的装配式钢结构轻板建筑体系。最后对如何更好地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提出建议。
关键词

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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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

轻板体系

装配率

Developing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a great change in the way of construction. 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due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 and delineates its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he paper analyses
the light weighted board system of 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 adopted in ShenZhen
Cumark Building from such aspects as integrated design, gree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es and the EPC mod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better develop 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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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装配率钢结构建筑体系研究与实践
A Study and Practice on the System of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s with High Prefabrication Ratio

1

装配式建筑是指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

库马克大厦鸟瞰

推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发展。

成的建筑 [1]。与传统的建造方式相比，发展装配式
建筑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升品质、提高
效率，是我国建筑行业的一次重大变革。

一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特点
普通的钢结构建筑一般都是先在工厂完成结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引导和经济技术发展，

构构件的加工，然后运到项目现场进行组装。但只

装配式建筑在我国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按照建筑

有结构系统装配的钢结构建筑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

结构系统所用材料不同，装配式建筑主要分为装

上的装配式建筑，必须是包括结构系统、外围护系

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装配式

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在内的主要部分采

木结构建筑三种类型。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中占据

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才能称为装配式建筑。

主导地位的是混凝土结构，相比其他发展较好的国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则是指结构系统由钢部（构）件

家，钢结构所占的比率非常低。鉴于钢结构建筑的

构成的装配式建筑[2]。

诸多优点，且我国的钢铁产量巨大，我们应当大力

[作者单位]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除了材料自身的自重轻、抗

宗德新、李霁鹏：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030）
张枫、王建河：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广东，5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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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支撑

圆形钢混凝土柱

钢楼梯

2

方形钢混凝土柱

2

结构体系BIM分解图

3

楼板BIM分解图

钢筋桁架组合砼楼板

3

型钢组合柱

震性能好、工厂化程度高、绿色可持续等特点外，

普遍，积水住宅和丰田房屋的专用体系经过不断

之外，在楼地面施工中采用干式工法以及集成厨卫

还有以下优点：钢结构易于标准化设计，建构逻辑

进步已经日臻完善，在日本的低层住宅中得到了广

等评价项上，钢结构建筑比混凝土建筑更易实现高

清晰，结构安全性有保障；围护系统的集成化能有

泛应用。

装配率。

效提升建筑质量，减少现场施工工序；设备管线系

2

国内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统、内装系统的集成化以及采用其他预制化部品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钢结构建筑开始逐步发

件能提升建筑的适应性和舒适度，控制建造成本；

展，目前已在高层建筑、大型场馆、工业建筑等

构件的集成化能减少现场焊接对钢结构防锈蚀层的

领域取得较为普遍的应用，钢结构建筑技术也日

破坏[3]。

渐成熟。

四
1

装配式钢结构轻板建筑体系的实践
——库马克大厦
项目概况
库马克大厦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西侧，

当然，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目前的发展还存在一

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以及技术的进步，

总用地面积为7 654 m 2，容积率为3.63，总建筑

定问题，例如对集成设计、施工组织、生产控制、

钢结构建筑在向真正意义上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迈

面积38 697 m2，地上总建筑面积27 822 m2，建

信息化管理水平要求高；在目前规模效应没有形成

进——结构体系、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

筑高度76.4 m（图1）。项目于2016年11月1日开

的情况下造价偏高；钢结构建筑的楼板、外墙板和

装系统的整体集成化，从单一的结构体系向装配式

工，2017年10月26日主体结构封顶。

[4]

内墙板的“三板”问题有待解决 。

二
1

国内外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简况

专用体系过渡。装配式钢结构的应用不应局限于公

本工程地下2层，地上17层，地下建筑面积

共建筑和工业建筑领域，其在住宅建筑领域也有巨

10 875 m 2，地上建筑面积27 882 m2。建筑1～3

大的发展空间。

层裙楼为商业和配套用房；塔楼5～17层为标准
层，每层面积约为1 500 m2，均为办公空间；塔楼

国外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1851年在英国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展出的

“水晶宫”，是世界上第一座装配式钢铁结构建
[5]

三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及装配率
2018年2月1日开始实施的《装配式建筑评价

第4层为架空层，为使用者提供休闲活动的空间；
塔楼屋顶为空中花园。

筑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目前国外的钢结构建筑

标准》（G B/T51129-2017）（以下简称标准）

库马克大厦项目采用全装配式钢结构体系，

相较国内更加成熟，各国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

提出了“装配率”的概念，指的是“单体建筑室外

内墙板和外墙板采用装配式A L C预制轻板体系。

工业化程度、自然条件等特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

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设

2018年10月，库马克大厦项目邀请相关领域的权

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

方式。

[1]

威专家举行了“装配式钢结构轻板建筑成套技术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广泛采用冷弯

标准中装配率是划分装配式建筑的评价等级的

体系鉴定会”，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认可。2019年

薄壁型钢建筑体系来建造低层建筑，特别是住宅建

依据，根据计算得出的装配率数值，将装配式建筑

1月，该项目被认定为广东省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

划分为A、AA、AAA三个等级。

项目。

[6]

筑 。意大利主要采用BSAIS钢结构建筑体系，适
用于建造低层与多层住宅，在欧洲、非洲、中东等
[7]

由于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结构系统由钢部

2

集成设计

国家和地区得到大量推广 。瑞典采用S I S轻钢结

（构）件构成，因此其在主体结构部分的评分相较

装配式建筑设计中需要建筑、结构、设备、

构通用体系的住宅已高达80% [8]。日本装配式钢结

于混凝土建筑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围护结构多采用

装修等不同专业相互配合进行集成设计。库马克大

构在低层和多层商场、停车楼等建筑中运用比较

大板及其他装配方式使得施工更为简单快捷。除此

厦项目采用BIM技术串联项目的建筑设计、工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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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过程实景

产、现场施工、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实现了全过

用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简称ALC板），板材密度级

工组织，项目的施工现场与周边常规建造模式的工

程、全方位的信息化。

别为B05（干密度小于525 Kg/m3），强度级别为

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施工现场干净整洁，没有脚

库马克大厦地下室为两层的

A3.5（立方体抗压强度大于3.5 M P a）。A L C外

手架和支模板，噪声和粉尘等污染少，对环境的影

钢筋砼结构；地上17层，采用钢结构主体+钢筋桁

墙板采用竖向外挂式安装工艺，固定方式为钩头螺

响小，施工速度快。该项目获得了2018年度“广

架组合楼板+蒸压轻质加气砼墙板的建筑体系。结

栓固定；板材宽度600 mm，高度可根据结构楼层

东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和

构体系采用钢框架+钢支撑的组合结构，梁、柱、

加工成定尺构件。板材于现场直接镶嵌在两个楼层

2018年度“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

楼梯等全部由工厂制作成成品部件在现场进行安

之间或外挂在楼板外侧，无需搭设脚手架，避免了

工示范工地”的荣誉（图4）。

装。连接方案为全螺栓或螺栓+焊接的栓焊。楼板

砌块施工的湿作业，可有效节约水资源，减少施工

4

体系为预制的钢筋桁架楼承板+现浇混凝土的组合

材料损耗，降低人工费。

（1）设计概况

楼板。围护体系采用蒸压轻质加气砼墙板+铝合金
窗+幕墙系统。
（2）主体结构设计

本工程地上主体结构由

施工流程
项目的施工流程如图5所示，主要由以下步骤

外墙的窗户没有与外挂墙板直接相连，而采用

完成：①地下室结构施工完成；②安装钢楼梯以及

钢框固定的方式，从根本上避免了墙体和门窗变形

抗侧力结构杆件；③吊装钢柱；④安装二层钢梁，

不一致导致的裂缝问题。

浇注钢管柱内的砼；⑤按照以上施工工艺依次完成

钢管混凝土柱、型钢组合柱、钢支撑、钢楼梯、钢

外墙板的外表面采用ALC板材专用的改性硅烷

钢结构安装；⑥梁柱安装，焊接完成后铺设钢筋桁

筋桁架组合砼楼板几部分组成，各部分均通过BIM

胶填缝，缝隙内部填充岩棉、P E棒等封堵材料，

架楼承板；⑦依上述工艺依次完成钢结构、钢筋桁

模型分解成不同的部件（图2），在工厂制作成成

整体墙板的室外墙面喷涂弹性外墙防水涂料以及洁

架楼承板及砼结构施工；⑧主体结构施工完成；⑨

品部件后运至现场安装。

面漆。

测放墙板安装控制线，安装外墙板；⑩由下至上依

3

（3）楼板体系设计

楼板全部采用钢筋桁架

绿色建筑

次安装外墙板，同步插入窗体；

楼承板+现浇混凝土组合楼板，板厚分别为100 mm

库马克大厦项目在设计中除了按照装配式建筑

喷涂专用的外墙弹性防水涂料及洁面漆（图5）。

和120 m m（图3）。与常规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的要求注重模数化与标准化外，还按照绿色建筑的

及普通楼承板相比，钢筋桁架楼承板具有钢筋捆扎

要求在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库马克大厦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完成。

量少、无需支撑、性能稳定、施工便捷、节约材料

进行了充分考虑，采用适应深圳气候特点的技术手

工程总承包模式（Engineering Procurement

等优势。

段，获得了国家二星级绿色建筑认证。

Construction，简称 EPC）是指承包方受业主委

（4）墙板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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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外墙和内墙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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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依照绿色施工的要求进行科学施

5

墙板安装完成后

项目EPC总承包模式

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

5a

5b

5c

5d

5e

5f

5g

5h

5i
5

5j

5k

5l

项目施工流程
a

地下室结构施工

e

完成整体钢结构安装

i

安装外墙板

b

安装钢楼梯和抗侧力结构杆件

f

铺设钢筋桁架楼承板

j

安装外墙板同步插入窗体

c

吊装钢柱

g

完成钢结构、楼承板及砼结构施工

k

喷涂专用的外墙弹性防水涂料及洁面漆

d

安装钢梁，浇注钢管柱内的砼

h

主体结构施工完成

l

项目完工

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承包的建设

了最高等级AAA级装配式建筑的要求。

2018.

模式 [9]。本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均由总承包
方完成。

[3] 郭学明. 装配式建筑概论[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五

展望

[4] 张波. 对于钢结构建筑“三板”问题的思考[J]. 中国建筑
金属结构，2018（9）：24-26.

与常规的建造模式不同，装配式建筑要求设计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有利于推动建筑产业转型

[5] DOYLE P. A Vision of “Deep Time”: The

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不但设计单位内部各专业、

和技术革新，而在降低污染、节约资源、提升建筑

“Geological Illustrations” of Crystal Palace Park,

各部门要协同设计，而且不同的设计、生产、施工

品质等方面，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则具备明显的优势

单位间也要协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EPC模式能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够有效解决设计、生产、施工各阶段的交叉和协调
问题，确保装配式建筑项目顺利实施。

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需要在行业发展的高度
做好顶层设计。依靠高效的管理体系进行科学的管

通过采用E P C模式，本项目实现了项目建设

理组织，建立现代化建筑产业体系，运用信息化等

过程的信息化，降低了组织协调管理难度，提高了

手段实现集成设计。通过长期持续的技术创新与项

建筑质量与施工安全，降低工程建造成本并缩短工

目实践，提高钢结构精细化制造水平和装配式施工

期，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管理能力，使我国建筑业在信息化、绿色化、科技

6

化的方向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小结
库马克大厦采用的装配式钢结构轻板建筑体

系在建筑主体、楼板、内外墙板等方面提供了系统

London[J].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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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戴俭，刘思远. 新型“板拼式”轻钢装配式住宅体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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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强. 浅谈工程项目总承包[J]. 建筑设计管理，2007
（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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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具有建筑质量可靠、安全性高、经济性
好、快速建造和绿色环保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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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居住建筑在未来将会呈现逐渐低层化和高品质化的发展趋势。C-House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

面向未来的高品质居住需求，应用构件组合模块化拓展应用技术系统和新型建造方法以实现建筑长寿化、
品质优良化、低碳生态化的目标，并可推动未来居住建筑向人文化、绿色化、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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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建造技术系统

模块拓展应用系统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will show a trend of low-

rise and high-quality. The C-House prefabricated low-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system applying
modular expansion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 and new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is to
realize longevity, high quality and low carbon ecologization of the building, and promote the future
residential building mode to human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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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当下，预制未来
——“C-House”装配式建造技术研发与设计应用
Assembling the House, Prefabricating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Hous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以下优势。

一

背景

1

便于独立维护维修，保障建筑全生命周期
质量，利于保持优质物业资产

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住宅
建设和房地产市场也迅速发展，根据2018年统计

从建造和使用的角度来看，高层住宅由于建

数据，2018年房地产行业GDP占全国GDP总量已

造、维护维修和重复利用难，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

达6.87%，是我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与此同

高品质居住要求；而低层住宅建造便捷，维修维护

2

时，我国人均住宅面积也由1978年的3.6 m 增长
2

至40.8 m ，已超越英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发达

简单，且居住品质高。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规划水平的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和高速交通系统

[1]

的迅速发展，城郊低层住宅交通不便的缺点已被

当前我国住宅建设多以高层建筑为主，其目的

逐步弱化，郊区低层住宅对普通居民的吸引力正

国家 。当前住房短缺问题在面上已经得到解决。

在于解决居民刚性居住需求和地产投资需要，但是

逐渐增长。

居住品质往往受到局限。与高层住宅相比，低层住

2

利于绿色低碳建材的推广使用，住宅全生

宅能够提供更高的居住品质和更优的居住环境，然

命周期节约资源能源

而由于土地审批和政策引导等问题，目前在我国住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高层住宅多为高碳排

宅中占比很小。低层住宅与高层住宅相比，主要有

放的钢筋混凝土材料，建设过程中对资源、能源消

[作者单位]

张宏、罗申、张旭、王海宁：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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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爱宇：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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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ouse实景

