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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地 域建筑与 生物气 候建筑
李

可

摘 要: 从发 展新时代背景下的 生物气候建筑的需要 出发, 剖 析了传统地域建筑中 的生物气候性设计 手法, 指 出保护建
筑比重建建筑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为实 现建筑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传统地域建筑, 生物气候建筑, 建筑材料 , 生态建筑
中图分类号: T U 119

文献标识码: A

众所周知, 引起全球环境恶化的 污染大多可 直接归因 于建造
过程, 实现建筑的可持续性( 生态建筑) 可以说是 保证环境 生态安

的生物气候性的分析, 总结出一些可 适用于当代 生物气候 建筑的
具有共通性的设计手法。

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生物气候建筑是 生态建筑的 基础, 它的进
一步发展就是完全 生态 的、与自 然环境 相融 合的、具有 最低 能源

1 利用具有本土地域性、
可再生的建筑材料

消耗的生态学建筑。而传统的地域建筑 ( 或者 说乡土建 筑) , 正是
人类适应不 同地域的气候 地理 特征而 建造 的原 生态生 物气 候建
筑, 经过千百年 的考验, 许多节能环保的设计 手法朴实而有效, 同
时体现出丰富的建筑文化多样性, 对 于今天的新 生物气候 建筑有

建筑材料的 提取、精炼、加工 , 材 料到 工地的 运输 过程, 以 及
建设过 程自身都会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并产 生污染, 问题是 确定怎
样的建筑材料组合能 尽量少 地引 发环境 危害。许 多传 统地 域建
筑就地使用泥土、石材和当地的树木 , 是破坏 最少, 也是 最自然的
设计手法。厦门特有的红砖就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建筑材料( 见图

着不可估量的启发作 用。通过 对不同 地域 的传 统乡土 建筑 实例
停车库。

进出均可, 车流在基地北侧的三 香路出入口 是右进右出。2) 基地
内部交通组织方案 车辆 进入基 地后, 就 近停 入地下 车库, 避 免车

3. 3 基地内部交通组织设计
小区主干道为 5. 5 m 宽, 主 干道在 基地 内部形 成环 路, 并与
小区的两个出入口相连。小区内共设有 三个地下车 库出入口, 其
中一个双行车道出入口设在靠近三香路小 区出入口 附近, 便于大
量车流直接进出地 下车 库, 减少 对小区 内部 居民生 活的 干扰; 另
外两个单行车道的出入口设在近劳动西路 出入口两 侧, 便 于小区
内部居民使用。车道均与小区主干环道 相连通, 减少对环 路中央
居民的主要 活 动区 域 的干 扰。交 通影 响 评估: 基 地 开发 规模 较
大, 基地内部的环行 道路是 进出 基地地 下车 库车流 的集 散道 路,
宽度 5. 5 m, 可以满足近远期的车辆通行需求, 但是在进出车库段
需考虑局部 加 宽, 方 便居 民上 下 车。北 侧车 库出 入 口机 动车 双
行, 存在一定的 交通安全隐患, 小汽车在车库 坡道上熄火, 将堵塞
出入口。基 地西南部的地下车库出口为 单车道, 亦存在交 通安全
隐患, 且位置靠近环路转弯处, 需要进一步优化。

辆在基地环路内 长距离 绕行, 影 响居民 在小 区内的 游憩 和生活 。
3) 基地 出入口基地原规划两个人车混行出 入口, 三香路出 入口为
主出入口, 劳动西路出入口为辅 出入口。建议基 地北侧出 入口为
人流主出入口, 车流辅出入口, 基地南侧出 入口为人流辅出入口 ,
车流主出入口。4) 三香路 出入 口建议 打开 三香路 正对 基地 主入
口路段的机非分 隔带, 缺口打开 长度约 15 m, 方便车 辆右进 右出
基地; 远期三香路车辆 将进 一步增 大, 建议 远期在 基地 的三 香路
出入口 处, 增设宽度为 3 m 的右 出辅助 加速 车道, 辅助 车道 的功
能是车辆加速、等待车流空挡, 汇入三香路主 线车流; 辅 助车道可
通过缩 小机非分隔带和人行道宽度来实现, 也可 通过增加 道路红
线宽度来实现。5) 基地地 下车 库出入 口建 议基地 内的 地下 车库
出入口数量 为三 个。6) 机 动 车停 车: 原规 划 配建 的 停车 泊位 足
够, 能够满足 近远期交通需求, 建议采用原 方案的配建车位规模 ,
弥补环古城周边区域停车泊位严重不足的缺陷; 原 方案配建的 12
个商业机动车停车 泊位, 基 本满足 目标 年的 停车需 求, 建议 增设

