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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设计是综合的思维过程，一相对于物

质形态的建筑而言，它是产品生产过程；二相对于作

为文化、美学等载体的创作来说，它又是创意思维过程。

其中，技术理念的变革所形成的创意破坏性技术在制

度和精神层面上对建筑设计的演进和变革发挥着重要

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创意破坏性技术；建筑设计

Abstract: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a 

integrative thinking process. On one side,it is a 

production,campared to the physical building. 

On the other side,it is a kind of creative 

thinking process,compared to the creation 

which in the for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presentation. Destructive creation 

tenchnology which based on changed 

technology idea guids the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of architectue design in system level 

as well as in spite.

 

Keywords:destructive creation ten-

chnology；architecture design

中图分类号：TU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12-0090-03

1    前言
每一种生物、每一种物种中的每一个体，

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

响并改变着生物圈。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2    创意经济中的建筑创意破坏
性技术

创意经济的先驱是著名德国经济史及经济

思想家熊彼得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他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

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

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他率先创用的

“创意性破坏”、“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

等关键词，已成了全球主流经济论述中的重要

核心概念，被麦肯锡顾问公司的两位经济学家

写成著作《创意性破坏──市场攻击者与长青

企业的竞争》，对观察当代建筑企业流变具有

十分重要的帮助。

熊彼得创始的创造性破坏或创意破坏性技

术是指那些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技术所

带来的好处，而破坏了既有技术的根基的技术。

例如，幕墙体系与光滑技术（Sleek tech）的

产生就是一个创意破坏性的技术，它破坏了原

有的技术，使得表皮的连续性连接成为可能。

现在许多大建筑公司常常是基于理性的经营方

式来决定自己的设计产品政策，但实践表明，

创意破坏性技术能够为建筑业公司赢得市场，

而对创意破坏性技术的搁置往往造成既有建筑

设计市场的丧失。

建筑技术进入以创造为本质的创意破坏性

技术阶段。未来的建筑设计将在三个层面上得

到极大的丰富，而具有创意破坏性技术的建筑

设计将更加广泛地赢得建筑市场：

①丰富的建筑科学与新的建筑技术将为未

来建筑设计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未来

的建筑是建立在具有创意性破坏技术上。高分

子材料、信息技术、仿生结构技、心理学、环

境物理学、生态学和仿生学等将为未来的建筑

提供新的技术理论基础和新的设计观念。

②建筑设计的创意破坏性技术改变了人们

的时空观，改变了生活方式，从而催生建筑的新

功能、新类型和新服务，更加注重建筑的综合效

益。这是新的建筑形式产生的基础。建筑的综合

效益成为建筑更趋合理的表现。创意破坏性技术

结合生态意识创造出我们创意时代的建筑。

③创意破坏性技术的发展将要求建筑有

新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创意时代，

人们的生活愈来愈为人类的创造性所支撑，在

强调技术先进性、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同时，也

要求寻回失落了的丰富的人类生活。技术的创

意性破坏成为满足人类情感需求产业的有力支

撑，促使建筑设计真正成为创意产业之一。

3    建筑设计的创意破坏性技术
在建筑设计创意中的发展

从人类原始时期的技术创造活动对自然环

境的被动的“本能性适应活动模式”进化到以

技术为基础的主动的“实践活动模式”，直到

今天以创意破坏性技术为基础的“创意活动模

式”，其建筑设计创意路线从技术角度分别经

历了：①以技术为便利的阻力 小路线；②以

旧技术改进为方法的创造路线；③以技术为发

展方向的路线；④以新技术开发应用为主题的

创意破坏性路线。

在建筑设计的创意破坏性路线阶段，技

术所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

期。世界各国的建筑业相继开展了对于建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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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开发以及应用研究。技术创新理论认为，

