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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代建筑空间

各个流派空间的异同点

张雅琳 唐洪流 张鹭超(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

[提 要] 本文意在探析 19 世纪以来的各时期不同流派的空间特点及创作手法,从而深度地认识当代建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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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 his a rticle, the different sty les and characterist ics of space fo rms and techniques of different g enres since the 19th cen-

tur y is studied, and hope to get t o know mo re deeply about the architectur al spaces o f cur 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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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设计已经成为现代建筑设计的重要课题, 无论是从

属哪个流派都无法忽视对这一课题的运用。虽然各流派在理

论和建筑外观形式上有很多不同,但是就 空间 这一点 ,我们

就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彼此相关,而且互为发展。各个时期

不同流派对空间理论的丰富使当代有关建筑空间设计的课题

发展达到一定高峰。

建筑领域关于 空间 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开始于 18世纪,

起先德国的一些美学家经常在评论现代建筑时提到 空间 ,

因为德语 空间 和 房间 词是一样的。接着德国艺术史家海

因里希.沃尔费林将它作为一种艺术评论方法传授给了他的

学生,通过他说英语的学生 , 空间 的概念得已传遍西方, 在

建筑大师 F. L. 赖特运用下成为一种建筑设计理论和建筑构

图原则的一部分。从此, 空间 的概念开始在现代建筑领域

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

本文主要从当代几个主要流派, 分析其各自空间特点及

相应的创作手法:

1 现代主义

1. 1 多米诺体系

现代主义建筑考虑空间的功能作用,并且在勒.柯布西耶

的多米诺体系和沙利文的 芝加哥框架 (图 1)的基础上发展

出新型结构。

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体系可以看作柱,梁板的组合,它的出

现改变了对建筑空间结构的印象, 使建筑本体脱离厚重的墙

体,出现了各种变化形式的可能性。体系中有规律的柱网和

层叠的水平楼板造成均质状态和规律性, 成为柯布西耶以及

现代主义建筑师空间构成的主要课题。当代建筑空间在很大

程度上受这一体系的影响, 或多或少都是在这一体系上的衍

生和变异。而沙利文的 芝加哥框架 结合其 功能追随形式

的理念为高层建筑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设计方法, 建筑开始向

更高的方向发展,同时带动城市空间朝垂直方向延伸。

1. 2 流通空间 与 通用空间

柯布西耶是从结构层面上改变人们对建筑的空间观, 实

现楼板,墙体及柱的真正分离。密斯则主要是从空间形态上

图 1 多米诺住宅体系 1914 勒.柯布西耶

改变人们的空间观, 例如从空间的开放性上改变旧式空间形

态,在巴塞罗那展览馆(图 2)中, 他提出 流通空间 和 通用

空间 两种概念,彻底的改变了传统建筑给人造成的单一的,

静态的空间印象, 而向全面,流动方向的发展。常用的手法是

采用玻璃和外延的墙体使室内, 外空间能相互渗透。内部空

间用矮墙或是灵活隔断进行分隔,维持空间原本的整体性而

达到不同功能区域的融合。空间不再是仅仅限定在三面围合

的领域里, 而是向外延伸,有了流动性。空间的流动性成了后

来现代建筑空间设计的重要理论之一。但是密斯以玻璃为外

皮, 钢为骨架的建造方式, 到后期陷于极端表现技术之美, 而

忽视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产生冰冷, 缺乏人情味的空间感,

遭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唾弃。

并非只有密斯及国际式建筑带来冰冷空间, 现代主义建

筑师普遍重视功能和忽视历史文脉的做法, 是现代主义建筑

自产生以来就伴随着的。

1. 3 欧几里德几何空间

这个时期创作手法是采用正交直角的笛卡尔坐标网格来

进行设计, 因此所产生的欧几里德式的建筑空间可大量见于

现代建筑构想和城市规划等现象中. 密斯的模数空间, 流动空

间,赖特的建筑内外空间相结合以及勒 柯布西耶的多米诺

体系都可以看作是欧几里德几何空间的机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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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巴塞罗那展览馆 密斯

