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生态建筑及其技术

曹 　伟

(宁波大学　建筑系　宁波　315211)

　　摘 　要 : 提出并建立了生态建筑技术的概念及其研究框架 ,从新的视觉探讨了生态建筑的思想渊源。指出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注重生态建筑的节能技术、健康技术等高新技术运用 ,并且利用系统工程方法 ,充分利用地方资源 ,发展“适用”

技术 ,乃是广义生态建筑技术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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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建筑技术的思想渊源与发展趋势

111 　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延续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最优秀的传统哲学思

想。《老子》“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等思想都强调了人与社

会、自然的和谐。儒家重人道 ,道家重天道。这种追

求反朴归真、让生活同生命相和谐的方式 ,实质上反

映了以生态为中心的世界观。“天人合一”既是一种

宇宙观 ,也是一种道德观。儒家的“天地与我并生 ,

万物与我为一”、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 ,本质上

应该看作是一种古代的生态观念的体现。

112 　建筑物理学内涵的扩充

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建筑理性主义思潮兴起

时 ,建筑工作者就开始从科学的角度关注物理环境

因素对建筑的影响。勒·可布西耶曾强调“日光、空

气和绿地”对现代城市的作用。以格罗皮乌斯为首

的包家斯建筑学院对住宅的日照、层高、间距等都作

了研究 ,建立了声、光、热物理环境等应用科学。近

代的建筑物理学实际上是应用了心理学、环境性科

学的知识所进行的建筑物理环境控制 ,在海外则将

此列入建筑环境学里面。今天我们强调的生态建筑

技术实质上是经典建筑物理学丰富内涵的外延的拓

展。

113 　建筑技术的“数字化生存”时代

数字化生存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计算机与网

络 ,它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数字化生存这个

概念 ,包含了从应用到文化层面上的多方面的含义。

在最直接的应用层面上 ,数字化生存的一大特点就

是以“比特”(信息)代替“原子”(物质)作为基础。其

所带来的更深一层的影响就是所谓“比特城市”的概

念 ,也即基于信息的城市。今天 ,网络这一信息时代

的载体和媒体 ,使得信息社会里以信息流代替物质

流的趋势得以实现。这样一来提高了信息交换的效

率 ,二来也减少了物质资源的消耗。“SOHO”即在家

办公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不必去写字楼上班 (其实 ,写字楼原本的实质在于将

工作人员集中到一起 ,信息集约化、提高效率) 。但

其以文件为基础的信息交换方式 ,比起比特流的交

换还是差了一截。事实上 ,在现在的所谓的“5A 智

能大厦”中 ,网络布线已经使信息交换比特化了 ,实

现了所谓的“无纸化办公”。“E2business”,即电子商

务。是将商务活动信息化的意思 ,具有高效率、低成

本的优点。其它象虚拟图书馆、虚拟电影院 (又称视

频点播系统 VOD) 。

城市化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加剧 ,根源上是由于

城市中大量的物质、信息流的特点。基于信息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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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将摆脱形式的束缚 ,可能呈现相反的低层化、分散

化趋势。W.J . Mitchell 就曾大胆地预言 :“工业革命

产生了摩天大楼 ,而信息革命则将淘汰摩天大楼。”

许多美国的大公司将其总部建在中小城市 ,有的搬

到远郊区。这种举动的前提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一

方面人们只需要通过网络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络 ,而

不必知道其“物质性”的总部在何处。另一方面的考

虑是基于郊区的生态环境一般优于城市。

最新技术向建筑业的渗透与应用 ,一方面方便

了人自己 ,另一方面也为城市交通减少了压力 ,减少

了交通环节中的能耗和污染 ,减少了城市的人流与

物流 ,其适应了现代建筑与城市的生态化、高技化、

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是

一致的。

2 　技术的“双刃剑”效应

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 ,使人类彻底

改变了自身在大自然面前的存在状态。人类找到了

资源如煤碳、矿物、植物等等转化为产品的“工

具”———大机器工业体系 ,它使人类感受到工业社会

发展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电的发明 ,一下子使人类

利用自然资源生产财富 ,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效率

提高。

一方面 ,人类充分享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恩惠 ;另

一方面 ,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 ,也带来新的问题 :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人类无时不在饱尝技术及