技术创新是由技术成果引发的一种线性过程，

这一过程起始于研究开发。建筑业的技术创新

大致包含了对新知识的获取、对新构思、新原

理的开发等方面内容。从感性经验或科学原理

派生出来的实验室技术成果处于科学理论向实

用技术形态转化的中间环节，是技术科学与应

用研究的结果，单元性、原理性、分析性是它

的基本特征。目前，建筑实用技术形态处于建

筑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顶端，在现代技术科学

化进程中，科学活动已从基础研究领域扩展到

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领域，形成了建筑基础科

学、建筑技术科学和建筑工程科学的梯级结构，

而且也依赖于技术研究与技术实验成果的支持、

转化和综合。而现代科学技术化的趋势体现为

实验室技术成果的作用日益重要。专门的实验

室和研究所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建筑技术的创新，

欧美、日本一些大型建筑企业自身拥有实力雄

厚的建筑技术实验室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

独立性质的建筑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或者直接参

与工程实践，或者与建筑设计事务所密切合作，

如在弗雷·奥托领导下的斯图加特大学轻质结

构设计研究所、斯图加特太阳能研究中心和德

国的一些环境与生态技术实验室等，成为源源

不断地输出建筑行业高新技术的“制造工厂”。

与以往相比，现代建筑技术发展呈加速态

势，表现为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发明，再到实际

应用的转化速度不断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

更新周期日趋缩短。表现为新技术对旧技术的

更替和破坏，以建筑物的智能化、生态化、多

功能为内容的建筑设计创意层出不穷。创意破

坏性技术的应用促成了建筑设计创意的多样与

繁荣，带动了建筑设计领域的创新。建筑的发

展离不开创意破坏性技术的每一步发展。新思

想又来源何处？

4    以创意破坏性建筑技术为动
力的建筑设计创意

创意破坏性建筑技术为建筑创意的可能

性提供了基础，为解决建筑设计创意的现实性

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建筑设计创意提供来

源，创意破坏性技术本身也是建筑形式的表现

手段。正如维得勒所述的第二种类型学：建筑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出现——把建筑归入机器

生产的世界，寻找它侧身其间的本质特性。基

本以理性科学和技术成果代表形式上的进步。

因而创意破坏性技术为建筑设计创意提供物质

基础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成为

建筑设计创意的基本动力。

具有创意破坏性技术的建筑设计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Creative Disruptiv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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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当代创意性破坏技术提供的多种建筑

设计创意途径

重大的建筑技术发明，往往属于对现有技术

体系的突破，形成技术质的飞跃，蕴含着整个社

会的巨大宏观效益，其中特别重大的会导致整个

社会科学技术的变革，具有创意破坏性。可分为

独创、改进、综合等基本类型。独创性技术发明

是指自己所进行的独特发明，不仅会推动新兴工

业的发展，而且还会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改进

是指对他人或自己已有的发明所作的局部改造，

使之更先进，都有自己的创意。

建筑综合型技术发明是建筑创意性破坏技

术的重要趋势之一。它把两项或多项现有技术

综合起来，创造和发明一项新技术。现代科学

技术互相渗透、互相综合的发展特点，为技术

综合、发明新型技术开辟了新的途径。综合型

技术的实质是发挥技术杂交优势，使经过综合

的技术或产品的技术性质和功能显著提高，使

用范围显著扩大，成本明显下降。随着时代进

步，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技术为建筑设计的创意

提供了无数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并突破了建筑设

计创意的常规思路。从建筑师的角度，应用于

建筑学中的创意性破坏技术属于三大类 :

第一类作用于建筑师的工作过程，是与设

计媒体相关的技术，作为一种数字化的信息中介

系统，是对以往以图纸为中介的信息传递方式的

颠覆，从而有效地突破了传统手段对于设计可能

性的强大制约，实现独特的个人设计创意。

第二类是与建筑材质相关的技术，包括结

构、构造等。从建筑发展的历史上可以很清晰

地看出，每当有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便会促

进新类型建筑的诞生。创意思维 终实现建筑

技术创新，这种创意破坏性技术又推动了新的

建筑设计创意的实现。

第三类是与建筑系统相关的技术，主要指

建筑内部的各种设备系统。

以上三种应用于建筑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所

形成的建筑创意性破坏技术为建筑设计创意带

来了诸多机会，它的每一步发展突破，都对建

筑设计过程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恰

恰有可能就是创意的开始。

4.2 以创意破坏性技术为动力支持的建筑

设计创意

4.2.1 以创意破坏性技术为动力支持的空

间设计创意——为建筑空间形态的多样化创意

提供了依托 :