耗很大，并且维修困难，构件材料再利用率低，拆

件的质量能够得到有效监管，进而提高建筑质量。

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有助于控制建造质量，

除过程中还会再次造成大量的污染和资源能源的浪

该体系将装配式建筑的优势与住宅建筑未来发展趋

并在建筑使用过程中随时根据建筑构件状态进行维

费。低层住宅可以大量应用钢结构、木结构等环保

势相结合，以推动住宅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修和更换。

可循环利用材料，与混凝土材料相比，钢材和木材
可以回收再利用，建造过程也更加便捷和环保。

3

利于居住文化的创造和传承，实现高品质

为适应未来建筑人文化、绿色化、可持续化

[2]

的发展需求，该体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三

C-House房屋技术系统

C-House将先进制

C-H o u s e房屋系统采用一次结构和二次结构

居住生活

造业的经验、技术与建筑行业相结合，C-H o u s e

模块化组合设计方法和技术系统，既可以应用于低

从人文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居

的图纸不需要重新进行设计，而是在统一的设计原

层住宅，也可以应用于多层、高层住宅（图2）。

住空间都是以低层住宅为基础的，低层住宅与自然

则和产品模块上进行组合设计，使其具备可重复生

1

更加亲近且空间类型丰富多变，能够为我们提供高

产特性。在这种可定制化批量生产的模式中，设计

品质的居住生活体验，有助于传承传统居住文化与

方、施工方和生产方在项目伊始就形成了紧密的合

的模块化设计结合了一次结构和二次结构的设计理

新居住文化的创造。

作关系，可以优化建筑产业链，从而提高设计和建

念。建筑结构体可分为一次结构模块和二次结构模

造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和劳动重复。

块。一次结构模块指的是大空间结构体，使用寿命

未来住宅的发展必然朝向人文化、绿色化、可

（1）可定制化批量生产

（1）一次结构和二次结构

新型C-H o u s e

C-H o u s e仅需20天即可

长且内部空间灵活可变，二次结构模块是非永久性

求，高层住宅建设的现状不会改变，但长期来看，

完成全部建造，属于超高速建造房屋。C-H o u s e

建筑模块，可以根据使用功能的改变而改变。在实

由于低层住宅可持续性强，发展潜力大，国内居住

一方面通过标准化构件设计加快工厂生产速度，另

际应用过程中，C-H o u s e可以直接作为永久性独

建筑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逐渐降低住宅建筑的高度，

一方面通过高效的建造设计和建造组织提高现场建

栋住宅，也可以作为二次结构体与大空间一次结构

以低层住宅作为未来的居住主体。

造效率，从而缩短建造周期。

体相结合，应用于高层建筑的新建和既有住宅的改

持续化的方向发展。短期来看，为满足刚性居住需

（2）超高速建造

模块化拓展应用技术系统

（3）可周转

二

新型住宅体系

为提高C-House的使用寿命，

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材料循环使用效率，在设计和

造之中。
（2）模块组合建造技术

在C-House房屋体

C-H o u s e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新型建筑工业

建造过程中考虑可拆卸、可移动和可重复利用，

系设计初期，已经进行了模块化组合装配的建造技

化团队面向未来居住建筑发展研发的新一代装配式

从使用层面延长建筑寿命，降低资源消耗和能源

术研发。C-H o u s e建筑模块仅需对连接墙体构造

低层住宅体系，其采用新型装配式建造方式，建筑

浪费。

进行简单的更改，两个标准模块便可组合成一栋联
通过物联网能够将建筑的能源

排住宅。模块化组合装配技术为未来的住宅应用市

将预制构件装配成建筑主体（图1）。与传统的建

消耗和室内环境状态等信息实时上传至控制端，以

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建筑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

造模式相比，装配式建筑能够显著减少现场污染性

实现建筑智能控制和远程调控；通过物联网对构件

使用需求对建筑进行改造，随使用需求的变化增加

作业、缩短施工工期及降低资源消耗，同时建筑构

生产、建造、运维过程中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实

或减少模块。

构件在工厂进行预制，运输至现场后采用机械装备

（4）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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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建造技术系统

件，可根据构件所属的功能组和装配等级进行设

一级构件和二级构件预装配之时，装配形成的框型

C-H o u s e采用墙、板、梁、柱构件系统建造

计，使建筑设计满足各类功能需求的同时符合建造

构件。框式构件刚性大，构件形态稳定，便于构件

方式，可在20天内完成建造（图3，4）。这种建

原理。一级构件是指由建筑原材料在工厂进行加工

定位和连接，可节省建造时间，提高建造效率。

造方式对于建筑内部空间使用限制小，易实现可变

后形成建筑构件，其成型位置是工厂之内；二级构

大空间，建造效率更高，建筑可靠性更强。

件是指一级构件在工地工厂（即在工地临时搭建的

立组合原则和易拆卸连接构造设计，使建筑具有周

东南大

用于进行装配的场所）进行组合、装配后形成的建

转型建造的能力。建筑可随需求的变化进行拆卸和

学建筑学院新型建筑工业化团队，对构件分类方法

筑构件，其成型位置是工地；三级构件是指建筑构

重组，并周转至其他场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延长了

进行研究，研发了三级构件装配技术，为实现超高速

件在现场工位进行装配形成的整体大构件，其成型

建筑使用寿命，实现节能减排。

（1）构件分类、分级预制装配技术

建造进行了多次实践，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

[3-4]

，并

进行技术转化应用。

（3）周转型建造技术

C-House通过构件独

位置是在工位之上。构件分级装配技术根据构件特

各个构件组和组内各个构件之间的组合与连接

性和建造逻辑进行构件分级：小构件易于加工和运

全部遵循独立原则，尽可能减少交叉和交织，这样
可以简化构件的连接，方便拆装。

构件分类系统是对组成建筑的基本元素和构件根

输，在工厂进行生产装配可以减少现场工作量，提

据其功能特征和装配特性不同进行分类，根据功能特

高构件运输效率；大构件在工地工厂完成装配，将

为实现周转型建造，主体结构构件节点全部采

征可分为结构构件组、围护构件组、性能构件组、装

高空作业和复杂装配工序转移至地面进行，减少高

用螺栓连接的方式，以保证连接的可靠性和可重复

饰构件组、环境构件组等基本构件组。以C-House

空作业量，从而降低现场安全隐患，提高现场建造

性。围护结构装配过程中，两块装配式墙板之间留有

[5]

为例，建筑主体构件组被分为围护构件组、结构构

装备和工具使用效率 。三级装配系统可大幅度加

200 mm的空腔，在现场以填充聚氨酯的方式进行连

件组、光伏构件组、性能构件组、基座构件组和环

快建造速度，优化建造工序，实现安全、高速、可

接，拆除时可直接对空隙进行拆除而不损坏装配式墙

境构件组六大基本构件组，各构件组之间相互独立，

靠的建造。

板。与传统密缝拼接的连接方式相比，传统连接方式
框式构件组合

由于施工空间不足，只能进行破坏性拆除，会对建

构件分级预制装配技术指建筑构件根据装配

建造技术是在团队两项专利的基础之上，以构件组

筑构件产生永久性破坏。这种新型连接方式具有可

特性进行分类，分为一级构件、二级构件、三级构

框为基本原则形成的建造技术体系。框式构件是指

逆性，从而保证主要构件不受损坏进行重复利用。

互不交叉，提高了建筑的装配和拆卸效率。

（2）框式构件组合建造技术

2

C-House模块拓展应用
a

独栋别墅应用

b

联排住宅应用

c

高层住宅应用

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TUBSEU “C-House”——BIPV主动式产能房屋
建设地点：山东省德州市尚德十一路太阳能小镇
项目全生命周期设计建造组织管理：

2b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东南大学工业化住宅与建筑工业研究所
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太阳能建筑研究所
设计研发时间：2016年6月—2018年4月
建造与竣工时间：2018年7月9日—2018年7月30日
第一技术合作单位：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图设计单位：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造单位：南京思丹鼎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建造保障单位：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面积：625 m2
建筑面积：183 m2
建筑层数：2层
建筑高度：7.370 m（至±0.000）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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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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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式：框式轻型钢结构房屋

性能构件组
（光伏组件）

围护构件组
（幕墙组件）

结构构件组
围护构件组
（装配式墙板）

性能构件组
（光伏组件）

4

3
3

C-House构件拆解示意

4

C-House现场建造

5

C-House市场拓展应用场景

四

总图

结论
C-House新型房屋系统除应用于永久性低层住宅外，还可拓展应用于

高层、多层住宅、联排住宅建筑，以及周转型建筑、海岛自保障型房屋等
居住情景（图5），使未来居住建筑的形式和使用场景更加丰富。
C-H o u s e将装配式建筑技术与未来居住理念两者相结合，通过新型
装配式建造技术，推动建筑长寿化、品质优良化、低碳生态化发展；通过
探索未来居住理念引导未来居住建筑向人文化、绿色化、可持续化方向发

郊区别墅

景区建筑

高层建筑

改造建筑

科考建筑

海岛建筑

展。可以说，C-House装配之家的建设，正为人们预制一个美好的居住未
来。□
图片来源：所有图片均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新型工业化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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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

导语
如果说，本次竞赛的发起是为让学界、业界从建筑视角
对社会现状进行集中反思，那么竞赛中优秀的获奖作品，无
疑是对时代问题的一次有力回应。
丰富的立面表达、模块化设计应用、兼顾建筑在地性、
关怀城市青年的人文诉求……从种种闪光点中可以感知到，
来自建筑的力量正在聚集，实际探索修复城市青年的居住困
境。
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竞赛之外的创想之光会愈加耀
眼，更多以关怀青年居住水平为出发点的作品能够真实落
地，打开城市人居更广阔的局面。

58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增刊/2019 59

一等奖作品：

共享青年公寓设计
Building Your Stage
学校：青岛理工大学
小组成员：于洋、李家加、陆超
指导老师：王润生、郝赤彪

把社会比作舞台，把全体社会成员比作在这一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认为他们在社会互动中表
现自己。努力把握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印象，使自身的形象能最好地为实现自我价值服务。这是社会学家欧
共享大空间

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其“戏剧理论”的总结。

共享大空间

共享大空间

街道

而我们对青年公寓内的“舞台”定义为——街道式共享模式的空间：a.水平方向上：街道-檐廊-家，

共享大空间
街道

空间的层级

共享层级不同的空间划分；b.界面转化：活动的片墙（街道与檐廊的界面）＋活动的家具外墙（个人与共
享的物质转化）；c.垂直方向上：街道走廊两层通高作为一个大单元，增强视野空间丰富性和开阔性，同
时在垂直方向上形成亲密的邻里关系；d.建筑空间结构划分——街道式庭院划分，多个内部中庭作为共享
空间重要节点，串联整个内部的交通连廊，让连续的共享空间具有街道空间节点一样的节奏变化和整体内

人群密度随时间的变化

部空间的脉络统一。
在对当下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和思考后，设计者发现不同的人总会出于某种内心的需求而产生

街道
街道

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不同程度地驱使青年人们在深层心理、精神层面互相聚到一起，从而进
一步形成现实层面具有联系的生活组团。这些组团通过街道式共享空间节点的串联，使其内部功能的复合

单体的平面镶嵌布置

立面镶嵌布置1

街道
立面镶嵌布置2

单体镶嵌模式

程度极高，并使具有一定相似性和互补性的单元汇集形成组团，而这些组团在满足使用效率的同时，会更
具有空间故事性。

街道式共享空间模式生成逻辑

街道式共享模式示意
城市

舞台

演员

表演

目的

欧文·戈夫曼

马斯洛需求层次

60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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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需求

高效的生活整理区

办公学习区域

家庭型餐厨合一

办公隐私的过渡

垂直式户型客厅

垂直式户型家庭卫浴区

南立面

东立面

1-1剖面

2-2剖面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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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组团：单人间、双人间和家庭间，
我们对青年人依照马斯洛需求的层次划分成五种不
同的情况再对应到空间中去，此时建筑空间将会被
“拆分”成多个层次，人们将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属于自己的居住单元，并按照自己的意向选择开放
共享还是设定私密，以此来形成独有的符号，标识
居住单元的特质。这样居住单元之间的相似与互补
性同入住者需求之间的相似与互补性将会形成丰富
的数据网络。我们设想通过当下大数据时代的技术
手段，确定某一居住单体最佳位置供使用者选择入
住，将会成为一种创新的人性化入住方式。
Building Your Stage青年公寓设计是对“戏剧
理论”优化之后的建筑体现，公寓内每个居住单体和
使用者共同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担任着特定的社会责
任，不同的角色基于一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聚集到一
起，与其他角色一起站在自主选择的舞台之上，相互
融合，将人类社会的演出更加精彩的呈现。

户型模块汇总

平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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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当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查研究，
并对其未来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畅想。不同的人将会
出于某种自我需求、尊重需求及社交需求而产生一
种无形的“唯心驱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深
层的心理、精神层面将青年人聚到一起，进一步形
成现实层面具有连系的生活组团，组团内部的功能
复合程度极高，个体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互补
性，这样的青年社群组团，在满足功能复合聚集要
求的同时，更具有故事性。
这种“力量”可以在深层的心理、精神层面将
青年人聚到一起，进一步形成现实层面具有连系的
生活组团，组团内部的功能复合程度极高，个体之
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264 )

剖透视

公共活动模块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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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

立体住宅
Youth Home
学校：深圳大学
小组成员：戴佳佳、周腾飞、梁钊恒

整个建筑位于滨海地段，围绕公共空间展开，
同时面向城市和海洋。通过内向性的公共空间建立
城市、自然和建筑的联系，并将城市和自然引进建
筑，打破三者的界限，建立新的建筑形象和居住体
验。
在建筑的形式语言上通过模块凹凸和杆件的组
合建立平面、立面和结构间的联系，立面成为了平
面空间和结构的真实体现。并将整个“创想家”像
素化，每个像素蕴含不同的居住模块，反映不同居
民的生活模式，也讲述着城市、自然、居民的故
事。同时，中间的观景平台成为整个空间的核心。
与平台相连的连廊和贯穿的视线建立了建筑和环境
的联系。建筑内部的楼梯、电梯和围绕平台布置的
垂直公共空间则组织了居住单元和建筑的关系。