2 后现代主义

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主义从人这一本体出发,唾弃现

代主义建筑师追求功能至上,抛弃传统, 历史文化的做法, 强

调回归人文传统。

这个时期的建筑空间在形式上承继现代主义建筑的特

点,在其基础上, 试图从历史文脉角度赋予空间内涵, 给予空

间某种形式,唤起人们对过往空间印象, 从而达到回归传统的

目的。在现代主义时期, 建筑原先仅仅关心空间,形态体积,

墙面处理,顶棚, 布局等等,而在后现代主义中, 开始高度关注

与人的感觉相关的内容, 例如重视在空间中使用的材料, 光

线,颜色能产生的心理感受, 和它们能产生的象征意义, 从而

产生的感觉意义等。

当然有关空间的概念研究和发展对这一时期的空间观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挪威建筑学家诺伯格 舒尔茨出版

了 存在 空间 建筑 , 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有关空

间的理论著作。 其目的就是要探求建筑的本质, 认识建筑的

意义,不仅要重视建筑的物质属性, 而且要重视建筑文化与精

神作用。影响广泛的 场所 的概念出现了。

图 3 斯图加特新国家艺术博物馆 1977- 1984 斯特林

同时心理学, 类型学, 符号学和现象学等学科的发展为

这个时期的空间创造提供了方法, 有关空间的创作手法不再

局限于形态上 ,功能上,而更为广泛地发展为注重人的过去,

关注历史,重视不同文化的特点。典型的作品就是文丘里在

设计美国前总统班杰明- 富兰克林的旧宅博物馆时使用的方

法,用抽象形式表现旧宅, 但是却能唤起对过往空间的记忆,

从而达到历史空间和现时空间的融合。而使用隐喻手法和象

征手法不仅仅是表现在建筑的外观形式上, 同时也表现空间

形式上。如斯特林的斯图加特新国家艺术博物馆 ( 1977 -

1984)的中庭(图 3) , 采用的只是抽象地模仿古罗马时期穹顶

的造型, 却能使人置身其中感受到古罗马时期的空间感受。

后现代主义有关建筑空间的理论研究不仅在影响着后现代主

义本身, 同时也在影响着同时期的现代主义建筑。

3 晚期现代主义

进入晚期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空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

依赖结构技术的发展, 新的功能要求迫切要求产生新的空间

形式。这个时期的理论和创作手法有极端化倾向, 喜欢采用

雕塑形式和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建筑, 尤其是第二代机器美学

即高技派。

3. 1 非理性网格:

现代主义时期的理性网格发展至此开始朝非理性方向发

展,网格成为一种装饰,走向形式主义。网格原本是用来形成

秩序的方法, 而晚期现代主义却把它用来打乱和模糊这种秩

序, 网格被旋转,切片, 变形, 肢解, 直至失去原本的作用而沦

为一种符号。

3. 2 各向同性空间

这种空间是由流通空间和通用空间演变来的,并且正在

不断地扩张它的应用范围。由于结构跨度越来越大, 而结构

柱又可排除在空间之外, 于是一个完全单一,多向的纯空间得

到发展, 这种空间各向同性,完全自由。在 60 年代中期,超级

工作室和阿基格拉姆将这种空间形式颂扬为民主, 形成了晚

期现代主义在空间处理上的特征。网格化的, 无限的,各向同

性的, 支柱设在外围的, 设备置于底部和顶部的通用空间, 在

这个空间之中进行着各种多变的活动。典型实例就是福斯特

设计的塞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是一个典型的极端各向同

性空间。

3. 3 虚空间 与 灰空间

晚期现代主义为追求空间性质的不定性和模糊性, 创造

一种有时是真实, 有时是虚假的模糊的空间感受, 常常采用虚

空间的手法, 把内部空间外部化和外部空间内部化, 从而形成

一种界于室内和室外的中间领域,这是虚空间手法的常规手

法。

虚空间 与黑川纪章的 灰空间 概念相似, 但有着不同。

对于 灰空间 的定义, 黑川纪章讲到: 灰色是由黑和白混合

而成的, 混合的结果既非黑亦非白,而变成一种新的特别的中

间色 。如果把空间比作色彩, 那么作为室内外结合区域的

缘侧 , 就可以说是一种灰空间。它是一个场所,结合了人们

的一切愉悦活动, 也是人们生活区域的延伸空间。而对于中

庭形势他解释道: 灰空间, 不能是一个四周完全封闭的中庭,

它必须是开敞的, 再次自然可被隐退,建筑与自然相互渗透 。

在创作实践中, 黑川纪章善于将自然转化为内部, 而又将室内

延伸于外部。这样一来内部与外部, 自然与建筑相互捕捉、相

互渗透, 维持了非常良好的平衡关系。

无论是 虚空间 或是 灰空间 都试图使内外空间得到交

流, 将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定义模糊化,使之产生新的空间

感。

4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 后现代主义被滥用而

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设计探索形式产生的。和晚期现代主

义同属同一时期, 但表现出和晚期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特点。

其目的是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 反对正确与否的二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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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标准。