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痛苦。以资源消耗为

主要特征的“资源经济”(工业文明) ,在经历了 200

年“极限的增长之后 ,已是强弩之末 ,达到了它的‘增

长的极限’”。正是这种“资源经济”最终导致了原料

和能源危机以及环境生态危机的出现 ,造成了现有

结构没有能力应付危机的压力。值得指出的是大工

业、大量消耗的线性技术 (生产线技术) ,在某些生态

主义者的笔下 ,几乎成了生态危机、消费危机、心理

危机、社会危机、大众贫困等灾难的罪魁祸首。

3 　关于生态建筑的认识

311 　生态建筑

所谓生态建筑 ,简而言之就是将生态学原理运

用到建筑设计中而产生的建筑。它是新世纪最具有

前途、最具有魅力的建筑形式之一。

生态建筑就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运用

生态学、建筑学以及现代高新技术 ,合理地安排和组

织建筑与其他领域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与自然环

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利用天然条件与人工

手段制造良好的富有生机的环境 ,而又同时要控制

和减少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 ,力求实现

向自然索取与汇报之间的平衡。它寻求人、建筑 (环

境) 、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312 　尝试性的诠释

关于生态建筑的定义不下几十种 ,有人将生态

建筑等同于绿色建筑或节能建筑等等 ,笔者认为 :生

态建筑 ≠绿色建筑 ≠节能建筑 ,前者比后两者意义

更加广泛。因此比较合适的隶属关系应为 :绿色建

筑 ∈生态建筑 ,节能建筑 ∈生态建筑。在强调“可持

续发展”和“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 ,应用给予生态建

筑以下的诠释。

生态建筑 = (绿色 + 健康) 建筑。

　　以上等式 ,才能够真正反映出生态建筑对自然

和人的双重关怀 ,体现建筑、人、环境的协调与和谐

的发展 ,体现出人对环境的友善。

对生态建筑的认识还必须消除两个误区 :其一、

传统建筑是生态建筑 ,其二 ,现代建筑不是生态建

筑。

另外 ,“生态”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与时间、地点、

条件密切相关。

313 　绿色建筑与生态建筑

所谓“绿色建筑”就是资源有效利用的建筑 ,亦

即“4R”建筑 ,即减少 (Reduce)建筑材料、各种资源和

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利用可再生 ( Reproducible) 能

源和材料 ;利用回收 (Recycle)材料和排水 ,设置废弃

物回收系统 ;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重新使用 (Renew)

旧材料。

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ASTM) 对“绿色建筑”所下

的定义 :所谓“绿色建筑”,包括各种类型的居住建

筑、工业建筑、商业建筑 ,在其设计、建造、改建和拆

毁的过程中 ,都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绿色建筑显示

了环境科学、经济学和工程技术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其内容包括 :节能、能量的有效使用、室内空气品质、

资源和材料的有效利用。绿色建筑的概念贯穿于建

筑设计、现场施工、建造、使用和拆毁的全过程。

绿色建筑强调的节能包括提高能效和能源的综

合利用两大部分 ;它强调的资源和材料的有效利用

包括自然能 (如太阳能)的利用、日光、地热的应用以

及无公害“绿色”材料的综合利用等。“绿色建筑 (住

宅)”带给住户的将是舒适、良好的空气品质、高工作

效率和低运转费用。

健康建筑指的是具有满足人们居住或生产等活

动要求的适宜的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和空气环境

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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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 ,整个自然界有一个神秘的链条联