夜景效果

区位分析

总平面

套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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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行为尺度示意

功能复合示意

Total: 6

Total: 3

居住模块组合示意——01基本单元模块

居住模块组合示意——02居住模块类型

garden

居住模块组合示意——03居住模块组合分析

在居住模块的设计和组合上，抛弃传统大平层的剖面模式，真正遵循人的有效使用面积。以起居、活动、休憩等生活状态为依据，选取1.5 m、2.4 m、3.9 m
三种高度，分别满足休憩、工作、活动等不同尺度需求的行为。并利用3.9 m层高创造更丰富的剖面空间。在剖面组织上以“博古架布局”的方式将居住面积利用最
大化，使居住方式从二维空间转化为三维空间，创新人与人的交往模式。
在公共配套和共享空间分布的方式上打破传统平面布局方式。随着建筑和公共空间在垂直方向上的延续，建筑以“立体布局”的方式与环境建立“公共-半公
共-私密”的空间转换。居住空间围绕公共空间展开布置，在保障隐私的前提下提高居住空间的活力。同时，“分层级共享”的理念也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
同需求的使用者创造交流与对话的机会。
建筑外形上，根据居住单元叠错，形成阳台、露台等半自然空间，不仅是室内外空间的过渡，还能调节微气候，提升居住品质。错动产生的空中花园和空中
阳台也成为了滨海景观在垂直方向上的延伸。立面上的杆件确定了建筑的边界但弱化了建筑的形体，以一种不明确的形体建立标识性，成为片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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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效果

公共空间效果

建筑体块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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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区场景

休闲区场景

办公区场景

户外交通场景

纵剖面

横剖面

模块剖面组合示意

居住空间
公共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标准层1（相对标高0.000 m）

标准层2（相对标高0.000 m）

标准层3（相对标高5.400 m）

标准层4（相对标高6.400 m）

三人间

建筑功能结构示意

套型分布示意

建筑平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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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

相缝
Together and Close the Gap
学校：深圳大学
小组成员：范明、吴家杰
指导老师：钟中

在中国，每天有2.8亿年轻人在为梦想奋斗。但迫于经济压力，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密集型的出租房作

N

为安身之所。根据调研发现，这类住房最大的特点是面积小、封闭、混杂。
在经济、文化、职业等多方面影响下，青年群体不再只注重基本生活需求，更渴望跳出围绕“床”展
开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中局促的空间却时刻地束缚着他们，“网聊、网购、网游”逐渐成为“以床自
居”的“必备技能”,“蜗居”其中导致邻里互不相识、交际圈缩小、生活技能缺失等问题。
根据“深圳青年群体公共活动类型需求”网络问卷调查，青年对休闲娱乐、聚会聊天、主题活动、体
育健身、安静独处等类型的公共活动倾向性较为平均，青年群体对公共活动多样性需求普遍存在。因此青
年公寓亟需解决青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与公共空间多样性缺乏之间的矛盾。
方案通过打破单一居住模式，将共享空间植入，创造“水平街道”与“垂直街道”，“缝合”住户间
的隔阂。
此外，为鼓励青年人摆脱“蜗居”思想，建筑外部利用二层连廊，分别连接北侧篮球公园和南侧社区
公园，将青年人甚至周边居民引入二层平台，使之成为社区活力中心。

深圳市
ShenZhen

0

总平面

缺交流

租金高

私密

现状一：独立隔间模式
Status I: Separate Compartment Mode
南山区
Nanshan District

科技园
Science Park

私密性差

租金较低

现状二：合租模式
Status II: Co-lease Mode

基地位置
Base Location

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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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融恰

10 m

20 m

a
b
c

+

=
共享空间

Horizontal Space

Shared Space

=

a
b

剖面 a
剖面 b
变化

横向空间

a
b
c

+

剖面 c
基本单元

单人间单元组合

剖面 a
剖面 b

剖面 a
剖面 b
剖面 c
双人间单元组合

家庭房单元组合

单元组合

+

=

新模式
New Model

竖向空间

共享空间

Vertical Space

Shared Space

轻质板材墙体

概念生成

PC 楼板
预制构件工
厂生产

单元工厂组装

轻钢框架现场连接
单元

钢筋混凝土框架现
场浇筑

预制单元现场吊
装置入

装配式分析

相缝

华·工坊创想青年家
TOGETHER AND CLOSE THE GAP
技术经济指标：
用地面积：4 050 m2
容积率：5.05
总建筑面积：20 460 m2
其中
居住面积：14 854 m2
共享空间面积：2 450 m2
设备用房面积：530 m2
其他面积：2 626 m2
单人间
户型建筑面积： 23.1 m2
套内面积：
20.7 m2
户型配比：
258 套
（44.4%）

双人间
23.1 m2
20.7 m2
258 套
（44.4%）

家庭房
46.2 m2
42.4 m2
65 套
（11.2%）

使用率：72.6%

社区活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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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角
Music Corner

华沙龙
Salon

生活廊
Life Corridor

电影墙
Movie World

艺术吧
Art Corner

休闲吧
Leisure Bar

品茶寮
Tea Salon

读书会
Reading Party

“相缝”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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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新模式，方案将模块化的居住
单元拼合为组团，充分利用两层层高为3.6 m的空
间，创造出层高为2.4 m的“夹层”共享空间。青
年可与志同道合的人在此畅聊趣事，觥筹交错，亦
可在此观星赏月。
组团之间交替插入上下贯通的共享空间，将整
栋楼的开放共享区域垂直串联起来，用以承载整个
楼层甚至社区的群体活动，如电影的集中放映、艺
术沙龙、音乐舞台……青年通过参与活动，无形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
此外，方案拟采用装配式建造的方式，运用框
架轻板结合模块建构。一方面，利用框架结构作为
整体的承重体系；另一方面，将边长为7.2 m的单
元模块置于框架结构之中，作为非承重体系，以满
足设计的多样性和大规模的快速生产。

鸟瞰

单人户型 01

单人户型 02

单人户型 03

单人户型 04

双人户型 01

双人户型 02

双人户型 03

双人户型 04

家庭户型 01

家庭户型 02

户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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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

村中城
Urban Village
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小组成员：丁哲、江荆宏、张涵之
指导老师：姜忆南

桂庙新村，一个充满着生活气息的城中村，大学生、创业创意人群居住在
此。纵横交错的街巷充斥着绘画的墙面、自主创业的集市、成荫的绿植。这
个古早的城中村因为低密度居住空间即将被拆迁，设计希望提取城中村氛围
营造的主要元素，在满足高密度居住条件下，保留其开放的公共氛围。

村中城
Village City
树
Trees

集市
Market

元素提取

城和村的关系是否真的不可调和？
现代化初期，城中村成为两种阶级的调和品。
当现代化的浪潮再一次袭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延续
它的发展。在精致的城市面孔下，依旧保留我们儿
时的记忆。榕树下的聚会，人声喧嚷的集市......
于是，方案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类型，将其命
名为——村中城。
方案效果

设计的初期，我们想到城中村的公共空间使用
频率极高、共享空间交流度很高。这种特征和青年
公寓的需求极其契合。
通过对深圳桂庙新村的调研发现——集市空间
和树下空间是共享交流的重点区域。

概念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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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

3m

9m
6m

3m
3m
6m

村落组合
Village Combination

绿色模块
Green

3m
6m
3m

共享模块
Sharing

3m

居住模块
Living

6m

抬升
Lift
以9 m×9 m居住模块呼应
城中村村落组合形式，置入
共享街巷和绿植空间，以打
造良好的居住氛围

九宫格单元
Unit

分离
Separate

居住组合
Structure

Tree

类似树杈的树形结构支撑屋
顶，阳光打在三角形的密肋
结构上形成类似斑驳的树
影，和城中村榕树下的交流
空间相互呼应

树下空间
Under-Tree Space

架空
Float

树形构造
Tree Structure

树形构造

连接
Connect

将立面形成凹凸空间，延续
城中村檐下灰空间，一方面
成为共享空间，另一方面形
成良好穿堂风，为炎热的深
圳带来良好的通风

檐下灰空间
Eaves-Gray Space

立面凹凸
Facade Bump
凹凸
Cave

立面凹凸

一条垂直街道将底部商业和
顶部绿化连接，将园区的人
群引入其中，呼应城中村纵
横的街巷和喧嚷的人群

纵横街巷
Intricate Streets

遮蔽
Roof

垂直街道
Vertical Streets

垂直街道

体块生成

设计选取一块三角地块，提取出城中村氛围营造的主要元素，将传统高密度塔楼和其进行优势互补。在尽量满足高密度、优良采光的同时，置入属于城中村
的生活方式与尺度以形成独特的新型空间关系。设计提取出居住组合、立面凹凸、树形结构、垂直街道四种元素回应城中村的生活模式，试图保留属于它的场所
记忆。
对于场地的具体处理手法，我们希望每步手法都源于自然，针对三角地带采光进行退台和体量切割，底部架空则是为了将地面层空间还给城中村居民，再利
用中部连接强化两个体量的交流，而立面上的凹凸空间可以利用深圳夏季的穿堂风形成建筑局部的微气候，屋顶的遮蔽系统也为利用充沛雨水资源打下基础。
户型设计方面，方案认为共享空间是需要分层级的。位置、空间大小、材质、空间氛围都需做不同的处理，于是将共享空间以小-中-大三层进行分级。
小型尺度方面，采取9 m×9 m的3×3网格形式，以模块化的手法应对18 m2及36 m2的设计要求。通过不同种类模块的位置，形成多样的共享空间，每三
户居民就像一个小村落一样共享着属于自己的院子、客厅、阳光。中型尺度方面，将村落组团和廊道空间进行划分，依据不同的廊道方向，形成或庭院或街道的
共享空间，村落里的居民将自己的院子和共享空间打开，迎接廊道上的人们。大型尺度方面，通过平面组织，以连接的廊道为核心，将共享空间错动排列在平面
上，形成对于整个建筑而言的共享街巷，组合成一条从底层城市空间一直通往屋顶花园的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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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单元

单元组合

剖透视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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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元

组团类型

东立面

居住单元

平面布局

南立面

剖透视B-B

总建筑面积：21 052 m2
容积率：6.98

绿地面积：1 665 m2

公共面积：6 210 m2

居住面积：14 841 m2

户内建筑面积：单、双人间 / 18 m2；三人间 / 36 m2 使用率：70%

一层平面

分解轴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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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

共栖立方
Symbiosis Cube
学校：南京大学
小组成员：唐萌、张文轩
指导老师：乌杜·特尼森（Udo Thoennissen）

青年公寓不同于传统的居住空间，是一种可以
应对当代城市青年生活状态的特殊居住建筑类型。
设计选址南京市老城风貌区内，建筑物高度被
限制在12 m以下。由此，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新型的
木结构单元组合以适应青年公寓中蕴含的临时性、
变化性与多样性。
设计通过区分服务空间与被服务空间，利用空
心柱赋予空间高度的灵活性。将主要结构构件实现
预制化建造，并将尺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同时简化
节点构造，最终使自组织建造成为可能。

方案效果

N

总平面

区位分析

尺寸控制

搭建过程

柱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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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效果

活动空间

Communication Space

平面

Urban Farming

Creative Space

Drying Yard

Roof Terrace

Reserved Tree

Terrace

户型

设计中为居民预留了庭院和花园，以便他们可以在未来继续建设，从而实现社区的自我更新和满足城市的快速发展。共享空间和生活单元是整体组织的，从
自家庭院到走廊空间再到屋顶种植园，共享空间将满足社区的各种需求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当代青年对于居住单元的功能需求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基于此，方案的设计策略区别于传统居住单元的房间划分，首先将划分出服务区域与被服务区域，
在服务区域内预留管井等必要的辅助设施。设计将格网设定为0.9 m和3.6 m，两种模数组合可以满足多样的使用需求。户主改变后，空间也可以根据需求重新调
整。划分区域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几个基本居住单元很容易被组织成一个整体或反向拆分，一方面可满足个人和家庭不断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市场
的变化。
设计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空心柱-梁-板”的结构体系以实现空间设计。这一体系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空心结构——空心柱作为结构支撑的同时，预留了管
井、储藏等辅助功能的空间，使自由单元平面成为可能。楼板、墙体中同样存在夹层以便管线铺设；高度预制化的小尺度构件——建筑由小尺度预制化木构件拼
装而成，多数构件可实现反复拆装使用。从建筑构件到家具都在模度的控制中，为多样化拆解拼装提供基础。
与常规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不同，设计中的居住单元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为群落，依托现有老建筑作为公共功能的载体逐渐向外生长，居住团簇之间相
互作用形成院落，呼应了传统街区生成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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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空间效果

东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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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示意

模块单元

剖面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增刊/2019 79

三等奖作品：

街巷之间，记忆折叠
Memory Folding between Streets
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小组成员：姜晓艳、余文婷、高坤铎

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奋斗、发展的平台，却没有给他们一个稳定、温馨的安家之所。拼命追赶时代的浪
潮，让人们无暇回看过去的脚步。年轻人关于家的记忆无处寄托，只能漂泊、蜗居在陌生的城市中，在忙碌
中将记忆封存，又于孤独时怀念神伤。城市现代居住空间所代表的“居住的机器”与中国传统居住空间的
“人情场所”形成了强烈对比。方案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居住空间、生活空间进行分析再组织，将年轻人
的居住记忆和游乐记忆展开再折叠，于紧凑的城市生活中创造记忆的归处，增加年轻人对城市的归属感。
设计模式有很强的场地适应性。在空场地中，可采用开放式设计策略。在两栋现有建筑之间加建的场
地，可以通过调整住户类型比例设计出更集约的公寓。在有现存建筑的场地上，也可以通过加建，满足城
市高密度发展需求。在需要的时候可增减层数，满足城市灵活发展。
方案收集当代年轻人的童年居住记忆，主要包括合院生活、胡同生活、庭院生活三种模式。以塑造城
市人的居住记忆空间为目标。方案设置模块化住宅单体，通过不同的模块组织方式还原三种居住模式的特
点——以小通廊、半室外入户空间、住户模块交错布置为特点的胡同空间；以三到四户住宅模块围合形成
具有封闭感的合院空间；借助下层住房模块屋顶，拓展本户阳台空间的庭院空间。