4 交通改善建议
4. 1 针对基本交通需求的改善
基本交通需求为城 市交通的固有交通需 求, 不是 因基地开发
产生的交通需求。在研究区域范围内, 道路网络 应按规划 红线调
整要求逐步改造完 善, 尤其 要尽 快建设 改造 劳动西 路、劳动 路的
桐泾南路以东路段以及相关支路, 以营造良好 的区域交通环境。

4. 2 针对基地开发产生的新增交通需求的改善
1) 基地 外部交通组织 方案 劳动西 路在 桐泾 南路交 叉口 左右

商业机动车停车泊位, 或者预留新增 商业机动车 停车泊位 建设场
地。7) 桐 泾南路~ 劳动西 路交叉口规划: 建议在该交叉 口设置信
号灯, 保障居民安全通过交叉口。
参考文献:
[ 1] 刘郁贞, 常爱 国. 浅析道路交通 噪声的危害 及冶理 措施[ J]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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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这种特殊的建筑材料是利用本地 特有的粘性 很高的红 土烧制

候条件下, 对建筑精心 设计 并使之 运行 良好, 将进 一步 达到 节约

而成, 色 彩鲜艳 且坚固 耐用, 并且因 为是就 地取材, 成 本低廉, 在
厦门的传统地域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也由 此形成了 厦门及

能源的 目的。传 统地域建 筑充 分体现 了人 们受地 方主 导气 候和
自然供 给资源的影响而采取各式各样的节 能设计手 法, 在 建筑与

闽南地区风格鲜明的地域建筑 ) ) ) 红砖 屋。同时, 人们在烧 制红
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其烧制的工艺与 技术, 相继在红 土原料

基地的和谐方面, 有许多地方值得今天的生物气候 建筑学习。
以山地建筑为 例, 针对 山地气 候的 不同, 不同 的地 域建筑 的

中加入了红糖、
糯米、乌樟汁等天然材料, 使红砖更加牢 固耐用。

处理方 式也有所区别 ) ) ) 在干燥炎热的山 区, 建 筑多掩埋于 地下
寻求融合, 如我国的 传统 窑洞 建筑 ( 见图 3) ; 而 在寒 冷潮 湿的 山
区, 建筑都架空底层抬 高于 地面以 减少 湿气, 如阿 尔卑 斯山 脉的
谷仓建筑( 见图 4) 。

但是, 当一 种地域性材料的使 用并不具有可再生 性甚至对于
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破坏作用时, 其沿用就是 完全不能 提倡了。厦
门的红砖屋虽然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 然而红 砖的烧制 对于耕
地的吞噬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建设量 巨大且对材 料强度要 求进一

在这方面最 令人印象 深刻 的还属 希腊 爱琴海 群岛 的白 色乡

步加大的今 天, 红砖已 无法 适应 人们的 需求, 很 难得到 广泛 地应
用。新时代 背景下, 对于建筑材料的 绿色环保标 准应当具 有全新

土建筑( 见图 5) 。地中海的气候区域是最接近人类理想生 活气候
环境的 地区, 但是人们 还必 须通 过遮荫 和蓄 热体避 免夏 季高温 。

的概念, 应当尝试对新地域性环保材料的研制 。
总而言之, 对于本土资源的利 用一方面的确可节 约运输中的

地中 海的建 造者们 充分利 用廊道、阳台, 通 过柱、墙将明 亮、温暖
的室外空间与寒冷、阴 暗的 室内空 间融 合起 来, 创 造出 宜人 的局

能源损耗, 发扬 地域文化, 但同时也应符合新 的绿色环保标准, 在
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 理应权衡利弊取其轻者 。