系在一起 ,这就是生物链 ,如果链条中任一环节受到

破坏 ,整个链条的平衡状态就不复存在 ,问题也就随

之产生。譬如说 ,假如人们破坏了一片植被 ,就会发

生动物减少、气候恶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如

果一幢建筑物不考虑地形条件或气候条件 ,就可能

造成山体滑坡、气流不畅 ,难以安居。从微观方面

看 ,每一种生物都有特殊的适应自然界变化的本领 ,

拿人体自身来讲 ,冬天皮肤毛孔关闭 ,夏天皮肤毛孔

扩张 ,就是适应自然界气温变化的自然反应。建筑

就象一个生物 ,也需要适应自然界的规律。

生态建筑期望运用生态学原理 ,通过高精的科

学技术构建自然通风系统 ,追求贴近自然 ,建造出舒

适宜人的建筑物。

这种建筑将古代建筑技术和现代应用技术相结

合 ,采用综合设计的方式 ,把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

和未来居住者的种种考虑和要求结合起来 ,房屋建

筑考虑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需要 ,注重节省能源 ,

减少污染 ,降低造价和居住费用 ,注意居住者对自然

空间和人际交往的需求等。

“生态建筑”的诞生 ,标志着世界建筑业正面临

着自现代主义建筑产生以来的又一次新的革命。这

一革命以有益生态、有益健康、节省能源、方便生活

为宗旨 ,对建筑业的设计、材料、结构等方面提出了

新的思路。

314 　生态建筑技术

可以认为该技术是在传统建筑技术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 ,它以生物学方法为平台 ,综合

运用建筑物理、材料科学、建筑设计、气候学等学科

知识 ,同时积极吸收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上 ,所形成

的一门建筑系统工程技术。它能使建筑物具备环境

保护、低能耗、高效率 ,给人们提供一种舒适、健康、

贴近自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与传统建筑技术所不同的是生态建筑技术更加

强调高效、低耗 ;高技术、低污染 ;高附加值、低运行

费 ;以人为本 ,贴近自然 ,环境友善 ,舒适健康。它为

人们创造一种协调、平衡的人工生态系统 ,提供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

4 　生态理论

尽管可持续发展完善的理论基础起源于生物学

的生态学 ,今天已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超出了原来

的研究范畴 ,成为人们认识社会、顺应自然、寻求发

展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基础 ,同时 ,生态学还以其博大

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 ,成为可持续发展不断

完善的理论基础。

411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学说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人类

社会不同于生物群落 ,它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

然环境为依托、以物质流动为命脉、以社会体制为经

络的人工生态系统 ,即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 (SENCE) 。人与资源、环境矛盾产生的实质 ,就

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分之间关系的失调。

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 ,有赖于资源持续供给的

能力 ;有赖于其生产、生活的生态功能的协调 ;有赖

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能力和社会经济系统的

自组织、自调节能力 ;有赖于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

部门之间的协调行为以及民众的监督与参与意识。

任何一个方面功能的削弱或增强 ,都会影响其他成

分 ,并最终影响到持续发展的进程。

因此 ,进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框架设计、理

论研究、实施运行 ,必须遵循生态系统原理 ,从系统

观点出发 ,把自然、经济、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

析。

412 　协调、有序、平衡与适应理论

“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调节好生命系统及其

支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使有限的环境在现在和

未来都能支撑起生命系统的良好运行。生态学中关

于生态系统协调、有序、平衡与适应的原理同样适用

于人类社会。

在人类发展的同时 ,必须遵循协调性原则 ,通过

合理规划 ,实现人类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必须遵循适

应性原则 ,在寻求发展的同时 ,注意环境与资源的保

护 ,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同进化。

413 　物质循环与再生利用理论

物质的循环与再生利用是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思

想 ,同时也是生态控制论的基本理论和生态工程设

计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世间一切产品最终都

要变成废物 ,世间任一“废物”必然是对生物圈中某

一组分有用的“产品”。

“废物”的过多或过少会引起一系列生态问题。

为了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必须遵循物质循环利用

原则 ,通过不同发展方式的互补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

用与永久利用 ,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

414 　生态位理论

在生态因子变化范围内 ,能够被生态元实际和

潜在占据、利用或适应的部分 ,称为生态元的生态

位 ,其余部分 (即不能够被生态元实际和潜在占据、

利用或适应的部分)称为生态元的非生态位。

生态位理论已在很多方面得到应用 ,对于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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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战略设计、理论发展与具体实践也有指导意