总平面

界面多变

中国

广州

街巷

番禺区

开敞边界

区位

界面单一

停留空间丰富

交流日常化

通行为主
公共界面渗透

交往空间分级

合院

四面围合

普通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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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空间缺少

引入灰空间

传统生活空间

共享庭院

引入半开放共享空间

展示

共享

聊天

自用

人群适应性

前室

合并

构造

单体概念

场地适应性

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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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概念

局部透视

平面

1-1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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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社交、对私密性要求不高的群体可以选择
胡同空间；喜欢和拥有共同爱好的人住在一起的群
体可以选择合院空间；注重私密性、社交活动相对
较少的独居群体可以选择庭院空间。
公共空间板片交错，没有固定层高，人们同处
一个大空间但又不会相互打扰，在此空间中，设置
有影音室、游戏区、阅读区、公共厨房、冥想室、
研讨室等多种功能空间。另一处通高的公共空间则
设置“垂直花园”，将亲近自然再现于公共空间设
计，人们可以在这里开展园艺活动、放松休憩，是
纷繁的城市生活中回首自己的一片土地。
方案旨在将记忆中的体验与现代生活结合起
来，在高效的城市空间中塑造一处乡土人情家园。

形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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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引力圈
Circle & Link

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小组成员：沈琛豪、张昊昀、刘轩
指导老师：高巍

现有的巨型城市发展模式往往导致城市收缩效
应，而功能街区的非人性尺度使得共享空间缺失，
尤其是大面积住宅区域活力值较低，未能构建理想
化的引力圈层。住宅之间互相孤立、割裂、分离，
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几无邻里氛围。由于其商品
性的特点，人们十分看重财产的私有性，将日常活
动全部集中在住宅内部完成，而非主动营造共享的
生活交往模式。因此，如何通过建设以创意生产为
基础的共享生活引力圈，对内为创想青年家提供实
现梦想的孵化器，对外为城市区域提供发展活力的
触媒因子，是设计的主要出发点。
方案的概念是“Circle & Link”——“Circle”
指专门为年轻人创设一个生活圈，将他们聚集起来；

鸟瞰

“Link”指串联每一个年轻人，实现生活圈内部乃至
城市区域的共享交融。具体来看，首先提取青年热点
生活事件，在公共空间中植入；其次将内部分为两个

四层平面（北向）1∶400

单人间居住模式

圈层，外围圈层密布居住盒子，内圈将公共空间与居
住空间混合。而居住单体拥有定制化前厅，既可作公

双人间居住模式

共空间也可作私人空间，吸引创想家们聚集在主要的

四层平面（南向）1∶400

公共平台周围。这些公共、半公共空间与大楼梯台阶
家庭房居住模式

紧密相连，不同人群在交通空间周边形成区域间的流
动，从而达到生活圈的稳定平衡。

三层平面（北向）1∶400

三层平面（南向）1∶400

概念分析
标准层平面
1 创客文化共生策略

优势

居住体验

客流 中心 枢纽

区域
流动

时代信息

北方
城市

人群特殊
问题

主场 劳动 空间

提供

生态 人口 功能

解决方法

景观 人文 改造
目标

功能块

职业与爱好

2 针对创客群体的空间设计
共存
激活旧社区
创造连接方式

共生

居住

台阶

共享

3 垂直社区使用模式
主共享

屋顶

次共享

城市服务

公共
居住

人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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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制前厅模块——App定制

共享生活情景分析

消消乐
——现代青年共享社区
Game of POP: Modern Shared Community of the Young
学校：浙江大学
小组成员：王驰迪、方菲、吴炎阳

设计选址于杭州市城西科创大走廊，这里汇聚了六大不同职业方向的青年群体在此工作和生活。广
范围下的实际交往丧失和公共活动匮乏使青年公寓沦为借宿的私人仓库，而非社交与协作的摇篮，方案
以“消解”为切入点，倡导通过多层级、多方面的类聚与消解，创造青年居住空间自发性的更新与改
善，对青年群体来说具有代表性和未来意义。
首先，设计重新审视了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个性和需求，维持个体平等和个性模块化定制，形成组
团，促进同专业领域的互动。其次，根据人群特点分析对应的三个层级，在居住空间中营造由小及大的

户型A 单人间18 m2

多样化共享空间，其既是特定青年群体的共同兴趣，满足生活便利，又是建筑自身实现绿色生态、建造
层面新陈代谢的内在发动机。最后，通过连接移动App，在云平台上收集住户个性设置和需求，给予定
制建议，从源头改善邻里矛盾，实时更新“消消乐大楼”动态消解的现状，将整座青年公寓连成整体，
形成体系化的未来青年家。

户型B 双人间18 m2
概念生成

户型C 家庭间36 m2

户型D 家庭间45 m2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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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社区设计
On The Go：Vertical Community Design

学校：深圳大学
小组成员：卢莹、史心悦

当下生活成本高、通勤时间长、交流空间少的居住现状，成为困扰大都市年轻人的最大问题。方案尝

垂直交通

+绿化平台 +公共空间

+组团

组团

试探讨一定容积下的垂直社区形式，利用城中村空地建造高密度的集约型新型社区。通过预制单元、单元
组合、竖向公共空间置入和单元体自由移动等方式，使该社区实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并满足住户的个性
化需求。同时利用新型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实现移动的便捷性。

交通联系

设计让住户自己去选择居住的环境和邻里，由此在垂直社区中形成自发的秩序。社区中的人们想要获
得交流，需要他们在共同选择的沉淀下产生集体性文化认同，因此社区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功能。设计强
调公共性、流动性、可变性和自主性，鼓励年轻创客们交往与共享，用动态的居住关系赋予他们自由居住
方格网居住单元

和更新居住的权利。

居住隔离模型

垂直社区由六部分组成：垂直交通、水平交通、公共空间、组团、单元户型、绿化。
组团匹配形成

单元组团
户型A

户型B

户型C

户型D

户型E

GROUP1
GROUP2
GROUP3
GROUP4
GROUP5
初始组团

用户重新选择组团

组合的可能性 通过基本单元的不同组合，产生形式多样的组团，并且在组
合过程中人们贡献出自己建筑的一部分去与他人融合形成同
质功能，并共享这个空间。
两个单元

模型照片

三个单元

大数据匹配

初始组团

综合因素

重新选择组团

运动场所
娱乐&社交场所

四个单元

餐厅&厨房
超市&商场
图书馆&工作室
七个单元
利用人工智能和
互联网+技术对
垂直社区的运行
状况进行实时计
算和监控，住户
可以通过手机端
对居住单元进行
绑定，根据测算
结果进行居住单
元的移动并掌控
公共空间的使用
现状。

单元形成的组团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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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匹配入住

四种类型住户
开始移动位置

移动规律：少于三个同邻
同类则移动，反之留下

韵·动
——保障创想青年的革命本钱
Rhythm & Sport: Guarantee the Health of the Creative Youth
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小组成员：刘璐、阮景
指导老师：高巍

调查显示，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青年上班族，终日为了快节奏的生活奔波，缺乏锻炼导致身体素质
下降，各种慢性疾病趋于年轻化；巨大的住房压力也使得青年房客生活品质低劣。如何改善这一城市普遍
现状，摆脱“蜗居”对青年人生活热情的摧残，营造青年活力生活圈是此次设计的重点。设计定位是激发
社交活力的共享型青年运动社区。

概念提出

以公租房为主导，方案设计了24 m 2和48 m 2两种面积，共计七种l o f t户型，独居、双人居、小家庭
均适用。不同户型间的组合，围合出多种共享空间。从青年生活常态中我们提取了健身、阅读、聚会、洽
谈、办公等不同生活片段，根据共享空间私密性、采光程度等对应置入不同功能，生成调节社区氛围的活
力因子。
为了吸引青年人锻炼身体，在公寓楼中置入景观跑道，跑道串联了不同运动空间，通过营造不同景观
丰富运动体验。人们在这里运动、交流、偶遇……跑道成为联结邻里情感的绿色纽带。

不同户型组合形成共享空间

方案效果

跑道层平面
活
动
·观影

关闭两侧窗
帘遮光

空间透视

·聚会

开启两侧窗
帘采光

·讨论&会议
开启单侧窗帘
私密+自然采光

·凌于城市上空

阅
读
·两种阅读体验

·水平运动与垂直运动的碰撞

沉静的书桌阅读

放松的地毯阅读

健
身

儿童
游乐
·手工活动区

需北向漫射光

休
闲
·按需自定空间

·中心岛——不同运动的互动

·游乐活动区
需南向太阳光

体块生成
部分loft户型平面
·小家庭户型1

体块生成 打破形体便
于通行

局部升降形成 置入跑道
错落屋顶

置入共享运 底部错落形成
动空间
立体商业

·不同运动视线交流
·小家庭户型2

·小家庭户型3

·双人户型

剖面

·林间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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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抽屉
——青年公寓未来式
Urban Drawer：Youth Apartment Futuristic
学校：深圳大学
小组成员：胡益轩、邢灿球、宋文恒
指导老师：钟波涛

每当一个新事物和新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会要求自己回归本源去思考。这个信息和人工智能的
时代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改变不了的是植物生长需要太阳和土壤；改变不了生命的周期，一年生的作物必须经
过一年才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改变不了的是人类的幸福需要情感、为群体认可、实现自我的价值。
整个城市其实是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盒子组成的，每天早上一群人从盒子里爬出来，挤上带着轮子的
盒子，再走进另一个大盒子，没有任何交集。如果说盒子空间是封闭、压抑的，那么将盒子变成抽屉，根
据需要适当释放部分空间，这是一种弹性的、开放的、可以与他人共享的空间，同时也是思维碰撞、价值

单人户型

双人户型

可变共享户型探索

产生的地方。

潜能、兴趣延伸
手工艺创作者

美食爱好者

职业引入

人群分类

行为特征

空间需求

游戏开发、娱乐
作家、编剧
......

厨房烹饪 家庭储藏
......

游戏室

画室-画廊

私人庭院

茶室

琴房

工作室

可变共享空间

生活起居 家庭娱乐

生活感悟类

收藏-展厅

空间属性

美食制作相关
影音娱乐相关

厨房-餐厅

专属

共享

摄影、影视行业

影音工作者

绘画、书法艺术

生活起居 创作空间

音乐相关

游戏爱好者

手工艺术品
......

展示交流 工具储藏

艺术创作类

学习思考 ......

专属

共享

未来科技行业
实验实践

文字工作者

医学相关
社会服务管理
......

艺术工作者

生活起居 学习研究
讨论分享 实验探究

科技工作类

专属

共享

专属

共享

生活起居 户外运动

户外探险爱好
运动发展

手工艺创作者

......

旅游爱好者

资产管理
......

旅游模式 在外工作

社会实现类

......

可变专属空间

基于兴趣延伸的空间需求

剖面

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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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街道
Vertical Street

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小组成员：张帝、马宇舟、宋志军

设计将周边街道秩序以螺旋形式引入建筑中，
形成立体式街道布局。螺旋式的公共平台鼓励青年
人走出房间，促进彼此的沟通和交流。根据青年人
的生活方式，设计方案将展览、放映、酒吧、图
书、办公、种植、休息、贩卖这八种不同的功能以
模块化的形式布置在公共平台之上，每种功能都具
有共享性和便捷性。平台之上多样化的楼梯排布也
丰富了居住者的视觉体验和使用体验。
在结构方面，整个建筑体现装配化和模块化的
理念，钢梁悬挂在核心筒四周，并形成方形框架空
间。根据使用需要在框架中插入预制好的居住功能
模块，整个建筑便搭建完成。因此，建筑外形具有
高度可变性。
建筑底部三层功能的设计服务于周边人群，弥
补了周边社区功能的缺失，为周边青年人及儿童提

分解剖透视

鸟瞰效果

供便利。

总平面

楼层平面

基础钢框架

剖面

立面

单元平面

插入核心筒

悬挂单元块

旋转式街道

可变式结构

展览平台

放映

酒吧

阅览室

办公会议

种植

休息区

贩卖

概念分析

局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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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同栖
Build and Live

学校：重庆大学
小组成员：康善之、张涵琪
指导老师：左力、卢峰

活力、共享与个性是未来青年社区的主题，我

混凝土与“花园城市”小区

尺度适宜的街道

虚拟空间的冲击

青年居住的新需求

内部空间品质和私密性也在增强，但

们对不同时期的居住街区空间进行了前期研究和对

在现有的住宅产品之中，私密空间与
公共空间界限分明，一定程度上破坏
了丰富多元的公共空间结构；我们尝

比，提出了“标准化+自营建”的概念。多义性与
灵活性的缺失、网络虚拟空间的介入不断冲击着物
质空间，但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种可能——在新技术

随着青年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住宅的

大量而快速的标准化建设影响了 传统街道模式拥有适宜的尺度以 新技术营造的虚拟世界冲击着物 青年需要得到对于空间的更强的
城市空间的多义性和灵活性
及较强的凝聚力，但承载力不足 质空间，青年开始疏于现实社交 介入能力以及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一个居住困境——“理性已尽其所能”

的支撑下，灵活而自由的个性物质空间，也许会与

参与社区营造

盘旋的街道

试着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私密空间与纯
社区公共空间之间引入更多不同尺度
的模糊领域

在这个社区中，我们尝试设计一个标
准化的框架，也就是一套规则，其下

标准化达成一种妥协。

由居民自发参与社区微空间的营造；
在这样的一个社区中，街道是公共空

这种模式下形成的场所是丰富而不确定的，由
每一个居民自主创造，最终生成一个与虚拟空间并
驾齐驱的物质世界，正如《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

