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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到建筑设计师这样抱怨 ：“因为时间太紧，施工现场控制得不

好，很多地方都无法按照我的设计意图实现”。这是一种把设计和建造割

裂开的观点，过于注重功能、形式和效果，而不能在设计决策过程中综合

考虑材料与构造作法，建筑设计师成了只会画漂亮表现图和讲故事的绅

士。不要忘记，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师自始至终就没有把材料、加工、制

造、施工以及管理分裂开来。至今活跃在云贵地区的掌墨师，仍然延续着

传统的从业方式，集堪舆、测绘、结构计算、场地规划、建筑设计、施工

组织和管理、工程预算、材料采购等任务于一身，每一笔墨线下去，都是

多年经验的凝练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本

身再一次进入建筑设计师的视野，如果说以Greg Lynn为代表的数字虚拟建

筑还只是“花拳绣腿”和“纸上谈兵”，那么今天以数字化加工制造为旗

帜的新的一批技术先锋们，是“真刀实枪”地在盖“房子”了。当我们还

在回味数字虚拟建模手段呈献的视觉盛宴的时候，数字先锋派们已经不再

满足于CNC 等数控加工工具，跃跃欲试地投身于机器人建造的新浪潮中。

一、数字化制造的意义

过去十年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和平台，在东、西方之间，目睹了技术

派的喧嚣起伏，并积极参与其中。期间，我不断地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 ：

如果都在跨行地投身于数字化生产建造，建筑设计师之所以成为建筑设计

师到底凭借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建筑设计师摆弄机器人，很难与工

业巨头的高级工程师比拼技术能力，比起应用多年的机器人制造生产线，

建筑设计师研究的那些机器臂协同合作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如果

建筑设计师开始关注机器人，一定要做出工业设计师做不出来的成果。在

我看来，建筑设计师最突出的职业特点就是多维一体的设计空间的能力。

我对数字化建造感兴趣，并不在于它能造出多么不可思议的形式，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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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艺术家永远是我膜拜的榜样 ； 也不在于能高、快、好、省地盖房子，

因为稍微懂点数控加工的工程师就能令我望尘莫及 ； 而是在于从全局思

考的角度，把数字化建造与设计概念、系统、材料、建造、效果、空间和

结构等综合考虑的集成，融合到从分析限制、形成概念到设计形式和生产

建造的全过程之后，对于我们设计思考和过程的影响。这个过程我称之为

“智造”，即用智慧组织有限资源，形成更多有效可能性的建造活动。

引用《建筑数字化建造》一书中Ben van Berkel的观点，建筑设计师

的根本特质仍然脱离不开工艺师的想象（imagining）、反映（reflecting）

和处理事物的能力，数字化建造扩大了我们可以处理的事物的范围，加入

了专家群体网络平台下的科学知识的大集合。[1] 这个外在的数字化建造的

“标”，不会也不能取代内在建筑设计的“本”。这是数字化建造对于建

筑设计师的最大意义，是拓展了建筑设计师能操控的“事物”，开放了更

多可控制资源，增加了新效果的可能性，但是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建筑设计

师的思考过程和创作哲学。

另外一个意义，是让建筑设计研究（architectural design research），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阵地。建筑设计研究在大学的诸多学科研究中一

直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因为设计本身往往是一个很主观的过程，为了能够

立足于大学的诸多学科研究中，它需要披上“科学”的外套。好在有建筑

物理、建筑力学、建筑管理等学科研究撑腰，只有在这些领域，建筑设计

才能发现可以被量度的研究课题。科学性的根基是在量化理性分析的基

础上，经过归纳、推导和演绎的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这并不是

建筑设计师擅长的。建筑设计师关心的是建筑设计，引以为豪的是极富创

意、引人入胜的可被建出来的方案设计。无论建筑理论家如何试图把建筑

设计的过程理论化，总有一个最奇妙的阶段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讲清楚的。

Charles Jencks把这个描述为奇妙（enigma），或者说是靠直觉和先验的主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作者在上海双年展“人机未来（Robotic Future）”展览中制作的作品“智浪”项目，探索在当今数字化建造过程中，

机器与建筑设计结合的新思考。作品“智浪”是在理论应用、系统建构和材料连接整合基础上的一个可变互动结构的尝试，从系统的多个维

度进行全局设计和研究，力图实现一个具有设计导向的“智造”，而区别于生产导向的“制造”。这反映出我们对于“人机未来”主题的理

解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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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f-organized kinetic structure,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aterial assemblies altogether. Instead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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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数字建造对不同材料进行的基于不同工艺的建构试验［图片来源：2015年上海“数字未来”夏令营，高岩指导（左上），宋刚、熊璐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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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判断，似乎很难称之为科学。