义。例如 ,人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组分和调控者 ,在

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调控能

力 ,有效地规划并协调经济、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关

系 ,使发展达到稳定、持续。

5 　可持续发展理论到可持续发展战略

20 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 ,但也是

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

期。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增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

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 :一是社会生

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 ,经济增长

了近百倍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从而推进了

人类文明进程 ;二是人口爆炸增长 ;三是由于自然资

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 ,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 ,导致全

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人类在其出现还不到生物史千分之一的这段时

间里 ,运用其智慧技能对大自然进行无节制地开发、

利用 ,使大自然扭曲变形。这种在地球历史时间坐

标的爆作性变更 ,使人类开始反躬自问 ,提出了有关

整个人类前途的问题 ,包括人类赖以为生的生物圈、

大气圈、水圈和陆圈的资源是否会无节制地向不利

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变迁的问题 ,人类群体在数量上

是否能够自我克制到足以与大自然相平衡的问题。

地球生物圈的失衡大致表现为七个方面 :酸雨

蔓延 ,“酸度”超常 ,温室气体增加和全球变暖 ;同温

层臭氧损耗加剧和紫外线辐射增强 ;森林资源锐减 ;

大面积土地退化和沙漠化 ;水资源匮乏和清新空气

成为奢侈品 ;固体废物与日俱增。

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 ,学者们开始重新审

视发展历程。发展学从发展经济开始 ,实为“增长经

济学”。在增长经济学盛极一时的 20 世纪 50 年代

末期 ,发展成了经济学“第一优先的经济议题”,单纯

片面的“经济增长”就是发展 ,衡量发展的标准就是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及其增长率。这种传统认

识导致了人类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粗放式利用 ,

加快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程度。

GNP 的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反而导

致分配不均 ,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在人

类社会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基础之上 ,人们开始批判

不适合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持续发展的错误思

路。于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 ,首先是经济学家、环

境学家、社会学家开始审视和反思工业经济中普遍

奉行的“不可持续”发展战略 ,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形成之

后 ,立即得到迅速传播 ,从生态环境研究扩展到整个

经济研究领域 ,并成为左右发展决策的强有力的理

论体系。1983 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经过三年多调查研究 ,于 1987 年召开的第

42 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

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的报告。提出 :

“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

代人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就是要改

变传统的资源型发展模式 ,走上良性的生态发展模

式。

该报告 ,同时提出和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

得到了大会确认 ,从而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再

次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得到了 183 个国家代表团

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 70 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

响应。

1992 年世界环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

针制定并通过了《21 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

要文件。

《21 世纪议程》是世界各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

发展而制定的一个共同行动准则 ,反映了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广泛开展

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正式确立

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详细而深

刻地阐明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丰富了“可持续发

展”战略 ,提供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方

案 ,为人类改善环境、完善发展展示了广阔前景。标

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升华到“可持续发展”战略。

6 　生态系统工程方法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 ,从系统论、控

制论、信息论、耗散论、协同论及模糊论到系统工程

和景观工程等 ,都极大地促进和激活了建筑、规划和

园林设计思维的超常发展 ,人们越来越重视整体思

维 ,注重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 ,力图创造天人合一的

人居环境。顺应自然 ,保护环境 ,使人类与环境持续

共生 ,已成为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最高目标。生态建

筑正是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提出的。因此 ,研究生

态建筑技术将必须应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方能

将建筑 (城市) 、人、环境纳入整体思维的脉络中。

611 　技术演进

技术演进过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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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演进过程
技术层面 低技术 中技术 高技术
建筑层面 遮蔽物 (Shelter) 建筑物 (Building) 建筑 (Architecture)