将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的建筑空

间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探求建筑

空间的形式，二是研究建筑空间的意义。单纯

从形式研究空间，可以客观地将问题归纳为：1）

单一空间的问题；2）多个空间的关系。基于理

性主义对空间形态进行研究，即强调建筑与科

学的结合，其形态能用科学法则来推导才是合

理的，偏重于结构、构造的形式表达。功能是

空间的中心问题，但这种功能并不局限于建筑应

达到的现实功能的含义，有时甚至从理想的角度

探索空间形态对功能的解答，从营造的角度看，

正如 P·弗兰克、A·E·布林克曼、P·朱克等

人所研究的一样，空间也是建造建筑的“材料”。

布鲁诺·塞维对建筑下定义为“空间的艺

术”，历经古罗马的静态空间、基督教的空间

中为人而设计的方向性、拜占庭时期节奏急促

并向外扩展的空间、蛮族入侵时期空间与节奏

的间断处理、罗曼内斯克式的空间和格律、哥

特式向度的对比与空间的连续性、早期文艺复

兴空间的规律性和度量方法、十六世纪造型和

体积的主题、巴洛克式空间的动感和渗透感，

创意破坏性技术为空间形态的多样化创意提供

了依托。这其中包括了各向同性的空间——灵

活可变的空间——“服务性空间”和“被服务

空间”—— 可生长性的空间——服从功能的自

由布局等创意思路的延续和发展。技术的精益

促使其实现。创意被发展到极端，技术促成空

间创意形成现代建筑设计成就的重大部分。

建筑结构力学由一维平面结构理论发展为

二维三维的立体结构理论和空间结构理论，为

新的高效抗侧力体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电子

计算机的运用，提高了结构分析的速度和精度，

为高层大跨建筑在设计过程中进行多方案比较

和优选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轻质隔墙和轻

型维护墙等材料技术方面的进步和应用，为高

层建筑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前景。经历了空间开

敞的框架结构——经济合理的框架—剪力墙结

构——三维受力的筒体结构使得高层建筑造得

既高又经济、拥有更多的使用面积和更灵活的

建筑空间，各具特色的新型结构，如悬挂体系

结构、挑托体系结构、巨型框架结构等为丰富

高层建筑的造型创造了可能。大空间建筑的结

构形式主要包括壳体结构、悬索结构、张拉膜

结构、网架结构和充气薄膜结构五种类型。高

强悬索结构的演化；张拉膜结构的成熟；整体

网架结构的普及；充气薄膜结构的应用为建筑

设计创意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结构和材料

技术的发展减少了高层建筑在设计和建造过程

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使建筑师在设计中有了更

多发挥想象力的余地，进而创造出更高的综合

效应。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设计创意。建筑

结构材料技术、施工加工工艺、化学、纺织工

业以及电子计算机的精密计算也改变了建筑设

计的发展模式。

4.2.2 以创意破坏性技术为动力支持的结

构材料创意 :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筑师本身去发明创

造新的建筑技术、新的建筑材料具有一定困难。

尤其到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受客观

因素的影响，新的技术与材料因素有时不易引

起建筑师的关注，不过，一旦建筑师在新的材

料、技术上付诸精力去研究和思考而取得实效，

则会有很广阔的前景。

在近几年地震多发的全球，值得一提的

是日本现代建筑师板茂的折纸建筑，他从本源

上质疑大多数建筑师使用自己的才智服务于特

权的道德性，从而使自己转向面对大众的疾

苦。结合到本身的职业职责板茂由对住宅经济

性（适应大众性）和临时性（适应自然灾害）

的关注，创造性地把纸筒应用到建筑上。这种

创意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建筑新类型：

折纸建筑，这种建筑类型不仅在地震频繁的日

本已经收到了实效，在土耳其地震区，以及非

洲难民营的实践中也取得很高的评价。板茂先

生在汉诺威博览会上日本馆的设计，把折纸建

筑类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按照他的解释：

整栋建筑尽管空间造型是曲线的、跨度又比较

大，但其造价与同类型的其他场馆相比、或与

其它结构类型相比都是很低廉的，整栋建筑使

用的都是低技术，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对场

馆复杂的顶部曲线标高的控制采用了卫星监控

系统。低造价、可回收再利用、半透明防水纸

膜的新概念给展览馆这种半临时性类型的建筑

提供了一个新典范。而这些都是由对材料技术

的创新研究所获得的。

图 1~2- 日本现代建筑师板茂的折纸建筑设计——Romadic 博物馆 图 3- 日本现代建筑师板茂的折纸建筑设——

在法国南部加尔东河流上设计建造的桥梁，

由日本著名建筑师坂茂设计，秉承环保、轻

质建筑理念。这座桥梁的建筑原材料几乎全

部是可循环利用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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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创新”难度较