间的核心，围绕街道，整个社区可以
设计师仅提供规则和框架，在某 住区自主更新改造，不断演进， 较低密度的街区有利于青年邻里 利用坡道将低密度的街道折叠，
些领域留出进一步建设的空间
寻找一个更加适宜的平衡点
圈的形成，引导公共活动的发生 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生长，自我
调节，最终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

一个建设策略——自主控制

性》中提出：“以非标准化的方法运用标准化——

对旧有模块与施工构件进行回收

适用于长期存在的标准化对多样化的问题。”

快速装配

被更新的模块进行回收利用
通过APP定制模块

这是一个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的社区，坡道消解

设计师在线协助设计

了楼层，“街道”被延展到空中，不同层级、属性

远程实时控制模块生产

的共享活动在恰当的位置自然生成，“标准”与

基于信息技术的青年住区渐进建设模式

“定制”分别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在预设的框架
和管井系统中，不同的家庭开始搭建自己的居所，
最终，由“看不见的手”造就各具特色的邻里圈。

标准插件
居住单元由基本块组合而成，单元预留管井和结构所需空间

全生命周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块社区不断自我调节，保持动态平衡

社区微空间
由邻里圈人员组成决定的微交往空间作为社区集群的核心

移动用户端
青年住户可通过手机定制、改造和控制居住模块以及智能家具

概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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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透视

技可变·间可享
Prefabricated Techniques·Shared Space

学校：厦门大学
小组成员：叶雨朦、刘郑楠、孙怡铖
指导老师：王绍森

在未来，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兴趣相投的青年群体会被安排为邻居。住户可在网上定制模块，由
工厂预制后运输到现场进行装配后即可入住。当住户搬离社区时，模块可回收再利用。
邻里关系上，户型中的每一件家具都是可移动的，在必要的时候，住户可将自家墙面打开，与邻居共
享。在这个邻里共享空间里，青年们可开展一系列活动，如：共享办公、生日派对、节日活动、K歌、电
竞、看电影等。社区关系上，社区中设置了例如共享厨房、共享餐厅、共享影院、托幼中心等共享空间，
提供多种可能发生亲密社交的场所。
除利用智能家居系统移动家具墙来实现空间开放与共享的转换之外，设计还考虑了雨水收集、太阳能
发电、智能家居、建筑节能、建筑装配化等未来绿色建筑应该具备的技术要求。技术性与公寓设计融为一

剖透视

体，为实现上述设想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家具 = 墙

淋浴间 / 卫生间 / 盥洗室

内隔墙 / 书桌

储藏 / 桌子

储藏 / 椅子 / 猫屋

门 / 衣柜 / 照片墙

窗 / 阳台 / 太阳能板

书桌 / 柜子

置物架 / 挂物墙 / 椅子

柜子 / 置物架 / 床

吧台 / 储藏 / 餐桌

书桌 / 衣柜 / 展墙

模块示意

邻里共享空间的形成
40 m2

I 户型 - 单人间
24 m2

III 户型 - 家庭间
48 m2

II 户型 - 双人间
24 m2

户型

住户分区

功能分析

公共空间

空间共享

通风分析

共享空间

绿化分析

室内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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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银行
——网络心理学下的邻里关系重构
Space Bank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s Based on the Network Psychology
学校：武汉大学
小组成员：张杨姝禾、龚贤典、胡艺璇
指导老师：宋靖华

老北京胡同踱步遛鸟的长者，陕北大院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福建土楼同屋檐下生活的家族……如今
已逐渐远去。渐行渐远的邻里关系使我们思考，是居住建筑的变革削弱了积极空间，还是居住者自身丧失

监督者
supervisor

了社交的动力。也许在建筑形式变化的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诱因，它改变了居住者、居住建筑，甚至社

还
repay

会本身。

借
居民 = 货币持有者
rent
resident=currency holder

extend space
空间银行
space bank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s 邻居
neighbors

面对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数码科技与社交媒体的冲击，我们尝试寻求一种真实且身临其境的体验，
这种体验可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亲密感。我们追溯过往亲密的邻里关系，反思当今网络空间中疏

repay 归还方

远的社会关系，试图从网络心理学的角度重构社区中可能发生的行为。

rent 租借方

“空间银行”是一种催化剂，它不断地提醒人们逃脱虚拟的枷锁，走出家门去和身边最亲近的邻居交

transaction space
交易空间

流。“空间”将这一概念变为可能。我们希望在空间货币的交换过程中触发人的社交本能，每个人都能打

moving boundary
移动界面
moving direction
移动方向

开心扉拥抱美好的现实世界。

×1

空间银行

×4

×15

living module living unit composite1

composite2

composite3

push
push

access

×16

×60

pull
push

square

external stairway

×4

push

门厅 lobby 走道 aisle
空间“货币”

屋顶平台 roof

居住模块
living module

none deal

露天庭院 yard

细分
subdivide

rent/repay space

rent space for actvity

空间“交易”

空间货币单元
currency units

sunshine
×114
150

2/5

150

2/5

75

1/5

core-tube

鸟瞰

Wow! The wine
looks good!

We need a flat
wall for the party.

I'll cook the
meat for you.

What's the movie to
be shown tonight?

The space borrowed from
roof is large enough!

体块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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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透视

魔方社区
Magic Cube Community

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小组成员：王雅婷、鲍程远
指导老师：徐洪澎

设计提出了垂直社区的概念，居住单元以每三

小街区空间

大街区空间

社区垂直化

转角组团

塔式高层方案

层为一个单位形成组团，户型中由于面积集约而产
生的会客、办公等空间不足的问题将由垂直社区所
提供的公共空间解决。同时，整栋公寓中植入了公
园、健身房、阅览室、创业孵化中心、商店等服务

概念生成

板式高层方案

空间，充分满足青年人的日常活动需求。
在建造方面，建筑的主体框架由钢筋混凝土现
浇制成，居住单元则由轻型小框架木结构墙体进行
装配化搭建，内部设备管线均与墙体及楼地面进行
一体化设计。该方法可使墙体自重减轻、预制化与
装配化程度提高、便于安装与拆解，也为功能变化
提供更多可能。

直边组团
1. 基础垫木
2. 木结构装配式墙体
3. 木挂板
4. 钉板条
5. 定向结构刨花板
6. 木龙骨
7. 定向结构刨花板
8. 石膏板
9. 管线凹槽
10. 可折叠阳台
11. 拉米诺连接件
12. 预埋螺栓

自由式组合方案

居住单元装配过程

居住组团装配过程

多种组合形式探索

转角组团

共享客厅

共享厨房、餐厅

直边组团

共享餐厅、客厅

创业孵化空间

居住单元生活场景
睡眠模式

升降床

上翻式壁床

烹饪模式

操作台

厨房综合区

一体式冰箱

娱乐模式
投影屏
多功能榻榻米
折叠阳台

方案效果

居住组团生活场景

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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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比诺之城
Urbino

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小组成员：何韦萱、张艺菡、黄植业
指导老师：陶杰

“城市就像是一个大的建筑，而建筑就像是小的城
市。”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工作站

餐厅

电视厅

沙发

娱乐间

吧台

储存间

花架

“不是楼阁建在城墙里面，而是城市建在楼阁之内，

生成逻辑

只能是乌尔比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屹立山巅的乌尔比诺就像空中楼阁，是自成体系
单 / 双人间

的堡垒，是自成体系的城市。从阿尔伯蒂到卡尔维

SINGLE

DOUBLE

Present situation
曾为亚洲第二大赛马场，停业
后出租效益奇低，与CBD极
不相称，应加快建设提高价值

Urban Open Space
跑道形公共空间回应场地文
脉，扭转45度形成放大的入
口广场和公众欢迎空间。

Up and Down
跑道下沉，“城廓”上升
共享中庭成为青年城活力的核
心，并与城市界面敞开对话。

诺，都在试图探寻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化伴随现
代性而来，青年人依靠规则的联系在城市中生活，却
失去了宗亲友族的密切交往。“公园里的塔楼”模
家庭套房

式，只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建设的碎片化倾向，难以形

FAMILY SUITE

功能模块

成有生机和凝聚力的社区。

Aerial Playground
裙房顶面形成连续空中动圈，
多层次开放空间提供视野极佳
的第二地面，共享碰撞自然发生

Large Aerial Corridor
由楼坡道、阶梯、架空层等
串联的社交空间体系，创造立
面视线通廊，连接私密与公共

Youth “Theatre”
城廓围绕中庭展开退台，塑造类
似古典剧场空间体验，围院内部
界面活泼，演绎青年生活百态

场地分析

“乌尔比诺”这个业态混搭的微缩城市，塑造的
是一个关注青年生活的新型社区综合体，也是一个具

城市就像是一个大的建筑，
而建筑就像是小的城市......
A city is like a huge architecture,
an architecture is like a small city.

有强烈集体性、向心性的全方位“青年生活圈”。我
们在蕴含集体价值的建筑实践中进行探索，希望重塑

城市建在楼阁之内，
只能是乌尔比诺......
and it can only be Urbino, a palace
that...contains a city within its walls.

人与人之间由小至大的社会关系，并与现代交往方式
融合，重新建立起作为“家”的建筑的归属感，营造
出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的集体性。

居住层

CONCEPT: Urbino stands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like a castle in the air, a fortress
of its own system, a city of its own system.
Young people live in cities relying on the strong
connection of rules, but they lose the close
contact between clans and friends. In the
miniature city of Urbino, we hope to reshape this
kind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mix it with modern
communication, so
as to re-establish
the sense of
"home"..

公共活动层

居住层

设施&商业

运动&交往

概念分析
剖面 SECTION

空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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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家族聚居

城市单户分居

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聚居在
村落中，以广场和宗祠为交往空间。
Family members with blood
relationship live in villages, with
square and ancestral temple as
communication space.

更大的广场让社区中的人都有
认识的机会，建立广社会关系。
Larger plazas let everyon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build broader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community.

城市生活中，人们居住单元在高度上
隔离，通过社会规范维护关系。
In urban life, people's living units
are highly segregated, with fewer
horizontal connections to maintain
relations through social norms.

相同的活动平面提供舒适的
场所增加交往，塔楼不再孤立。
The same activity plane provides a more comfortable
place to increase connection.
Towers are not isolated now.

攀之宅
——新邻里共享生活模式创造
Climbing House:
Creation of New Neighborhood Shared Life Mode
学校：深圳大学
小组成员：刘晓彤、李长丰、刘佳澍
指导老师：宋向阳

设计从大城市青年居住困难的现实问题出发，以集约和紧凑为设计原则，从城中村狭小的缝隙中得到
启发，创想了一种攀登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人能够更高效地利用空间。同时，在共享空间的创造上，设计
者将一个个户型组合成为组团，在组团内形成共享，再通过一个个组团形成整体建筑。通过设计既形成了
一种新型邻里共享关系，也保证了住户的私密性。形成一个介于家与公寓的私密关系，组团空间容纳3～9
户住户。
通过户数的浮动让住户有更加自由的选择，组团共享一个公共空间，形成一种介于家与宿舍的私密关
系，将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共享关系，传承到当代城市空间有限条件下的垂直共享空间。并且利用年轻人攀
爬窄而高的缝隙空间，让两侧墙面加上居住空间中柜子的储藏空间去除后，能够轻松地利用两侧的柜子攀

区位分析

爬上空间上部，给予空间完全的利用和年轻人运动的需求，形成一种有趣高效的空间，并且解决城市地表
的用地紧张问题。
爆炸增长
迅速增长
稳健增长
缓慢增长

针对年轻人生活的模式

独居者

充分满足生活需要
工作（SOHO）+生活

合租者

朋友Friends

适应不同人群
小家庭

设计背景

情侣Couple

With Baby
With Teenager

方案效果

组团分析
组团爆炸图分析

共享空间办公模式

共享空间聚会模式

共享空间运动模式

总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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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未来公寓

学校：大连理工大学

1+N Future Apartment

指导老师：范悦

小组成员：张明鑫、郑倩、徐滢清

设计试图重新定义“青年公寓”这一概念，由过去宿舍式的单一功能青年公
寓向一个配套齐全、品质完善的居住社区转变，重视这类居住社区中的生活服务
和文化交往功能。利用可自由划分的空间和可变的家具形式，实现一个人一种居
住模式到N个人N种生活模式的转化。在设计策略上，在建筑地下、底层及中间层
加入公共部分，具体包括公寓大厅、文创书店、社群商业、共享办公等几部分，
并试图通过这几部分的功能融合塑造一个全方位的年轻人的生活场景。在公共活
动部分，加入公共空间功能模块，通过流动的空间带来灵活自由的娱乐方式。并
且通过不同时间段不同人群活动程度的研究，使得社区公共空间利用率在时间维
度上得到提升。
鸟瞰

两人合租

夫妻+小孩

夫妻+小孩

复式：夫妻+小孩

单身 / 学生

单元模块示意

剖面

立方

学校：武汉大学

Cube

指导老师：杨益婷

小组成员：赖倚琪

Cube是一款针对未来青年居住集群的解决方案。根据受访者反映的理想生
活，我们知道年轻人迫切需要舒适的生活条件。因此，项目希望通过较强的适应
性，为未来青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舒适的居住条件和办公空间。
项目的适应性包括环境适应性、功能适应性和个性适应性：公共空间的变化
让项目可以立足于多种气候和纬度环境；伸缩墙体的设计让空间有更多功能，既
满足单人独立生活需求，又可以组合成一个大家庭；室内移动柜的设计可让使用
者自行进行个性化形变，让小空间同时满足全天候烹饪、聚会、工作、就餐、运
动等八大需求。

空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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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效果