功　　能 无安全性 ,依赖地域特点 具有安全性的建筑物 ,结合地方
气候特点 ,引用了一些新技术

注重艺术性、技术性、安全性 ;具有生态化、智慧
化的高技术生态建筑

典型实例 半坡村遗址 (远) 生土 (窑
洞)建筑 (近)

四合院 生态高技术建筑如 :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大厦、蒙
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美国馆、仙台运动馆等

技术指标 无 传统技术与新技术共存 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

612 　技术分层

低技术。较强的地方性和传统性 ,多“因地制宜”

地应用于小规模一般性建筑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中技术。中低等成本 ,但并不见得有中低等效

益 ,如果管理恰当 ,可取得较好的效益。有较好的适

应性是中等技术的最大优势。中等技术反映一个地

区的整体技术水平。

高技术。高成本 ,高效益 ,技术导向性强 ,要求

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613 　技术与现实

在实践中 ,这些技术满足了不同方面的需求 ,因

而都会在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对某种技术的接

受与否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改变传统生活方

式也可能对节能与技术进步有所贡献。

614 　适合地域特性

(1)多年前 ,挪威人普遍认为 ,冬季办公室温度

以 25 ℃～26 ℃为宜 ,而从节能和环保角度考虑 ,现

在人们根据不同情况 ,将 20 ℃～24 ℃定为舒适度标

准 ,这一变化可为挪威节省大量的能源消耗 ,因为冬

季每提高 1 ℃就多消耗约 6 %的能源。为此人们也

将以往标准的衬衣领带式办公室着装改为便装毛

衣 ,这样就适当降低了室内采暖温度 ,节省了能源。

这可以说是以改变生活方式这种“低技术”取得节能

效果的例子。

(2)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在充分利用能源和

在热带条件下创造可持续发展的高层建筑方面卓有

成效 ,他被认为是生物气候建筑实践的典范 ,按照他

所倡导的“生物气候原则”,在建筑物的周围栽种花

草树木 ,并能最好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的角度而建

起的摩天大楼能比一般建筑节省 80 %的能源 ,如果

全球都采纳这项建筑原则 ,那就能节省价值 2000 亿

美元的能源。

(3)最著名的生态建筑之一 ———荷兰阿姆斯特

丹 ING银行。该银行现在消耗的能源只有它的前

身所耗能源的 10 %。

(4)陕北窑洞建筑即应用地域特点的生态建筑。

615 　“高技”与“低技”的实践

针对具体的技术手段 ,出现技术的可能性和经

济发展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两方面因素就出

现了“高技”与“低技”之分。作为发达国家 ,经过长

期工业发展的积累 ,社会物质程度与技术水平已相

当高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遗余力地发展科学技术

(据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预算在今后的五年内

有可能增加一倍 ,并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对于接着

出现的问题 ,欧美各国的建筑师都在乐观地通过技

术手段加以解决。当然这并不说明对于建筑其它方

面包括艺术与文化不重视 ,但总的潮流与趋势是明

显的。对于亚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 ,经济落后 ,

现实物质基础条件差 ,因而出现了用“低技术”的办

法解决建筑问题 ,即立足本土 ,走乡土化的道路。当

然他们的前提还是要发展、要进步。我国的情况尤

为复杂 ,东西发展的不平衡与差距似乎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 ,高技也好 ,低技也好 ,都有了用武之