4. 1 反理性

解构主义普遍呈现出反理性的特点, 这种反理性可以表

现为反中心,反次序, 反规则和反总体性等等。采用解构的方

式,把完整的现代主义建筑整体打碎后重新组合,从而形成破

碎的空间和形态。用伯纳德 屈米的说法更能概括解构建筑

师们的创作手法,即 形式追随幻想 。

图 4 Vi tra 消防站 Zaha H adid

反理性的空间表现出混乱,不完整, 破碎的形象。

对于解构主义来说,其反理性主要表现在整体建筑和空

间形态上,就实质内在的结构因素和总体考虑还是具有高度

理性化的特点。

4. 2 形态学几何

形态学的数学几何的发展,对晚期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

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数学几何有别与现代主义常用的传统

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说, 其包括射影几何, 椭圆几何, 双曲几

何,拓扑集合和晶体几何。这些几何学的发展促使空间形式

朝多样性方向发展。

5 当代多元化并存

当代建筑流派呈现多元化倾向, 新现代主义, 新古典主

义,新理性主义, 新地方主义,新现代主义交叉出现。上述几

个时期流派的空间特点也在这个时期融入各个流派的空间设

计中,讲究实用, 追求人性化,历史文脉等等, 同时要求摆脱大

众形象而追求个性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这个时期的空间

发展出现了新的类型,既虚拟建筑的形成, 影像概念的产生衍

生出对 远程在场建筑 与 直接在场建筑 的思索。空间概念

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层面。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影像建筑也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影

响着现代建筑空间设计, 以它特有的形式及想象力反映着当

代建筑思潮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实际的建筑设计。尤其是科

幻电影的发展, 促成了新的, 充满幻想的建筑及空间形式, 反

重力,托柱城市, 巨构建筑,分层垂直交叉的城市交通系统,这

些在现实场景中不存在的,原先仅停留于纸面的理论,在科幻

定影中转化为现实。

同时影像成影逻辑作为构成建筑空间的一个要素及创作

手法被运用到建筑设计领域。法国著名建筑师让 努维尔就

是善于利用影像逻辑来创作的建筑师, 其代表作品, 1986 年

建成的 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 , 就是利用玻璃及影像结合来

创作空间透明性。

图 5 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 1981~ 1987 让.努维尔

建筑师丹尼尔 利伯斯肯特在德国柏林犹太人纪念馆的

路径设计中, 也运用了类似电影镜头叙述的功能, 设定假想路

径, 运用特殊的空间符号, 呼唤观者的记忆, 从而产生特殊的

空间感。在这些案例中,空间创作手法同虚拟成像技术联系紧

密,寄希望于虚拟影像来完善实际空间创作无法完成的部分。

结语

空间设计已经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课题,综合概括

各个流派对空间设计的理解及相关的理论, 我们能更清楚地

理解当代建筑空间, 运用更好的手法来创造宜人空间。

表 1 各个流派空间特点和创作手法对比表

流 派 特 点 创作手法 交叉点

现代主义
理性, 忽视历史文脉,
注重功能实用性,空间

流动性理论提出

形式追随功能, 欧几里

德几何学, 理性网格

后现代主义

注重历史文脉性,关注

人的感受体验,以人为

本体, 关注建筑和环
境,场所概念的强化,

反形式追随功能, 提倡

形式需刻意创造, 类型

学,符号学方法,

晚期现代主义

非理性网格的发展,各
向同性空间,追求空间

的不定性和模糊性,虚

空间和灰空间理论的

形成

非理性网格

解构主义
反理性, 反传统, 恒变
无定性, 无次序, 破碎

凌乱。

形式追随幻想形态学

几何(射影几何, 椭圆

几何, 双曲几何, 拓扑

集合和晶体几何等)

当代建筑流派

(新现代主义,

新古典主义,新

理性主义,新地
方主义)

实用主义,个性化表现

强烈, 多元化倾向, 运

用虚拟成像技术

综合前几个时期的手

法,提升运用。向其它

创作领域借鉴手法。

以勒. 柯布西

耶的多米诺

体系发展起

来的柱, 梁板
的结构形式,

网格形式的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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