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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别塔到迪拜塔——未来建筑的历史

                            张旭晖 



Car from Mars (1956)
历史上对未来的构想总能带有这种有趣的矛盾性，后来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属于
那个时代的产物，却在尽全力和那个时代现实拉开距离。影响着现实进程。



未来建筑 / 幻想建筑 : 人类历史上以改变物质环境为手段，对建筑和城市进行
改造的乌托邦式构想。

概要：节选的历史片段

（1）前工业时代
（2）20 世纪初，一战前
（3）1960s，二战重建后期
（4）1970s 初
（5）2000 年后



Fine Art

Applied Art Applied Art: 工具性的，偏重于应用，以解决问题。

Fine Art: 为纯粹的审美或智力活动而创造。
             意义和价值不以是否可以应用来衡量。



这个创世纪用来解释不同语言和各地人口分布的
故事，反映人神竞争的主题。

1. 可视化的主流社会思潮

公共建筑的设计建造始终与社会组织形态密不可
分。这在集权社会尤其明显。少数社会精英总会
以推动物质环境改造的方式来体现社会改造。在
神权逐渐盖过世俗君权的时代，极具有工具性。

2. 概念性大于实体

从实施角度去思考是荒谬的。Babel 意为 “Gate 
of God” “人不可及之神力”，其意义就在于
其被无法建成。

The Babel Tower
16 century 



Giovanni Piranesi 乔凡尼 皮拉内西 

Born: October 4, 1720, Mogliano Veneto, Italy
Died: November 9, 1778, Rome, Italy
Period: Neoclassicism
Artwork: The Smaller Harbor, Called the Porto di Ripetta, 
More
Structures: Santa Maria del Priorato Church

意大利“建筑师”皮拉内西在建筑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
物。因为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是一个建筑师，而是一
个“建筑画师”。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高峰在 15、16 世纪，19 世纪西方的
希腊古典复兴时期，20 世纪则到了现代主义建筑革命。
所以对皮拉内西来说，作为建筑师他生在 18 世纪建筑
意大利处于晚期巴洛克和 Rococo 风格。 

他的画并不以真实还原废墟场景为目的。他会选用特殊
的透视角度，调整构图，有意夸张绘画对象，而让废墟
中的建筑显得极为宏大壮观。

那还是一个出版业不发达，也断然没有照相机的时代，
人们看到皮拉内西画中宏伟的建筑空间以及刻画极为细
致的建筑细节，其视觉上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在皮拉内西创作的后期，他出版了一系列16张题目为“监
狱”的雕版画。画面对象不再是真实存在的建筑，而是
他想象中的某个地下场景。

和常见的阳光下的宏大场景不同，这组幻想的场景展现
了一种暗黑的压迫感的纪念性。在这里皮拉内西将对空
间感受的营造推行到极致，完全忽略了建筑空间的物质
性。

皮拉内西是历史上早期最著名的纸面建筑师，他对三维
物质空间的创作思想通过二维图面表达出来。更重要的
是皮拉内西是最早将建筑空间创作和媒体（出版业）相
紧密结合的人

过去，建筑创作都只是对使用者负责的，而从他开始的
建筑创作成为了面向公众的媒体素材，他画面中描绘的
建筑也逐渐比真实的建筑本身更具有影响力。



Louis I. Kahn

house of the Parliament of Bangladesh



Metropolis， Fritz Lang



1910  Italian Futurism



“Futurism 未来主义”一词正式出现于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意大利。
最开始由诗人马里内蒂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Futurist Manifesto”，阐述基本
的主张和理念。

很快有来自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绘画、雕塑、电影、工业设计。

未来主义运动宣扬工业美学。赞美速度、科技、能量甚至暴力。作品中刻画了大
量的物品如火车、汽车、飞机、工业设施等新科技革命的产物。



The City Rises (1910) 



Dog on a Leash (1912) 



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 



Antonio Sant'Elia

Born: 30 April 1888
Como, Lombardy
Died: 10 October 1916 (aged 28)
Gorizia, Friuli Venezia Giulia
Nationality: Italy
Occupation: architect