地。在上海、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 ,由于海外先进技

术和观念地大量引人 ,高新技术的生态建筑出现很

多 ,使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新疆、陕北等相对落

后的地区 ,运用土技术和低廉材料的设计方法也被

大量推广应用 ,其结果使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都能

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

7 　走向广义型建筑技术

建筑的技术已从 20 世纪的 60～70 年代的单纯

型向现在的广义型发展 ,结合自然 ,生态 ,绿化 ,节能

的技术才是现在的技术 ,它的范围扩大了 ,程度也变

得更加复杂了。过去技术是很表面的 ,也许人们一

眼就能辨认出它是技术型的建筑 ,原因是它运用了

很多的钢和玻璃。而今天 ,真正的高技术建筑也许

在外观上没有显著的变化 ,甚至有些还其貌不扬 ,但

它的内部却非常复杂 ,充满了高技术成分。采用新

技术的大跨度建筑更加轻巧灵活 ,适应不同功能的

需求与变化。人们可以不断地变换其内部功能和外

观形式而增加使用时间 ,这同样也是节约资源。当

然 ,新技术也能使建筑产生从未有过的新颖空间和

造型。一项合理设计 ,精心施工的技术本身就是一

种美。它对于扩大人们的审美范畴 ,坚定技术发展

道路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新的技术革新带来新的

材料革新 ,而新的材料革新又会带来新的技术革新 ,

相辅相成。从历史上看 ,建筑的发展总是滞后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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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技术的发展 (最近几年 ,欧美出现建筑的发展同

步于材料与技术的发展 ,甚至还有超前发展的情

况) 。所以 ,材料与技术的革新是建筑革新的前提 ,

新的材料将为建筑的发展打开局面。

面向未来 ,必须重视材料和能源的数量和生命

周期 ,使建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技术与材料的影

响在生态建筑中越发显示出重要作用。无论是生态

建筑还是节能建筑 ,技术手段是重要的支柱 ,是实现

我们理想目标的关键。

711 　技术的转向 :从“生态建筑”单体到“城镇生态

系统”

城镇人类活动对局地、区域和全球环境的胁迫

效应 ,自然生态的响应机制 ,城镇时、空、构、序耦合

规律、动力学机制和调控论方法是当前国际社会和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过去对城市生态或建筑生态的研究往往就城市

论城市、就建筑论建筑 ,研究方法也局限于分析方

法 ,即将城市或建筑分成若干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

研究 ,这种研究多少带有“牛顿机械自然观”的缺陷。

因为城镇本来就是一类以人为中心的社会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是一个非线性系统 ,城镇生

态系统的功能并不能等于建筑单体各部分或城镇各

个子系统功能的简单叠加。因此生态建筑未来的走

向很显然应该是注重“城镇生态系统”技术的研究。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提出“城镇生态一体化”、

“全球生态一体化”的新概念 ,无疑不会只停留在概

念层面上 ,而应变为一个具体的行动。环境问题、生

态问题不再是一个区域、一个地方的问题 ,它已变成

一个跨国界、跨学科的全球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

文化、伦理、社会、自然、科学、技术等众多子系统构

成的复杂巨系统。

因此 ,研究城镇生态系统的调控机理与对策 ,调

控的指导思想与调控原则。必须站在系统工程科学

的高度 ,用自然科学理性与量化的观点 ,重新审视城

镇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调控机理 ,探索符合我国国

情的城镇生态系统模型与调控机制。并应用数学与

计算机技术建立城镇生态系统模型 ,近而对典型城

镇生态系统的应用与分析 ,提出城镇生态系统的规

划、调控的新理论、新方法 ,预测城镇生态的发展方

向 ;近而为城镇生态规划、生态建筑设计及政府决策

提供借鉴与参考。

712 　技术的转向之二 :应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形成跨

学科边缘交叉的新技术

生态建筑技术未来将更加注重应用自然科学的

成果进行跨学科、边缘交叉的新技术研究。近内来 ,

国际上生态复杂性研究出现了一个新动向 ,其特点

是利用复杂学 (complexity)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生态

学和进化问题 ,研究内容涉及到生态系统内不同层

次上的结构和功能。由于复杂学本身也是一门新兴

的边缘交叉学科 ,国内生态学界对它较为陌生 ,探讨

城市生态系统包括生态建筑复杂性的研究尚不多

见。另外 ,从混沌、耗散结构理论、熵、系统工程等角

度进行城镇生态系统的研究也会衍生出许多新的生

态建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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