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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高层建筑建设数量的猛增，其自身的弊

端也日渐突显。中部透空手法将中国画的留白思想拓

fle cts the re s pe ct for the natural e nviron me nt and
the conce pt of s us tainable de ve lopme nt.

展于建筑设计中，较好地缓解了高层建筑在生态、造
型、功能等方面的不足，充分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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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 urge in the numbe r of
high- ris e building cons truction，
the ir ow n s hortcomings having be e n highlighte d gradually. The de s ign of hollow s pace in high- ris e building ce nte r
de ve lops e mpty thinking from Chine s e painting,
w hich e as e s the s hortage of high- ris e building in
e cology, s hape , function and s o on, and fully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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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电信中心

“留白”
，最早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一个语词，
画面中的“留白”能让欣赏者有广阔的想象空
“留白”
与中国画之
“留白”
，以其迷人
间。建筑之
的魅力点睛着各自的艺术，但它们在意义上却有
着相通之处：即作品留有空白，给人以充分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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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余地，感受一种“此处无物胜有物”的意

对当代城市动态产生正面的影响。”由此可

境，用黑与白、实与虚、确定与未知的对比来
引导观众去领略创作者的激情和目的所在。
中部透空是建筑师巧妙运用留白思想

见，中部透空设计得以在高层建筑中发扬光
大，
得益于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与关注。此外，
在建筑造型、功能等方面，中部透空设计也

的一种设计手法，力图营造一个融入自然，

给予了新的注解，
着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图 4），两幢二十七层的高层建筑之间以三

透气，深远，意犹未尽的空间。伴随着高层建
筑建设数量的猛增，中部透空设计较好地缓
解了高层建筑在生态环境以及空间体量等
方面日渐突显的弊端，并得以广泛地运用。

2.1 采光、
通风——
—创造自然的生态环境
20 世纪 70 年代能源危机之后，能源和
环境问题举世瞩目，建筑物如何充分利用天
然光，最大限度引导自然通风等一系列生态

层过廊相联，形成巨大的“H”形竖向整体造
型，
含有“一切为了人类”
的隐喻。
2.3 透物借景——
—丰富空间景观层次

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建筑中最直
接获取采光和通风的方法就是开窗或挖洞，
中部透空设计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如日本

出任何一个图形的显现都需要背景，而背景
之所以是背景，指的是它与形的关系。在一

东京 NEC 大厦（图 2），该建筑是一幢 43 层
的超高办公楼，设计师为了与周边低矮的建
筑相协调，将大楼分为上下两部分，用巨型
的空间桁架支撑连接，两部分连接处布置大

景与背景在意识中可以交替。因此，那些在
主体上开洞口的高层建筑，既能以天空作为
背景来表现建筑自我，亦能以主体为背景、
以洞口边缘为图框表现天空，形成建筑物上

开口的透空空间，
下部建筑利用 14 层通高的
中庭围合。这个巨型的透空开敞空间既满足
了中庭的采光要求，
也合理地引导了风向。

的一幅天然图画。如深圳期货交易大楼（图
5），设计师通过立面、剖面的雕琢、推敲，汲
取中国园林艺术中造园的原理以及美学留

2.2“门”
“桥”
、
式——
—体现标志性特征
“门”式建筑是近十年来世界各国高层
建筑发展的一种新型式。它是指在建筑物中
部留出规则的大型空洞，利用顶部楼层（一
层或数层）把被空洞分隔开的两座相临的建
筑连接起来，这一超尺度的巨型透空灰空间

白的思想，沿用“瘦、漏、透”的处理手法，在
主立面上构筑一个 20 余层高的透空景槽，
蓝天白云成为建筑物立面的重要造型元素。

1

概念阐释

目前，对于“什么是中部透空”这一具体
概念仍未有明确的阐释，为了便于理解，文
中涉及的建筑中部透空设计主要是指为了
满足美观、生态和其他功能等方面的要求，
采取去除部分建筑物结构体或多幢建筑间
顶部楼层（一层或数层）连接的方式在建筑
（单体或多幢）中部楼层（一层或数层）的外
部结构上形成透空空间形态的一种设计手
法，以高层建筑居多。如美国海尔姆瑟和卡
萨波姆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日本东京电信中
心（图 1），两幢 24 层的塔楼与五层楼高的大
堂均于室外标高处相连接，顶部由桥式建筑
相联，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透空洞口，建筑
整体造型令人兴奋异常，
突显时代感。

2

应用途径

建筑师 W·佩得森在 《高层建筑设计策
略》论文中提到：
“高层建筑主宰了我们城市
的组构和性质。它的性质是孤立的，自律和
离散的，非常巨大，只有结合环境生态，才能

“桥”
（H）式建筑是
“门”
式建筑的特殊形
式，前者在建筑中部采用桥式的空中连廊连
接相临建筑，连廊与建筑低层之间也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透空空间。如巴西利亚国会大厦