米兰年轻的建筑师 Sant Elia，于 1914 发表了《未来主
义建筑宣言》，将建筑学发展也纳入到这一艺术运动当
中。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 年左右开始的，以纺织业、蒸汽机技术为
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核心是铁路的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钢铁工
业和电气化。这一轮快速发展的代表国家是美
国和德国。

铁路建设空前加大。铁路带来史无前例的工业
化规模。

美国不同地区的产业优势可以在全境范围内调
度。所有的产业都趋于集中化大规模生产。

这是一个如机器般运转的时代。



World_1914 empires colonies terri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对殖民地的争夺达到了顶点。除了老牌的殖民地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也在美
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而继承了其南美洲和菲律宾的殖民地。

和欧洲及北美的快速工业化相比，意大利仿佛被排除在了发展的梯队之外。意大利的 16、17 世纪是一系列分裂的公国，作
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是到 1860 年才实现。积累了大量外债，缺乏自然资源也缺少产资源的殖民地，几乎没有交通设施及
工业。

对外，意大利开始试图占有殖民地，对内，坚信工业化发展。1890 年代从北方开始加快建设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



二次工业革命中作为东西铁路枢纽发展起来，美国第二大城市的芝加哥。可以看到围绕着铁路基础设施而
发展起来的，极为工业化的城市形态。



To liberate Italy from the weight of its past





1880  新巴洛克风格的 Paris Opera House



Sant Elia 绘制了一系列名为“New City”的建
筑设计方案图纸。这些建筑如同他在“宣言”
中所描述的，有将建筑、城市机器化的倾向。

在这些方案中，与同时代建筑隐藏垂直交通的方
式不同，建筑交通流线电梯、扶梯、街道、运输
轨道等被充分暴露。他推崇无装饰，纯粹的形体，
喜爱高塔、烟囱、轨道等工业感形式元素。



Pompidou Centre

虽然这些方案从未被实施。但其充满现代性的美学原理及对工业材料的使用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80 年代的高技
派建筑师受其影响。



Industrial City 
by Tony Garnier



在他的“工业城市”方案中，他设想了一个 3万 5千人居住的全新城市，并用“功能分区”的思想将城市分为：工业、行政、
居住、娱乐等区域。

在1900年前的欧洲，城市的形态一直是没有基于明确的功能划分。这种原则被直接利用在了二战之后城市重建和新城规划中。



从 20世纪早期，到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再到二战之后的建筑运动，“标准化”、“专业分工”、“批量生产”、
“几何化”、“机械化”这些从工业发展过程中得到的全新概念，向建筑、城市美学标准、设计原则、运行原
理等方面的渗透一直是核心命题。



1940-1950  High-Rise Building



在 1920 年，现代主义四大师之一的 Mies Van Der 
Rohe 在欧洲提出了现代摩天楼的原型。并在二战
后期的美国得以大量实现。

二战后高层建筑的实际建造难度已经大为降低，算
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幻想”建筑。

1940-50 年代的所谓摩天楼设想方案，更多是从结
构建造体系和更新方式等新角度提出的。



Fullersim

著名建筑师 louis I kahn 1950 年代设计的费城市
政厅方案。

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 fuller 主义的影响：
（1）技术至上主义倾向 
（2）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
大价值。



蒙特利尔生物球方案 Buckminster Fuller

工 程 师 出 身 的 fuller 的 哲 学 思 想 被 概 括 为
“ephemeralization”，简单概括为基于人类
整体资源的有限性，不断的技术发展可以让人
“do more with less” , 最终” you can do 
everything with nothing”。



“曼哈顿穹顶”方案，将 biophere 扩大到整个 midtown 的范围，以调节气候，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耗。



预制装配住宅

这一时期另一个未来高层建筑的设计方向是探索摩天楼如何实现自我更新。这一系列“幻想”建筑方案都在探索“预制装配
式居住大楼”的概念。

“太空舱之家塔”“书柜住宅楼”“穗上籽粒居民大楼”“海洋城市”