生机无限

单位：华阳国际设计集团
小组成员：李世强、杜康佳、陈文军

Infinity

设计者的建筑设计策略，有如生物生长，是从无到有，在某一区域如同细胞
分裂一样呈一定组织性地增多单体与群体的生成。从内转向外、从局部转向整
体、从个体转向社区、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建筑转向城市，并且它们以一种组
织细胞蔓延的形式有序生长，在单元与单元中间形成“过渡空间”和“之间领
域”，达成了秩序和变化并存的建筑关系。场域是一种多元形式或空间的环境母
体，它可以把外部元素吸纳编译成与自身契合的一部分，多孔与松散是场域的流
动性特征，要素之间的联系比要素本身更重要。

01 咖啡屋

04 表演艺术家之家

02 得闲饮茶之家

03 歌唱艺术家之家

05 喵星人之家

06 静静书屋

鸟瞰

不同功能的空间单元

小格大院

学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Lattice & Courtyard

指导老师：李岳岩、李昊

小组成员：王凯、何琳娜

基地位于北京市中关软件园区西侧，在这里有无数为了梦想而奋斗的青年。设计
根据青年人群的需求定制化的设计模块化的栖居空间，考虑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发
展过程，进行弹性空间的设计。强调社区营造和归属感，根据四合院的原型，在满足
住宅私密性的基础上，使得居住空间与共享空间互相渗透交融，促进邻里生活与社会
交往，以形成稳定丰富的生活圈。居住单元在垂直方向叠加，插入公共空间，形成空
中的绿化花园和运动场所，并对城市其他市民开放。从空间到部品的个性化选配，实
现多元化。作为一个成型的居住单元，在未来，既可以排列形成新的居住社区，又能
插入式融入旧城改造。

Type A1

单人间 24 m2

个性化的居住单元

Type A2

Type B1

双人间 24 m2

Type B2

Type C1

家庭间 48 m2

方案效果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增刊/2019 97

永续住宅

单位：华阳国际设计集团

Perma House

成员：蔡国柱

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居家时间被缩减，人们在住宅内的
交流欲望并不活跃，所以对当代住宅而言，与其努力鼓动人
们社交，不如换一个方向，比如把人与人的交流，换成人与
其他对象的交流。而农业的生产活动就是人与自然最直接且
闭环的交流方式。同时，农业用地逐渐远离城市和人群，日
益爆发的食品问题导致现代社会人对于农产品极度的不信
任。新的社区模式将是一个多功能的新型开放社区，所有居
民都能通过展示、销售及购买建筑中的农产品参与社交活
动，享受生活的乐趣。

新型开放社区

方案效果

定制模块化住宅构想

学校：湖南科技大学

The Com-munity

指导老师：张剑、郭俊明

在彼得·库克（Peter Cook）于1964年提出的“Plug-In City”设想中，
Archigram通过为每个人建造方形盒子，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生活质量。在科技驱
动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方式与环境。大规模生产的
主要特征可能是复制和标准化，建筑师支持根据使用者需求偏好进行部分更改和交
换，提出定制模块化住宅的概念，基本模块户型的水平和垂直堆放，适用于各种环
境。室内使用装配式智能家具，多个单元住宅通过分解、替换等步骤，使得集合住
宅成为可持续的集体建筑系统。从意向性社区到季节性社区，空间置换与重组成为
可利用空间的新的组织模式，实现空间的共赢可能。

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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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

小组成员：谭靖芝、夏芷甜、王啸敏

巢栖·社区模式下的创
想青年之家

学校：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Community-based Youth Home

指导老师：张广媚

小组成员：周思静、王一琪

设计以现有青年住宅所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打破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形
象，将建筑从内而外虚化，整体由若干个单元体系组合而成，每个单元体系又有
若干个模块化空间组合。同时将开放空间（商业层）、半开放空间（休闲层）、
私密空间（住宅层）融入到整个体系之中，整个建筑形成居住到公共再到居住的
空间组合。在竖向空间上建立户与户之间紧密的联系，并形成丰富的室外共享空
间，增加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机会，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流渠道，创
造了如巢栖般的居住体验。

室内透视及平面

方案效果

城市游牧

学校：深圳大学

City Nomadism

指导老师：何柯、林勇清

小组成员：颜昊、陈佳骆、龙荣

“家”并非传统意义中的“几室几厅”，家可以在城市中无限延伸。“此心
安处是吾乡”也正是中国文化中家的意义。青年人从校园中脱离，在社会中历练
并完善自我的过程，也是寻找自身价值与定位的过程。游牧民族因为外界因素而
将家迁移，而如今大城市中，每个年轻人也为了寻求自身的绿洲而在城市中游
牧。设计者希望根据青年人需要，设计出能够在自身需要的位置安放的居所，真
正做到寻求自身绿洲，做到“家成为城市的无限延伸”。

户型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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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聚·城

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Maker City Group

指导老师：卜冲

小组成员：盖义承、莫伊洲、孙培扬

设计充分依托深圳丰饶的创客土壤和青年生活文化，营造了交融不同生活模
式、叠置不同城市空间类型的创客生活试验场。通过提供经济型套型和多种宽敞
套型满足不同人群需求。建筑有功能灵活丰富的共享空间并向所有人开放。成为
周边住区、工业园区的“城市客厅”。这里提供了不同生活模式交融和表现的平
台以激发创新，鼓励住户探索生活。居住形式从低层规则的密集住房逐渐发展为
顶层各式各样的居住社区。设计探讨这样一种生活历程：外地的年轻创客依靠自
身努力组建小社区并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

户型
鸟瞰

单双人间
面积：23.79 m2

家庭房1
面积：40.59 m2

家庭房2
面积：47.96 m2

立面效果

创想青年家

学校：福州大学

Thinking of Youth Home

指导老师：王炜、周成斌

设计选址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楚河汉街附近的沙湖公寓，其位于城市的
中心，拥有大量年轻人口，周围业态丰富。设计者希望通过改造为原公寓注入活
力，并引入新的生活模式。利用参数化系统打造定制居家和办公生活，以三种单
元体框架组合成无数种不同组合方式。除了固定的公共空间外，用户还可根据使
用需求，自发移动单元体形成公共空间。每个单元体可通过改变围护结构自由形
成自己的“门面”，结合不同单体组合方式，可用于展览或交流。同时，新建筑
与旧建筑之间通过连廊连接，使原住民亦可方便使用。

单元体

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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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连海超、张梦婷、李希达

叠×坊
Stacked×Neighborhood

单位：Studio 10

大城市中初来乍到的青年人往往会因合理的租金、便利的地理位置而选择城
中村或者旧社区作为第一个落脚处；然而这类住宅往往也存在诸多不足。本项目
希望通过探索新的住宅模式，获得一种平衡，既保留旧社区和城中村宜人的组
团、街巷、广场尺度和元素，同时通过对这些元素进行重组，确保每一户都有良
好的自然采光通风、私密性、景观视野、硬件设施等。通过最小单元模块的灵活
组合，项目提供了多种户型供选择，形成针对单身青年、双人和三/四口之家的各
类户型预制产品，适应不同人群产品需求。
双人公寓 for couples

家庭公寓 for family

单人公寓 for single

家庭公寓 for family

适应不同需求的户型预制产品

方案效果

对话

学校：福建工程学院

Dialogue

指导老师：张示霖

小组成员：段童星、金可怡

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住宅都是基本的生活容器，因此国家企图以“标准
化”“模块化”“装配式”等工业化技术降低住宅的营建成本，以使经济条件有限的
青年们能负担得起购买价格。尽管为保证批量的住宅能契合生活内容，而展开了精
细、客观的研究并得到“标准户型”，但仍不能保证它们会是“可靠而合理”的生活
容器。因为“变化”才是居住行为普遍存在的事实，许多居住空间的改造，已无情地
否定了标准化背后的研究成果。然而，生活空间的多样化需求与大量生产的标准化并
不冲突，方案以“开放建筑”的设计方法展现创想青年家“多元而一致”需求兼容的
可能性。

短浅区户型组合示范2F~5F

纵长区户型组合示范2F~5F

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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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梦工厂

学校：华中科技大学

Hatch Dreamworks

指导老师：吕宁兴

小组成员：冯樱、徐彤、潘亚璐

这是基于联合产权下营造出的多元化共享的空间，关键词为：联合产权、一
体化、灵活使用权、共享开放、空间互助。工厂吸引、服务的主要人群是创客。
除了满足日常功能性配置，丰富的社群、资源圈让来到这里的“创客”找到“朋
友”和“组织”。通过与空间内各类企业、服务商、新型IP商业和数不尽的资源
产生深度的连接，最终每一个入住用户都会成为这个空间和社群的贡献者。它体
现了对居住空间的“扩展”。工厂不仅营造公共社交的场所，又能提供相对私密
的空间；既满足一个新型公共空间应具有的功能性，又在细节的处理上融合现代
环境。

方案效果

共生社区

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Symbios is Community

指导老师：谢冠一

小组成员：王敏娟、常萧雯、鄞盼

以青年公寓与周边环境为切入点，提出“共生社区”设想，创造出合作创
业、积极健康、分享资源的一体化社区。在城市更新中尊重原有文脉的社区能够
实现建筑的共生，共享单元替代老院子更大程度地联接了居民，单元之间流动的
路径替代小胡同成为了新故事的场景。家与家之间的隔墙不像以前那么难以逾
越，能够自发组织的空间实现了人与建筑的共生。人与人的共生是这座社区最终
的目标，这种新式的社区革新了传统僵化的社区模式，人与人的交流将被赋予更
高的效率，而高效的社交将为年轻的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挑战，一批批的
创客会从这个社区中找回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户型

单人间模块

双人间模块

家庭间模块

办公模块

康体模块

娱乐模块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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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中核

学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The Nuclear of Box

小组成员：马琪、张静雅、王菲

打破传统的用墙体划分平面格局的方式，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把卧室这一最
私密的空间最小化，设计成能够移动的像家具一样的“盒子”，从而创造出更自
由灵活的居室空间。随着“盒子”和居室局部墙体的移动，公共空间也产生或大
或小的变化。另外，把卫生间、厨房等整合成一个不变的固定部分，把客厅、餐
厅、书房、健身等生活场景进行打包整理到立体库。根据使用者的需要来自定义
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通过手机来控制移动出现不同的场景模块，形成了不断变
化的空间状态，创造了空间体验的叠加，一个小小的房间可以同时具备六七种不
同的功能。

鸟瞰

场景模块

环-境

学校：深圳大学

Embrace Scenery

指导老师：何柯、林勇清

小组成员：黄睛清、覃事粤、高雄

繁忙的都市中，无数青年人为追梦而来，也有无数青年人逃离都市。为了在
城市中寻找归属感，方案创造一个意在自然的空间，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街道是
记忆中无法遗忘的景色，设计将住宅与街道结合起来，创造彼此之间的“对话”
关系，形成一种简单而持续的张力。这是一个从地面到空中的“回转廊道”，细
微的坡度让你无意识前行，走到建筑的每一处，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行方式。
“回转廊道”作为街道，连接着许多小尺度的空白空间，没有明确的功能，成为
一个人群聚集的契机。功能盒子如共享的厨房、餐厅、健身房等，也为青年人营
造良好的生活品质。
A户型
单人间
23.6 m2

B户型
单人间
23.6 m2

E户型
双人间
45.6 m2

C户型
单人间
23.6 m2

D户型
单人间
23.6 m2

F户型
双人间
45.6 m2

户型

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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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看”到“照看 ”
From look at to look after

单位：Da!Architects
小组成员：安娜·安德洛诺娃、孙立东

年轻人需要抚养家庭中的老年人，同时，年轻人在大城市里挣扎着谋生，而
他们的父母亲却缺乏关爱。国家的政策似乎只注重经济问题，而不能兼顾道德人
文问题。世界杯这样的赛事结束后，维护体育场馆的成本非常高昂，项目建议将
老年人安排住在这些体育馆的空间组团里。老年人可以维护场馆设施，而年轻人
也在大城市获得了住宿空间，年轻人与老年人相互提供支持与照顾。将搁置的体
育场馆重新利用为城市年轻人提供住房，从被动到主动，从体育场的观看空间到
家庭需要的照看空间。从“观看”到“照看”——拯救人类情感的驿站。

空间组合

方案效果

创想青年家·梦工坊

学校：鲁迅美术学院

Dream Apartment

指导老师：张庆波、姜民

梦工坊的居住模块与建筑实现装配化生产，居住模块连入自动驾驶技术进行
行驶操作。建筑内不是唯一的居住地，居住模块通过可接驳式连接与建筑联通。
建筑不再需要围护结构转变为停靠居住模块的综合服务器。悬空开放式的社区首
层将同时成为住宅大堂、公园及未来的地铁站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将自然
带进社区日常、并为社区提供邻里互动的场所。方案中设计了许多公共空间，满
足年轻人自我放空、结识新朋友、与同伴室友相互沟通的需求，彼此关怀、建立
新的联系。在建筑的楼顶加入了蔬菜植物园，运用手机App远程操控属于自己的
“田园”生活，并保持个性，结交新的伙伴，在理想的色彩下生活。

户型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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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仇晨宇、袁帅、郝悦

簇聚

学校：武夷学院

Cluster House

指导老师：林进益

小组成员：徐丽燕、张细敏

“一个地方永远属于声称在这里生活的最艰难的人。记住它最让人痴迷，在自
己手中被扭曲、塑造、渲染的样子。然后再彻底地爱着它，以自己的形象来重塑
它。”
——琼·狄迪恩
城中村的理想状态是“融合”，功能要融合 、阶层也要融合，这样的城中村
可成为都市创新空间，并提供多样性。方案设计了四种“建筑形态”，将他们放
置在一个搭建好的“框架”上。根据这些单元的自身特点，它们将不断开发新的
功能。居住空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尚有很多空间成为住户活动场所，让青年创
客们可以在“异乡”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Traditional

Building a framework

Modern

Add floor

Put in

Accomplish

概念生成

透视

未来桥楼

单位：孚堤埃（上海）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Future Bridge Building