部气候; 并利用高密度 的建 筑体量 遮阳 以保 持相互 间的 凉爽, 形
成了具有生物特性的肌理面貌; 同时 在色彩上采 用了最有 利于反

2 坚固耐用、
充满灵活性的设计

射阳光的纯白色 , 与地 中海 蔚蓝的 海水 交相 辉映, 形成 了一 道迷
人的乡土建筑风景。

生物气候建筑不仅 在结构形式上, 而且还理应在 功能上体现
生物的自 我适应、自 我调节、自我 完善的 特点。一座 坚固耐 用的
建筑稍加改动即可适用于多种不同的用途 , 这样 就可以避 免和减
少为满足变化的需要而拆除和重建建筑, 从而达 到降低能 耗的可
持续性目标。
坚固的结构、内部 组织 结构上 的通 用性、良好 的保 温隔 热性
能、
自然的采光通风, 这些 都是 保证建 筑形 式灵 活性的 最基 本的
要素。闽南 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传统地域 建筑非客家 土楼莫属, 这
种罕见的民 居以一种极大 的灵 活性与 包容 性保 护了客 家民 系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见图 2) 。直到 今天, 许多土 楼还在 良好的 使用
中, 显示出了对于时代变迁的无 与伦比的适 应能力。无论 是它出
色的夯土技 术, 规律而 又极 具弹 性的功 能平 面, 还是对 于当 地季
风气候的适应, 对于今天的生物气候 建筑都具有 一种十分 长久而
深远的启发作用。

4 尽可能保护而非重建
关于生物气候建筑的 一切研究, 最终的目的是实现 城市整体
的生态 平衡与安全。因此, 还应当从 城市的角度 来看待生 物气候
建筑的设计原则。
在前工业时代的传统 城镇中, 建 筑工程绝大多数是 为了满足
一个实际 的需求 而得以 实现的。经 济、政治、技术的 限制决 定了
新建筑 的诞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这与现今 形成了鲜 明的对
比。因此, 传统的 地域建 筑往往 体现出 一种强烈 的时空 性, 经年
累月的逐步修葺、扩建、
完 善, 使不同 时代的人们在同一 建筑中留
下属于他们的印记, 就 如同 树木生 长中 留下 的年轮, 传 统的 建筑
与城市 就以这样一种生物性的有机过程慢 慢生长, 直到现 在展现
在人们面前的无与伦比的丰富与多样 性。这种对于 传统的坚持 ,

当然在今天, 人们生活方式的 变化速度和多样性 都是过去任

不但帮 助人们保留住了对于历史的记忆, 更重要 的是维系 了城市
与环境之间的 生态 平衡 ) ) ) 以最 少的 能源 消耗实 现了 建筑与 城

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对于今天 的生物气候 建筑也提 出了更
高的要求。

市的成 长与更新。然而在今天的城市中, 消费社 会的经济 增长依
赖于个人获取最时 尚的 人工制 品的 愿望 和能力, 无 论是 时装、新

3 针对当地的气候地理状况, 利用气候特点的设计

款轿车、
还是 住宅 更 高的 空间 标 准和 家用 设 备。当 建筑 成为 商
品, 设计是为了 迎合及时的需求, 占用了最易 开发的绿地, 耗费了

地球具有显著的生物气候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在当地的气

最新最昂贵的建筑材料, 使用寿命却被大大缩短了, 这无形中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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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析 中国 传统 建筑 庭 院
桑振群
摘 要: 介绍了传统建筑庭院空间的建 筑、
围墙、连接、
引导、绿化、
建 筑小品等 构成要素, 阐述了 庭院单元群 体的组 合方
式, 并对庭院组合方式产生发展的原因和传统庭 院反映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分析, 以使人们进一步了 解和体味其建筑文
化和人文精神。
关键词: 庭院空间, 构成要素, 组合方式, 建筑文化
中图分类号: T U 241. 5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皇权始终是国家 民族的主 宰, 史 官文化