1972 年建成的东京中银胶囊大楼

每一个方形的胶囊都是在工程中预制，并在施工现场安装到
钢结构的核心骨架上。

设计的概念是，根据不同的功能和个人需求，人们可以定制
自己的胶囊，建筑的形态也得以在不断的拆卸中得到更新。

现实中该建筑从建成开始就没改变过，前些年更面临了年久
失修将要被拆除的危险。近年来有大量艺术家、年轻人又住
入了这栋建筑使之重新恢复市场价值。



1985 年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厦建成。

英国建筑师 Norman Foster 主持设计。

大楼内部没有支撑结构，建筑的每相邻的若干层为一个
组团，悬挂在外部手臂形状的支撑结构上。

其结构骨架、悬挂单元分别在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工程加
工完成运到香港进行装配。

其背后的设计理念：英属的汇丰银行在 1970 年代设计
这栋大楼的时候，香港是否回归大陆，何时回归尚未确
定。所以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一旦需要，这栋楼可
以随时被拆散，搬到另一个地点就地重建。



湖南长沙一栋 57 层的高楼，用了 19 天完成现场施工。

所以到今天，“预制装配”住宅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
成为平衡劳动力成本的替代方案。但“自我更新”的设想，
始终没有实现。

这栋大楼在中国的完成，其实标志着中国经济的一个变
革点，就是我们往日赖以崛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再
明显。





1960 Metabolism Movement 



Fine Art

Applied Art

Architecture 
Scale

urban
Scale

我们今天涉及的“未来”方案，基本呈这样一个分布趋势。我们会发现很多设想，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单体建筑上是可以
实现或被表达的，而对“未来”城市的设计则多半未能实现。

涉及到不同尺度工程的社会动员程度。建一栋房子可以是从上到下的过程，而一座城市的建设，则是不间断的，由下到上
的过程。



菊竹清訓绘制的海洋城市草图



60 年代被称为日本的“Golden Sixty”。朝
鲜战争、冷战背景下美国的长期扶持，加上
1954 年开始实行的“重工业化”发展政策，
带来了持续了 30 年的 “日本经济奇迹”。

日本在 60年前后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
增长率。60 年代日本采用了两项核心经济政
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出口。

1950 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地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建造大量地高速路、高铁、地铁、
机场、港口。同时政府开始促进日本的贸易
自由化，经济开始从进口型向出口型转换。



1950 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建造大量地高速路、高铁、地铁、机场、港口。同时政府
开始促进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经济开始从进口型向出口型
转换。

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乃至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样的高
速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岛国背景的日本一直处
在对土地和资源短缺的焦虑中。

新陈代谢运动就在双重情绪的作用下发生了。



1961 年 1 月 1 日，建筑师（Kenzo Tange）丹下
健三出现在日本 NHK 频道的屏幕上，（NHK 相当
于我们的 CCTV），他用了 45 分钟时间向全国观
众阐述了自己设计的东京湾发展方案。



设计核心是一个连接东京湾两端的线性城市，由每 9 公里一段共
80 公里长的交通流线组成，每一段都是呈环状的交通快速通道，
由上中下三层组成。每一段环状单元都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功能区。
居住区则从核心骨架向两侧延伸，根据需要生长。

新陈代谢主义从生物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
机制寻找灵感，为建筑和城市的更新扩张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黑川纪章 1961 年提出了 DNA 螺旋结构的东京规划
方案。

通过双螺旋结构，大城市被拆分为若干小城市，
城市获得了垂直维度上的交通，并得以向空中无
限生长。



矶崎新提出的树形城市方案



1960  Archigram



Archigram 是以伦敦的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学院为阵地的先锋建筑团体。和大多”幻想”建筑建筑师相似，他们的
作品全为二维的建筑图纸和绘画，以出版和展览的形式进行传播。