小组成员：张远

上海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超大城市，同时地价、房价、房租也是超高，
在此奋斗的年轻人压力巨大，急需设计出未来公寓居住新模式，探索适应未来的
创新社区。上海内河道（湖泊）面积约500多k m 2，河面积率为9%～10%；河
道2万余km长，河网密度大；还有道路网纵横交错。河道、道路空间区域具有非
常高的研究价值。未来可将建筑合理地架设在道路、河道之上，犹如桥梁一样。
可借鉴中国古代建造的桥楼建筑，例如三江大侗寨“程阳风雨桥”、云南“双龙
楼”、河北石家庄苍岩山“桥楼殿”等。

细部效果

标准层平面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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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之家

学校：天津大学

Moving House

指导老师：汪丽君

小组成员：刘怡萱、梁晟玮、李怡慷

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青年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家，而住房的价格导致只有极少数青年人能够
实现愿望。设计者的策略是“移动的居住模块”：将户型拆解成3 m×3 m×3 m的立方体居住模
块，在住宅楼中置入固定的厨卫模块和自定义模块，自定义模块可进出建筑或在建筑内部移动，
从而产生18 m2、27 m2、36 m2三种户型模式，借此解决青年人面临的主要住房问题，适应不同
类型的住户或同一类型的住户在不同阶段的居住要求。居住模块的可移动性使住户在住进住宅后
仍具有选择自己邻居的可能，从而使志趣相投的人群居住在一起，并共同布置出更具针对性、更
能满足他们公共需要的公共空间，进而形成更具凝聚力的“层社区”概念。同时，由使用者参与
构建的公共空间也更容易得到住户的积极使用。

Kitchen and Bathroom Separated Module

厨房设备

Modulesx2=18 m2

卫浴设备

Modulesx3=27 m2

Types of Enclosing Member
Modulesx4=36 m2

模块构件

剖透视

模块组合

创·宅

学校：广州美术学院

Design·Home

指导老师：杨岩、杨一丁、覃大立

小组成员：穆家炜、潘泓、赵雯汐

以时间概念理解当下青年居住，兼顾模块化可移动的居住单元，划分为临时
居住、短期居住、长期居住三种居住形式。应对当下居住问题，提出居住环境自
主设计的居住概念，并结合物联网打造一种适用于当下青年群体的理想住宅模
式。基于当下类里坊性的居住版块（街道分割居住版块，居住版块块状分布且独
立封闭），提出最小化的生活必须空间，即生活核心版块（不采用集合性功能版
块组织生活核心空间，酒店式的核心版块体验，独立盥洗空间）。提出匹配必须
空间的配套生活空间，即生活配套版块（自主设计的核心部分，住户根据个人需

鸟瞰

求及个人爱好自主打造该空间的配套功能）。
生活核心板块

生活配套板块

单人间

概念推导

双人间

三种居住产品

多样生活场景

南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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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立面

家庭间

叠垒屋

学校：东北大学、东南大学
小组成员：孙缘缘、胡亚辉

Stacked Houses

“灰空间”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提出。这种连贯的特质空间
消除了内外空间的隔阂，给人一种自然有机的整体感。设计者认为这种空间能
够激发青年人的生活活力。场地位于南京西湖里片区，整个片区有很多一层老建
筑，虽然有的破败不堪，但却是片区记忆的一部分。场地周围配套设施齐全，交
通方便，富有活力。方案对场地进行重新规划，对老建筑进行改建，通过单元体
块叠垒而成一栋建筑。不论建筑单体还是组合，都能与自然有机结合，室内和室
外相互联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
单人间

双人间A

1.2 m 3.6 m

5

2

双人间B

2.4 m 2.4 m

三人间A

2.4 m 1.2 m

三人间B

2.4 m 1.2 m

1.2 m

2.4 m

1

4
单元

6

2.4 m 2.4 m

2.4 m 2.4 m

0.6 m

3

2.4 m

0.6 m

1

2

3

4

5

6

户型

方案效果

凡人居所

学校：福州大学

Laical Soul’
s Residence

指导老师：肖韡、周成斌

小组成员：徐舒晨、陈静轩、黄珩炯

“凡人者皆应有所居。”繁华都市中，青年人群总在更迭，对应的，其居所
能否拥有生长的可能？“开放住宅”理论提到，住宅由既定框架和可更替的使用
年限较短的填充体（居住单体）构成。随着产权更迭，活力将持续注入社区中。
设计构建于遵从城市肌理的，由Voronoi图逻辑生成的结构框架中，填充体由拥
有48种可能性的可更替的单人、双人、家庭单元组成。同时提出n B K T组合系
统，单体由bedroom、kitchen、toilet模块构成，辅以入户、工作模块等，业主
拥有设计“家”的权利。共享空间也由上述模块构成。App将实现模块、家具、
建材乃至邻居的选择，以求达到邻里关系的稳态。

单体1—6组合模式示意

模块

卧室模块

卫生间模块

工作模块

入户模块

nBKT组合系统

26.2 m2-为驻唱歌手

25.92 m2-为制作后期
的摄影师

35.64 m2-为私密与互助

25.92 m2-为设计师
情侣

17.82 m2-为“单身情歌”

38.88 m2-为幸福家庭

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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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院

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Box Yard

指导老师：张育南

小组成员：贾茗童、郑宇杰、贾苏健

以小街区、密路网、开放式高层住宅为定位，设计将空间分成了“临街（城
市）-内院（大共享）-单元楼-共享空间（小共享）-居所”五层公私明确的过
渡模式，在安全性与开放性间寻找平衡。共享开放概念无疑为都市保障房居住者
的成本下降提供了前提，但设计者也不愿意过多破坏使用者的居住体验。设计根
据人们的社交需求营造了5～15人的共享交流单元，让所有的居所都能获得东南
向的阳光，同时用最小的面积保障私人空间的功能完整性。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
同居者，享受私人空间以及其他共享设施，也可以稍行几步就来到特意营造的公
共阶梯庭院。
Block Ⅳ

Block Ⅰ

Single Woman Block Ⅱ

Double Block Ⅴ

Single Woman Block Ⅲ

Family Block Ⅵ

Single Old Man
Shared Block

Family
Shared Block: kitchen

Shared Block: Bathroom

Living Room Study
Bathroom Kitchen
Single Double Family

Block

户型分析

鸟瞰

架接

单位：华阳国际设计集团
小组成员：李冰馨、王开泰、陈孟凡

Grafting

当代中国一、二线城市青年背负高额房价的负担，同时又承受租赁市场的游离
感和不稳定感。基于这种现状，设计者设想青年以低价购买自由组合变化的模块，
安置在公共租赁框架上，犹如自然界中两种不同基因，因嫁接技术而重获新生、开
花结果。城市青年可以分步购买自由组合的居住模块，结合自己的兴趣与需求，用
生长方式不断加筑自己的家。通过渐进式的成长模式，不断给予青年对于城市生活
的自由选择权力和自我更新能力。
所有模块空间以1.5 m×3 m及3 m×3 m为基础，功能为居室、卧室、卫生
间、厨房、阳台及兴趣空间等，使用者可根据自身需求将模块添加进框架中。

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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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效果

净院——社区化形式
住宅的探索
Pure Courtyard

学校：昆明理工大学
小组成员：代阳阳
指导老师：马杰

中国古代计时工具“日晷”和“三进院”的理念被融入建筑中。采用模块化
组合的方式形成多种空间平台，以此组成一个大的社区，里面有多元化的人群、
多种居住方式和有趣的退台空间。建筑立面是设计的一大亮点，立面窗台的投影
运用了日晷的原理，太阳方位的变化会引起窗台投射阴影的变化，从而使立面呈
现出不同的“表皮”。体量所形成的退台空间作为一种交流空间兼具绿化景观的
作用，使人的内心摆脱远离地表的恐惧，实现建筑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景。该社区
具有标准化、模块化、生态化的特点，便于实际工程的应用。单体作为小的模
块，采用吊装施工的组合方式，同时存在多种空间及户型安排的组合。

23.88 m2

18～30

23.88 m2

22～35

23.88 m2

22～35

47.76 m2

22～35

注：三种户型对应四种人群，在户
型的空间组合中为达到立面统
一美观的要求，存在户型对称
变化的可能

模型照片

户型

聚·院

学校：武汉大学

Settlement & Theater

指导老师：宋靖华

小组成员：孙浩宸、孙偲睿、刘鋆雅

设计追溯历史建筑空间模式，同时对剧场空间模式进行思考，创造出一种兼
具居住建筑功能与剧院模式的共享场所。其舞台空间激发年轻人的交流欲望，回
应当前居住建筑的发展趋势与年轻人群新的生活模式需求。设计产品模块的出发
点，意在实现以有限的空间最大化满足不同青年客户的需求，并适应他们在生活
中需求随时改变的可能，以达到空间利用和居住舒适度共同最大化。产品模块分
为必需空间模块和自选空间模块，模块由基本模数组成，可根据用户需求随意组
合、随时更改，以适应未来灵活、多变、自由的居住新模式。
产品模块及户型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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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粒子演绎法

学校：天津大学

Space Particle Deduction

指导老师：宋昆、王志刚

小组成员：梁晓宁、张诗达、王晨锘

空间粒子演绎法自生长公寓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俄罗斯方块游戏。现今大城市
中高昂的住房成本为刚毕业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与精神压力，甚至影响其
职业规划之路。所以，设计者希望借助俄罗斯方块游戏般的建造理念为刚步入社
会的学生提供能够带来温暖与欢乐的居住场所，同时实现人群来去迁移所带来的
建筑的灵活可变性要求。希望进入工作岗位的住户能保持一颗童心，心怀梦想，
在城市中勇敢拼搏下去。

户型展示

方案效果

离散-重聚

单位：华阳国际设计集团

Separation - Reunion

项目位于广东东莞地区，设计概念为“离散-聚合”，重点关注当今青年群
体普遍的“上班/学习-宅家”现象，而缺少和邻里互动的过程。特色鲜明的方格
立面由单一的预制结构组成，通过建筑体块层层互叠形成半围合的公共室外空
间，在建筑内完成“私密-公共”两个空间的转换。这种堆叠的形式为每间公寓
带来了额外的露台空间，将私密空间与户外公共空间连接，提供更健康、可持续
的生活环境。

7200m

7200m

66000m

7200m

3600m

3600m
7200m

3600m

7200m

7200m

7200m

7200m

堆叠形式

方案效果
3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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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m

3600m

7200m

小组成员：李恺

理想模块

学校：青岛理工大学

Ideal Module

指导老师：于红霞

小组成员：姚书田、张亚宁、连萌

“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特征的概括，他们大多聚居在北
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但因难以负担起高昂的房价，而不得不蜗居在脏乱差的城
中村，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该群体的生活现状，设计者提
出了对未来“蚁族”居住模式的构想，将“蚁族”生活空间分为两块：居住模块
与功能模块。必需生活空间作为居住模块固定在框架里，而可共享的生活空间作
为功能模块放置于建筑的中庭，在机械手的牵引下可以自由移动并与居住模块组
合。建筑由上到下分三个组团，分别容纳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并在每个组团的内
部布置相应的公共空间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

居住模块

功能模块

单人间

生活模块

双人间

基本框架

居住模块

功能模块移动

三人间

方案效果

模块与户型

邻里之间

学校：西安交通大学

Between Neighbors

指导老师：虞志淳

小组成员：杨扬、刘逸飞、雷宛榕

项目选取陕西省西安市明城墙内部一块同时具有古建筑形式与当代商业模式
的街巷基地，试图以建立多重维度的交流方式为出发点，通过在二维层次上的围
合庭院布置，三维层次上的屋顶天台布置，四维层次上的时空肌理延续来影响对
现代社会中未来青年居住模式的空间划分。设计选择“院落”而非“高庭”的平
面排布方式，以此尝试解决西安古城区内中心塌陷的实际问题，以及如何在未来
社会中为创想青年创造新的邻里居住空间，从而满足人群心理与生理需求，开创
未来社交方式。

空间组合

A-1

B-1

C-1

D-1

E-1

A-2

B-2

C-2

D-2

E-1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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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克社区

学校：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Rubic’
s Community

指导老师：张广媚

小组成员：黄文悦、张珈铭、强晨阳

城市不断地垂直化发展，在新旧建筑不停对话的途中，人们之间基本的交流
被慢慢忽视。当人们需要在城市仅有的空间集聚，根据现代人的基本生活状态，
设计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生活、工作与社交的综合场所——鲁比克社区。由鲁
比克方块组成的不同居所，可根据住户的不同需求改变户型。这是鲁比克社区的
优势所在，也是青年们发挥自身创造性的培养基。
鲁比克社区具有可生长的特性，会不断在城市中蔓延。其提供的不仅仅是基
本的居住，更是重新激活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联系。

模块组合

方案效果

生活走廊

单位：Gene Kaufman Architect PC

The Living Corridor

小组成员：肖楚琦、程筱斌

“生活走廊” 试图打破传统青年公寓集中型共享空间的设计，让有共同兴趣爱好
的4～6户组成一个组团，形成小型社区，并拥有与走廊相结合的共享空间。
方案通过单元之间的错动与走廊形成夹角，并改变入户的朝向使每户入口形成领
域空间，对面则为该组团的共享空间。每个组团共享一个厨房、餐厅与共享空间，
“公寓”的范围延伸到走廊，不再局限于套内。
方案包含三种居住产品：单人间、双人间和家庭间。设计力求通过灵活可变的家
具及室内分隔设计，达到充分利用室内空间、精简室内面积的目的，并且能够满足家
庭成长不同阶段对空间的变化型诉求。
A: 单人间

单元与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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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双人间