大，但改良型的“革新”在当代建筑创作活动

中却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安藤忠雄不仅对混凝土搅拌本身研究与改

良，同时还有对混凝土的成型与经常性的保养

工作的考究，如在混凝土表面喷涂硅树脂防尘、

考虑到模板对混凝土本身的影响等。这种用混

凝土本身表达建筑的方式洗练、优雅，重视现

场施工的工艺质量。加上由模板加强件形成的

表面规则孔洞，达到了“纤柔若丝”的艺术效果。

混凝土就其精确性而言，与数寄屋建筑中的木

头是类似的，它能加强内部空间的高贵感和稠

密感。作为一种结构方法是一种与日本建筑传

统完全相匹配的材料。从 20 世纪初，一些有

关比例、形式表达和混凝土使用“日本化”的

尝试就进行了。日本建筑师使混凝土技术的探

索和尝试超出了材料本身的改良， 终传达出

了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信息，即表现材料真实性

的数寄屋文化。安藤忠雄采用它第一次成功地

创造了可与数寄屋建筑相提并论的，富有情感

和丰富空间性的建筑，如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

改良型革新方法需要建筑师重视研究现有

材料技术，从中发现可改良成分。

5    创意破坏性技术的优势和劣
势——可选择路线

技术的创造破坏性具有特定条件下的相对

性，高技、适宜技术、低技的观念愈来愈得到

当代建筑师的广泛共识。在对待建筑形式与建

筑技术、建筑材料的问题上，如何得到一个切

实的设计创意，建筑师总要在这三条路线中找

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对一般设计项目来说，

采用适宜技术，或在建筑师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去改良技术对于产生的创意成果来说既是可行

的又是经济的，这种情况下在当地适宜技术甚

至低技相对革新的技术而言更具创意破坏性。

福斯特对于技术进步深信不疑：“建筑就是关

乎人类及其生活质量……我们无法逃避制造物

品，也就无法逃避技术，而这正是技术之所在，

也即文化之所在，……真正令我振奋的是建筑

的各组成部分，就像当厨师一样，做一顿盛宴

你并不需要昂贵的材料或什么了不起的机遇。

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工业国家相比，在

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方法上存在着冲突：现代

建筑在建筑师、建造工程师和建造工人上要求

有很细的分工。但在很多不发达国家，在形成

建筑物的概念和完成建筑施工的整个过程中只

有很少几个步骤。与引进国外技术相关联的问

题是强迫使社会理论与之相融合，尤其是在居

住建筑方面。在欧洲，作为低收入住宅的方式

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建造时或许就是不适当的。

低技术不等同于低文化，更不能等同于无技术。

这些元素经受过长时间的考验并且能同当地资

源和气候相协调。相反，在研究一个地域性建

造方案时，更要重视研究低技术中的有效成分。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视低技术建筑与适

宜技术建筑的研究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葡萄

牙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实力相对较低，

传统上是个很闭塞的国家，直到 60、70年代才

开始逐渐开放，正是这种大环境的闭塞，使得

阿尔瓦罗·西扎以及同时代的葡萄牙建筑师更

有条件关注于本土的问题，关注普遍技术下的

建筑表达。西扎利用适宜技术，创造出了很多

外表简单、平实，却包含着极其丰富空间的建筑，

通过建筑物间形体的组合，对基地的认真研究，

西扎完成的很多作品都是 普通的技术。

6    结语与问题：创意破坏性建
筑技术的三种特征及实现手段

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写道：

“……西方正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

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取代工业社会的机器大工

业技术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首要特征。” 新的

技术和思维方式使建筑的技术构思有了新的内

容和特征，主要表现在智能化、生态化、柔性

化三大方面。分别对应着建筑的生命性、拟自

然和灵活适应性。

在其实现手段方面可分为以下三种：

1）传统的建筑产品与服务的功能进行移植，

使这些已走向成熟期的设计产品与服务，重现

新生。

2）对新建筑技术产品、新服务项目的移植，

使得它们长久地保持销售增长的势头，避免过

早地走向成熟期。

3）立足于建筑产品的自身变革与完善，使

不同的功能组合以后，达到一种功能扩展的效

果，使老产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由创意破坏性技术支持的创意多样化其目

的是为了解决建筑的“过时性”问题。在谈到

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建筑的“过时问题”

（Problem of obsolescence）时，著名建筑

评论家 M·鲍莱（Martin Pawley）说：“我

们的商业和工业建筑在十年之内就已产生了巨

大的贬值，而 20 年后，其价值只有 初新建

筑的 35%。明显的过时以及它所带来的威胁直

接撞击着恒久、缺少变化的建筑学界。”建筑

师对于这个问题的敏感决非杞人忧天，在社会

发展的今天，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随着生活节

奏的进一步加快，建筑师将越来越困扰于建筑

的“过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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