Archigram 核心成员 Peter Cook 1964 年创作的 Plug-in city。图纸中城市是结构框架，标准化的居住单元插入其间。



Ron Herron 创作的 walking city，行走城市。方案设想的背景是在未来的核战争之后世界陷入一片废墟。每个城市都是一
个智能建筑或者干脆说机器人，它们看起来是一个能到处行走的巨型机械甲虫。



这些甲虫城市平时都是自支持的，但也能通过管道进行物质和人口交换。

他们可以出现在各种气候环境中，从沙漠到纽约。





和新陈代谢派的建筑思想有相似之处，都是将城市分离为基础设施结构和可更换两部分，明显的工
业审美和技术至上主义。

但与新陈代谢派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不同，archigram 的作品从创作源头就没有预期有会被建出，是
完全的假想方案。创作对象就是大众媒体。



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

1950 年代的英国，1960 年代的美国，波普艺
术开始流行。

通过拥抱大量商业的、大众传媒的图像，用戏
谑的态度攻击传统的美术教条，根本上表达的
一种反偶像、反精英化的立场。

波普艺术作为艺术更重要的是其态度，其庸俗
化的行为下是不媚俗的动机。

Archigram 的作品真正代表了建筑的媒体消费
时代的来临。

在 archigram 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建筑内涵的
转变，建筑作为信息传播对象的图像性已经超
越了其实体意义。大众如何透过媒体看这座建
筑，替代了实际使用者的体验成为大量设计的
出发点。



1962 年 Andy Walhol 在纽约举行了他第一个个人作品展，展出了著名的蓝色玛丽莲。



1970  Critical Project



1970年前的未来主义方案，相信技术和发展能带来社会进步。为未来可能的城市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1970 年是这种“未来”建筑积极向上、治病救人传统的转折。

1970 年前后，世界范围内战后的经济、社会矛盾都积累到了顶点，美国对内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性
膨胀、对外陷入越战，出现了垮掉一代和嬉皮文化。中国处在 1966 到 1976 的文革当中。欧洲长期
的经济低迷，年轻人高失业率最终导致了 1968 年“五月风暴”。

这是一个反国家主义，反权威偶像，反主流观念的时代，提倡个人权益和精神的解放。



Superstudio 的作品表达无尽的人工建
设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的消极影响。

采用拼贴的手法，将不相关的自然场景
和规则无趣体量巨大的人工构筑物并置。



Rem Koolhaas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同一年。

24 岁 的 Rem Koolhaas 放 弃 了
记 者 的 工 作， 开 始 在 伦 敦 的
Architecture Association 学习
建筑。

1972 年， 他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论 文 设 计“Exodus, or the 
V o l u n t a r y  P r i s o n e r s  o f 
Architecture”“逃亡，或建筑
的自愿囚徒”



这是一些列的水彩和拼贴表现图，
加以大量的文字对每张图描绘的
情景进行描述。

方案是 Koolhaas 对柏林墙的研究
的延续。传统上，建筑始终被视
作对人类产生积极作用的工具。
但在特殊的历史政治格局之下，
柏林墙作为建筑对社会和文化却
具有着巨大的瓦解和扭曲力量。 

Exodus 方案描述的是伦敦的中心
突然被一片高墙围起来的长条土
地代替，里面是各种疯狂而美好
到极致的大都会生活，满足人的
各种欲求。

这个区域不断生长，吞并伦敦原
有城区。同时大量市民逃离老城
进入围墙内，成为建筑的自愿的
囚徒。而老城则在人口下降中不
断破败瓦解。



建筑变成了社会批判的载体。犹
如某种可视化的文学，或校本化
的电影。

犹如奥威尔的 1984 或者赫胥黎的
美丽新世界，通过虚构一个世界，
对之进行讽刺式的赞美，进而指
点现实。



这种根植于70年代的反权威意识，
“iconoclasm” ，以及作为局外
人始终冷眼旁观的态度，贯穿了
Rem Koolhass 之后的建筑设计道
路，，比如 CCTV 大楼。