C: 家庭间

方案效果

树塔

学校：深圳大学

The Growing Home

指导老师：艾志刚

小组成员：李雨晨、赵轩、张金晶

“生长”是一种回归自然、诠释生命的演绎法则。生于斯，长于市，设计者
希望建筑如同生长在城市各种空间角落的树木一样，随着晨昏交替、四季更迭，
可以生长、可以延续。新建筑嵌入城中村，根据周围环境自由生长，为城市探索
一种新的“生之道”。设计服务群体是创客青年，设计方案对居住单元和出租方
式进行创新，每类户型单元都可以在办公、就餐、休憩、洗浴等多种空间的不同
组合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租客可以在手机APP上进行户型选择，满足不同居住者
对居住空间个性化的私人订制。装配式的模块可灵活应用于各种场地，使建筑生
长于城市各个角落之中，与城市共生。

户型选择

方案效果

数码模方

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Digital Cubic House

小组成员：黄永辉、张嘉树、薛曹阳

设计策略分为三步：第一，减小面积，消解房价。高昂的房价使得年轻人的
居住需求往往无法负担，在保证基本居住功能的前提下，减轻年轻人承担的资金
成本，适应年轻人居住。第二，共享公共空间极大化。交往激发灵感思维，交流
塑造文化认同。公共空间的多样化拓展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可能性，产生更多的
活力空间。第三，经济秩序和社会交往的建立。社区活力能够刺激年轻人消费，
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不同的特异性公共空间无疑会丰富消费行为的多样
性，促进经济秩序的确立并形成良性循环。

模块组合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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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斯皮那

单位：上海DC建筑事务所宁波分部

Dispina

指导老师：李佳、蒋建钢

小组成员：胡超楠、周森富、梅晶

在房价与年轻人的梦想追求割裂的同时，被淘汰的工厂也与城市产生了割
裂。设计者致力于将这两种裂痕同时修补——在老小区中的旧厂房内，创造属于
青年的新巢。设计关注的，不仅是将厂房进行简单分割成为住宅公寓，更在于如
何营造一个充满绿意的社区。每一个自由组合的组团中，青年都能选择一个充满
阳光的屋子，并在共享中扩大自己的社交边际。
“每个城市都从她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于是，设计者在处于沙的
荒漠与海的荒漠之间，选择了他们的苔斯皮那，获得了他的形状。

剖透视

模块分析

未来居住：互联网+城中村
Future Residence: Internet + Urban
Village
对于城中村里的追梦青年来说，现在是个奋斗的时代。
深圳这座城市的多元和快速时常模糊了生活的本质，身处于城中村的我们究
竟是追求风花雪月，还是拾起柴米油盐？设计从城中村的居住形态和社会环境环
境出发，结合互联网时代背景，探索未来新型居住模式。
在未来，居住可以是一场简单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居住也是一场永远不会停
止的旅行......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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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山东科技大学
小组成员：韩英卓、武茂珍、刘硕
指导老师：周同、陈敏

无限社区
Infinite Community

小组成员：罗天成

设计方案运用大量相同的几何体模块作为初始几何模型，从一个基于多维数
据集维度的总体概念立体框架开始，精细组合、加减，加强功能及空间的相互作
用，制造空间间隙，创造一系列的功能模块。功能模块由四个主要组合体组成，
模块之间通过水系连桥产生感应，相互联系，每一个空间均可相互转换、沟通。

细部效果
单位：m

户型

公寓单身户型：18 m2

公寓情侣户型：22.5 m2

公寓家庭户型：45 m2

概念效果

“箱”遇

学校：福州大学

Meet in Container

指导老师：周成斌、崔育新

小组成员：白浩辰、罗尚明、谢子明

基地选取福州海西高新科技园区，交通便利，大学密布，青年人多，区内各
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就业者。福州港集装箱年吞吐量300万标箱，使
用集装箱为主要建筑材料，方便就地取材，便于定制所需模数化单体，结合数字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理念，可为海西工业区和高新区的青年群体创造一个居住休闲
共享综合体。在立面设计中，通过不同颜色区分不同功能的使用空间，运用围合
的手法，利用集装箱可拆卸、可移动的特性和柱网，营造出集中分散的共享区域
空间。楼层之间的天井可数字控制移动，打开利于内部通风采光，关闭可使周围
集装箱围合出共享空间。

模块分析

单元平面

夜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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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友乐园

学校：福州大学

Paradise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ees

小组成员：董书杨、陈玥杉

设计针对福州大学考研学生群体，经过问卷和实地调研，根据研友们的居住习
惯、备考习惯和专业需求将住户分成四类，居住户型单元也进行了单人、双人和集
体的划分。在单元的组合上，除考虑动静分区外，还考虑到不同专业同学之间的关
系，包括早晚通勤、日常所需等生活化的需求。形体构成方面，体块在南北和东西
方向上穿插，半围合的部分形成阅读或冥想空间，在弥补福州大学读书空间缺失的
同时，满足研友对个体空间的需求。在设计内部，垂直向上的空间变化由公共到私
密，居住空间以下布置配套设施；水平向上的功能变化由生活到学习，形成居住学习-生活三方平衡的空间模式。
A

B

C

D

户型展示

鸟瞰

移动·装配·4.0时代

学校：大连理工大学

Assembly 4.0 Era

指导老师：王津红

在装配式建筑的思想引导下，设计者将每一户作为“可替换居住空间”，建筑
主体为装配式钢架，居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购买成品居住空间。这样可以
形成不断更新的建筑单体，而且这种组合形式有着极强的适应性、经济性，适合城
市中的居民，符合装配化的趋势。所有建筑都可以通过装配式组装实现连接使用，
每个功能房间都可以灵活变动和拆装，可根据需求订购替换功能房间。居住模块与
建筑完全实现装配化生产，建筑内不是唯一的居住地，居住模块通过可接驳式的连
接与建筑联通。建筑不再需要围护结构，转变为停靠居住模块的综合服务器，城市
空间内存在定量的服务器构成一个庞大的居住网络。

概念生成

区位分析

装配式1.0时代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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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1.0时代
2000年

集成化+框架3.0时代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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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框架+移动4.0时代
2018年

三层空间剖透视

小组成员：温颖、李尧、尹新远

引廊入室

学校：岭南师范学院

Introduc the Corridor into the
Residential Area

指导老师：陈小娟

小组成员：潘欣、吴凛、陈耀贤

对于未来青年社区的定义，关键是理解青年人未来的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行
为与所居住的社区空间的关系。设计者希望未来社区不仅是青年人的家，也是社
交的剧场。共享式社区早在我国“大杂院”中“院”的原型里体现，由此，在本
次青年公寓里层设计中介入“院”空间，形成每层数组“室-院”关系。对于社区
与城市相隔离的现状，提出进一步共享的空间形式，以廊为介把公寓底层开放连
接至公寓的屋顶花园。由室的私密到公寓内院的微社交圈再到廊园的共享，为未
来青年人多元的城市生活提供空间载体。

室-1

底层平面

室-2

室-3

标准平面1

院-1

标准平面2

院-2

院-3

顶层平面

户型

剖透视

由死而生

学校：长沙理工大学

From Death To Life

指导老师：胡颖荭、吕昀

小组成员：刘潇云、谭鑫鑫、黄铭东

狄更斯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松散广漠的城
市扩张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以往的认知边界，城市不断蔓延扩张、持续膨胀，人如同
机器里的零件，机械运转。年轻人这个群体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焦虑、迷茫，如同
城市里的一座座孤岛。设计者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以治愈为核心，通过具有治愈功
能的色彩疗法和环境行为心理学引导年轻人。这里有一片破旧的公寓楼，其周边繁
华，而自身却缺失活力，正走向死亡。设计者并不推崇简单的推倒重建，而希望改
建是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在旧公寓里渐进性地植入装配式建筑，激活旧公寓的活
力，进而改变城市中死气沉沉的住宅形象。

户型

方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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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惊梦

学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Garden Dream

指导老师：姚慧

小组成员：王海洁、周胜华、李青

“游园惊梦”取自中国传统戏剧，所展现的场景带来一种介于现实和虚幻之
中的情感体验。现代都市年轻人因工作、经济等现实问题，不得不选择无社区文
化、无共享空间的极度“板式”的居住模式，面临的是“零自由”和“缺自然”
的现状。因此，设计从“思变”出发，以“游园惊梦”为创作灵感，意图设计一
个既能节省预算、又能给予居住者自由选择单元模式和预留空间变化权利的模式
化预制的居住板块。通过建筑空间本身的高低变化和庭院的穿插叠合与自然交
融，在建筑预留的众多单元框架中产生多种有趣的行为活动。

晚上

白天

周末

晚上

双人间、单人间

白天
家庭房

户型

方案效果

择

学校：深圳大学

The Problem is Choice

指导老师：何川

小组成员：姜睿、陈婧

设计立足于如何在公共系统和居住单元两个方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在居住
单元的构建方面，操作方形空间的不同界面得到具有特殊倾角的五边形空间，让
单一户型得到便捷的半层连接方式，便于后期垂直方向的延伸，也使青年人获得
更多的趣味性支配空间；在公共系统的构建当中，将其分解为三个层次的叠层：
程序化的点阵盒子（指定功能）、连接程序的矢量路径（可达性）、非程序化的
大平层界面（公园性质）。三个层次的叠加旨在提供更为多样的公共行为选择，
程序和事件（结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Step 1:基地
确定基地为矩形地块，以板式为出发

Step 4: 程序化单元
加入程序化单元块，可租赁作为服
务单元

Step 2: 公共模块
保留原有文化功能，纳入公共模块
当中，并抬升以形成底层开放空间

Step 5: 矢量路径
三层植入一个大平层，六层范围内
形成连接不同程序单元的矢量路径

体块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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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核心交通
确立核心垂直交通对角布置，且
公共系统的垂直交通与居住分离

Step 6: 居住单元
南北向布置居住模块，模块可自由组合

透视

重构集体居住模式
Reconstructing Collective
Living Model

学校：深圳大学
小组成员：钟志涛

方案以碎片式的城市组成模式以及城市尺度级别的社会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深
圳华强北年轻创客的工作模式研究，重构适应未来的集体居住模式。以 “家（个
体）——微社会——小社会——建筑” 为设计逻辑，提出一种公寓居住可能性，
试图将碎片式的社会关系重新组合在一起，解决交往、共享以及集约土地利用等问
题。以3.9 m×3.9 m的结构单元作为承载社会关系的建筑框架，以3.6 m×6 m为
基本公寓单元，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基本居住单元的组合，构建小社会、微社会
等不同层级的居住组团，结合共享设施，形成集体居住模式。
方案透视

建筑适应性

社会关系与功能映射

剖面

单位：AI Architects

森林营地

小组成员：伊凡·科尔马诺克、
亚历山大·托马申科、孙立东

Forest Camp

未来，生活方式越来越游牧化，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改变生活及工作环境，
那么如何利用设计使人们始终感到家的氛围是不变的？我们设计了“智能盒子
系统”，它具有舒适、安全、私密、归属感、所有权五种感官感受，具有很强
的灵活性，可以通过快递系统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并能根据不同的
情况进行变换。这种箱系统使人们不管住在哪里，都能感受到家的氛围。

户型

夜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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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生长

学校：湖南大学

Sunflower Program

指导老师：邓广

小组成员：贺密思、闫茹飞、尚玉涛

设计出发点源于对中国传统街巷文化的保护，设计选址于长沙老街内部，将
传统中国园林空间节点设计的思维方式引入建筑整体布局中，划分出许多具有休
闲与交流功能的院落。在居住单元的设计上，考虑到采光与功能划分不同的组合
形式，设计者将整个单元的家具设计成旋转式，满足人在不同区域对采光的实时
需求。在大面积的户型中，采用竖向叠加的方式让使用空间最大化。考虑到青年
人的使用，建筑采用了象征青春的红、蓝两色，同时将马赛克的渐变融入其中，
使整个建筑生动而活泼。

房间单元剖透视

剖轴测

郊野尘梦

学校：长沙理工大学

Live and Dream about Future

指导老师：谢劲松

小组成员：董家华、吴俊鹏

基于对城市青年居住问题的关注，设计旨在创造一个有温度的社区。本次
设计的建筑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又有极强的个性特征，展现材料本源之美。
设计者将共享空间以阶梯的形式完全贯通在整个建筑之中，打通视野的同时也
增强了纵向空间的交流。居住模块之间也融入了共享空间，让居住空间不仅仅
是居住空间，更是一个共享的微型社区，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充分表达和交流，
缓解工作和学习上的压力，融入梦想的生活中。

模块

方案效果

120

增刊/2019 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进阶的2.4

学校：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Rising Level 2.4

指导老师：杨雪、张广媚

小组成员：秦菲菲、郑廷杰、王圆

集装箱在无额外支持的情况下可叠出10层高。设计者将100 m高的高层建筑
结构设计竖框放置，每隔七层高与钢梁连接。设计通过交错布置达到符合审美和
人体工程学的目的。住户单元围绕容纳垂直电梯和楼梯的核心筒布置，在核心筒
周围留出空间使住户享有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集装箱是运输的承载体，2.4 m
的宽度能在全世界各地的公路上运输，自带的结构形式方便装配。住户可以通过
App订购个性化的集装箱小天地，结合可运输的特点周游世界各地，并随时可安
置于专属的集装箱大厦。在未来甚至能利用V R技术，将互联网世界与自己的小
房间结合，创造出更加智能快捷的新时代生活。

平面

方案效果

绿丛

学校：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小组成员：李文彦、陈镇海、孙日正

Touffee Verte

这个建筑物被称为Touffe Verte，一个代表着青翠生活住所的法语单词。
Touffe Verte住宅包括一个居民会所，两个塔楼各拥有26个住宅楼层。其中第
15楼是一个过渡楼层，它将两座塔楼连接在一起，且拥有精心设计的景观和开
放式的活动空间供居民享用。主要设计概念是：1号塔和2号塔相互面对，让居
民有视觉上的沟通，培养居民们沟通和互动习惯。为了善用内部有限的空间，设
计者利用橱柜来进行空间的分配，在分隔空间的同时也可以起一些规划和整齐储
藏的作用。由于室内基本是开放空间，厨房和房间尽量远离，以减少厨房油烟的
扩散。

Tower 1

平面

T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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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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