之中处 于主要地 位的 单体 建 筑, 可以 看作 是 庭院 空 间的 主体 建

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在汉族地 区, 所有 的建筑都 让位于
皇宫、
官署。皇宫、官署建筑作为中国官式 建筑主体, 在群体 组合

筑。主体建筑往 往处于庭院空间的中轴 线上, 因 此对庭院 空间的
规模、气度、功能性 质等方 面都能 起决定 性的制 约作用。庭 院中

的空间布局是以庭院 为基本 单元 在水平 向上 舒展 延伸。在 等级
概念上宫殿 建筑的布局方 式深 深影响 了古 代中 国的各 种建 筑类

的厢、
侧房在空间构成以及功能地位 上则处于主 体建筑的 次要和
补充地位。

型, 寺院、
民 居、
会所, 都 是在 水平向 上舒 展延伸。 中国的 庭 院作
为中国建筑群体组合的单元, 在结构 和功能上集 中体现了 中国古

2. 2 围墙要素

1 庭院

围墙作为划分庭院内 外的分界线, 在庭院中起到一 个围合界
面, 限 定空间 的作用。院 墙内部 为私密 的空间, 院墙 外部为 庭院
以外的 空间。院 墙可以阻隔人流、限定视线。对于 居住在院 墙内

庭院由庭和院 构成, 院 即为院 落, 是有 围墙围 合的 封闭 性空
间。/ 因为房屋是具体的物体, 在创制文字 的时候, 文字本身 就将

部的人来说, 院墙还有 一定 的安全 防御 功能, 在抵 御外 界不 良气
候影响的同时, 还具有一定的安 全保卫作用。院 墙在空间 上人为

建筑的情况, 包括了它的外形和内容记 录了下来。[ 1] 0 从字 形学角
度分析/ 庭0由/ 广0 和/ 廷0 组成。廷, 朝 廷, 封建 时代君 主接 受朝

地制造了一种私有的领域概念, 恰好 迎合了生存 在封建私 有制社
会的人的心理需求。

拜和处理政事的地方。5韩 非 子# 孤愤6: / 无能 之士 在 廷0。 地方
官办理公事的厅堂。院, 古代汉语 通园泛指种 树或蔬菜 地方。因

2. 3 连接和引导要素

代社会的思想追求和人文精神。

此, 对于中国传统建筑 来说 庭院 是最小 的活 动单元, 也 是群 体空
间构成的最基本单元, 在传统庭院中 也包含了诸 多的与中 国人思
想、
追求相适应的因素。

2 庭院空间的构成要素
2. 1 建筑要素
殿、
堂、楼、
阁、
轩、
馆、
门、房都是组成 庭院的 建筑要 素。它们
自身具有室内空间, 同时也都具 有明确的使 用功能。在一 个庭院

廊子的作用最初是为 方便雨雪天行走方 便, 在空间 转换上连
廊具有引导、
指示的作用。廊子上有 顶, 两 侧或一侧由 栏杆、柱子
围合, 在有些 庭院中间, 廊下的柱与柱之间 还可以供人坐下休息 、
停留。
照壁、
屏壁都可以作为庭院中 的视觉引导 因素。从心理 学角
度分析 , 人的行走路线, 在前进 时正面遇到墙 壁或阻碍时, 会不自
觉地在行走中 改变路线方 向。照 壁、
屏壁 作为隐性 标识的 指示界
面, 它所包含的信息一方面是装饰, 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引导、
指示。

源消耗无疑加倍了。所以必须认识到, 保护比重 建在可持 续发展
中更合理更重要。

安全的基础, 是保证地球能够健康地转动下去的一 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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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bioclimatic architecture
LI Ke
Abstract: Started w ith the demand of developing bioclimatic architecture under new era background, t he author discusses bioclimatic design
method in traditional regio nal architec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architectural protection is more rational and important t han architectur al reconstr uction, which to offer theoretical basis to achieve ar chitectur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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