Contemporary



新未来主义

随着数字化工具不断向设计领域渗透，对具有动感的形体
进行设计建造已经不是难题。近年来有大量类似设计倾向
的作品问世，比如英国设计师 Zaha Hadid， Santiago 
Calatrava 的作品。这些建筑被冠以新未来主义风格的名
号。

但我个人认为从思想内涵，新未来主义更多只是一种造型
风格，而非建筑思想。建筑的运行方式、功能组织、与城
市和人的关系，完全没有本质上的创新。

我个人始终感觉类似的作品，犹如未来主义雕塑，将充满
动感的形式实体化、固化，在艺术操作手法上有内在的矛盾。
运动感是对位置或形态变化趋势的表达，通过将自己降维
到画面之中的想象，人可以很好地通过二维的画面体感受
三维空间中的运动，这一维度差异制造的 distance 对速度
感的表达恰到好处。所以未来主义所追求的充满动感的形
式表达，在二维的图纸和像素化的电子屏幕上显得更为适
宜，而当其固化到三维空间中，这种维度差异的丧失也伴
随着这一 distance 的丧失。

数字化工具使得人对复杂形体的控制能力空前加强，但数
字化模型的建构逻辑，和建筑的建构逻辑是不同的。

这类建筑对媒体传播的依赖，远大于现实。



当代的主题

1900年至1960年代的多数”未来建筑“构想，如前文所述，
其思想源头即是 18 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

”标准化”、“批量生产”、”模块化”等制造业发展带
来的工程概念，在生产模式和管理结构上塑造了整个近现
代社会。而这一阶段的“未来”建筑构想即是将这些概念
应用于建筑和城市尺度进行的尝试。1980 年至今，信息革
命和网络化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主题，制造业为核心的传
统实体经济不断让位于信息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信息化
和金融化同样给时代注入了新的概念，比如网络化、长尾
效应、众筹、共享经济等，但与制造业相比，这些基于数
字技术的概念是否还能够实体化表达？是否还有必要被实
体化表达？

工业革命带来的是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产业资源向优势地
区集中以及大组织协作的产生都是其直接产物。信息时代
则刚好相反，在这个时代，地缘差异变得愈发不明显，资
本追逐利益不断转移；同时个人力量得到解放，交流成本
的降低制造了更多的交流和交换机会，人们以更为自由、
多变的形式进行协作，而降低了对大组织的依赖性。城市
和城市建筑，是聚集的产物，而在当代的背景下，我们应
该会看到超大规模的、服务于大企业大组织的建设项目的
不断减少，而小型的服务于个人消费项目的增加。

从 Sant Elia 到 Archigram，上个世纪的建筑师都试图在
infrastructure 尺度上实现建筑的科技化，这是典型的工
业时代思维。现实中，建筑的科技化从未止步，但都是在
不可见的小尺度水平上不断进行的，比如玻璃幕墙系统的
进化、建筑节能技术的演进、智能控制系统的应用。这是“建
筑”渐进的自发的进化，它基于整体社会发展，基于市场
经济，而不取决于设计师的个人想象。



可能的方向

未来建筑发展的新方向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
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建造技术。

新市场需求无非来自于新的人类居住地的开发，或旧有居
住地的重建。新人类居住地开发：包括人类向地外空间的
移民，向海洋、地下空间的移民；旧有居住地重建则是未
来大灾难，比如老生常谈的未来核战争，所创造的需求。

新的建造技术包括新材料的应用和新建设技术的应用，二
者与新的市场需求息息相关。

举例：

纽约的建筑先锋组织 Terreform One 提出了大量将生物技
术和建筑结合的方案。如图中所示的通过控制植物生长形
态直接利用植物建造房屋的方案。



另一个方案尝试利用 3D 打印生物细胞（图为猪表皮细胞）
或细菌培养的技术建造房屋。



伦敦 Foster 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与欧洲空间局合作，提
出利用月球表层土 3D 打印人类居住空间的方案。该方案采
用数控机器人直接利用月球土壤快速建造一个供四人居住
的空间，同时能够应对剧烈变化的温度、辐射和陨石撞击。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