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底”关系理论指

定情况，图形与背景可以逆转，也就是说，前

香港浅水湾花园大厦（图 6）是一座仿迈阿密
装饰风格的建筑，立面焦点是个穿透建筑体

与门相似，因此称为“门”式建筑。最具代表
性的“门”式建筑是法国巴黎德方斯大拱门
（图 3），由约 100m x 100m x 100m 的正方
体内切出约 60m x 60m x 60m 大洞构成，
如同一个两面开敞的大方匣子。大拱门作为

的正方形大洞，远眺可以看见后方翠绿的山
丘。这个透空空间既削减了建筑物的体量
感，
又将建筑融入于自然的优美画卷之中。
2.4 空中公共空间——
—营造舒适宜人的
场所
随着建筑高度建设的不断增加和土地

巴黎历史轴线上极具标志性的建筑物，既代
表着技术的壮举，
又具有永恒的时代性。

资源的逐渐变少，人们对空中公共空间的挖
掘和开发势在必行。中部透空所形成的空间
83

图 7 at l ant i s 公寓

不仅能够美化建筑的形体，而且还可以引入
绿化、活动设施等形成空中的交往活动场
所。空中公共空间与地面公共空间相比，功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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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办公楼

CCTV大楼

虑人观察视点、视距、视角和高层建筑使用

中部透空所形成的洞口的形状和尺寸

亲近度，从宏观的城市环境到微观的材料质

的不同，相应的结构设计也不同，因此应该

感的设计都要有良好的尺度感。作为高层建

做到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这一方面是许多建

能较为单纯，主要是人流的集散及休憩活

筑细部和空间创作手法之一的中部透空设

筑所忽视的问题，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尤其

动，服务的是局部楼层，从而规模、尺度都相
应地较小，以实用、亲切、自然为主要设计依

计也应该力求建立和谐的比例尺度关系，然

值得注意的是对有着巨大洞口的门式高层

据。Arquitectonica 事务所设计的高层公寓
“Atlantis ”
（图 7），由于建筑位于 Bis cayne
海湾，在建筑体的中央设计师构筑了一个
正方的透空洞口，这个设计并不仅仅着眼
于外在的新颖，更符合了当地气候的特
点。如果遇上强劲的海洋风暴，这个洞口
正好让狂风钻过，减缓了狂飙对建筑的冲
击。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这里又成为公寓
的住户们最惬意的社交场所，红色的旋转楼
梯，棕榈树，简洁的小阳台，仿佛预备着一部
浪漫戏剧的开场。

3

存在问题

中部透空手法将中国画的留白理念拓
展于建筑设计中，较好地缓解了高层建筑在
生态、造型、功能等方面的不足，但作为一种
新的设计手法，
仍缺乏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
设计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占相当的比重。
3.1 比例尺度的失调
比例和尺度设计是影响人对建筑空间
感受的关键要素之一，建筑体型处理时，应
该探求良好的比例和尺度关系，使建筑物呈
现出恰当的或是预期的视觉效果。尤其对于
高层建筑，自身体量巨大，尺度较难把握，设
计时不能只单单重视建筑本身立面造型的
创造，而应以人的尺度为参考因素，充分考
84

而这正是一些设计方案所欠缺之处，如宁夏

建筑的结构技术的处理。它们的风力特性与

政府办公楼的一个设计方案（图 8），建筑虽

“ 门柱”受
普通高层建筑不同，横向风力大，

然运用了中部透空的手法，但由于过于对
称，尺度和比例的处理不当，使得建筑主入
口不突出，没能衬托出政府办公楼的雄伟气

到的风压与整个“门框”的净空尺寸大小有
关，故门式高层建筑设计需要针对具体工程
进行风洞试验，
以摸清它的特殊性。

魄。透空的空间细部处理也不够，建筑显得
粗糙乏味。
3.2 结构技术的忽视

4

结语

建筑中部透空设计丰富了高层建筑的

中部透空所形成的洞口会在一定程度

造型手法，在外部结构上形成强烈的虚实对

上增加建筑结构技术的难度，不同的洞口形

比和阴影层次，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崭新的

状和尺寸，相应的结构技术也不同，因此必

可持续空间设计思路。这些
“留白”空间既能

须做到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既要保证安全，

够与环境更好地和谐共生，又开辟了空中开
放空间，
成为地面发展的延伸。在实践中，
如

又不能造成浪费。备受瞩目的 CCTV 总部大
楼（图 9），建筑师为了强调形体的动感，将两
栋主体塔楼呈倾斜状布置，塔楼之间的空中
部分经过一个巨型悬挑出去的“空中拐角”
间接相连；塔楼之间的地面部分则是通过另
相连。作为联结
外一个相对应的“地面拐角”

何把中部透空设计与人本、生态思想以及本
身的交通、结构系统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
一个“能用、好用、好看”的空间，是建筑师必
须重视和致力解决的环节。

体的两个“拐角”与两栋塔楼共同形成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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