数字化建造依托以电脑运算为基础的设计方法，不仅给建筑设计带来

了视觉、审美上新的可能性，实现了很多以前只能想象的建筑 ； 也让一些

设计可以被定量评估（比如建筑的能耗和环境效果评估），以增加形体的

合理性 ；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建筑设计终于有了基于数据信息的量化分析，

以及与制造直接对接的形体生成、优化和物化的严谨过程，建筑设计研究

终于可以粉墨登场。

二、数字化建造的问题

从数字化设计到数字化建造，“数字化”已经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

词。建筑设计师不再满足于通过参数化设计生成的复杂虚拟形式，而是从

更具有信服力的建造角度，不断扩大建筑设计的边界，实现设计从数字空

间到真实空间的转换。我们看到了很多抓人眼球的复杂形式，争奇斗艳的

各式pavilions在“预示未来”这面旗帜下，一下子成为媒体追捧报道的宠

儿。机器人的加盟为建筑设计研究的热潮推波助澜，只要所有和机器人相

关的研究申请都更容易得到经费，可是买到了机器人后，不少研究者却在

做着重复的事情，出现了花很长时间、很多精力研究如何通过编程让机器

人去做调酒等人类本身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再不就是重复一些工业

自动化生产线上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技能。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是建筑设计

师自己的思想被机器绑架了，想象力也被束缚了，似乎除了在三维曲面上

打洞，一个个的拱壳、一堆摇摇晃晃的构件细胞单元的堆砌物之外，很难

有其他形式上的突破。虽然它们看起来长相不同，但是从设计深层次反思

以及从材料、结构和形式的结合所带来的空间体验与功能上看，这些数字

化建造的项目已经陷入了重复同样设计创作的循环。范式的改变，并没有

带来设计思考的升化，起码现在还没有发生。

像Achim Menges能够将设计概念与理论、意义价值（即用更少的材

料建出更多的空间）和美学效果的研究与实施建造完美结合的建筑设计师

是少数。袁烽另辟蹊径，一方面利用高校多学科的资源优势，尝试新材料

与数字建造工具向足尺度建筑建造的应用，同时也在反思一些工艺传统，

如木构的榫卯体系和陶土制造。Menges的成功在于他高超的设计敏感度

和能力，袁烽的成功离不开他作为实践建筑师扎实的底蕴和对新事物探索

的天分。这些品质造就了他们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数字化制造研究项目，建

造耳目一新的构筑物，不随波逐流。

三、智造的案例

在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人机未来（Robotic Future）”的展览上，我

们想通过“智浪”项目，展现给观众一个完全不同的对于机器人在建筑设

计语境下应用的思考，在理论应用、系统建构和材料连接的整合基础上做

一个机器人（可变自主）结构的尝试，从系统的多个维度进行全局设计和

研究，力图实现一个有深度的、反映我们对于“人机未来”主题的理解和

展望。

1．理论应用

“智浪”的概念核心是混沌复杂系统（chaos complex system）①，

具有一定数目的基于局部信息做出行动的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的系统。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也不是随机的系统，而是建立在简单规则上的

呈现出貌似无规律的更高阶秩序的系统。它是一个复杂（complex）的系

统，却并不繁杂（complicated）。复杂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行为呈

现出多相同步的特征。复杂系统内部有很多子系统（subsystem），这些

子系统之间又是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ce），有很多协同作用（cor-

respondence）。

具体到“智浪”项目，由极其简单的滑杆和转杆以及拉锁构成的几个

子系统，遵循几何的规则秩序，通过在局部的依赖关联和相互协同运动，

形成一个全局浮现不同形体的复杂系统。这个过程可以重复，但是呈现的

结果会因为局部输入的变化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空间曲面（图1，图2）。 

2．几何逻辑

“智浪”项目的原型基础是互惠结构体系（reciprocal structural sys-

tem）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双层金字塔形几何单元的有限变化。这个几何

逻辑，是通过三角形的滑动节点，导致三角形所在平面转动和缩放，继而

引发竖向联动斜杆的转动，从而牵动面层在不变三角形牵制下的转动。所

有的形态变化都严格遵循按照几何网络设定的变形限定。这些系统几何性

在数字化虚拟设计阶段至关重要，因为电脑并不能赋予几何形体的物理属

性，无法像真实物质世界那样通过材料本身的属性得到变形，唯一可以用

编程的手段模拟物理世界中的材料行为，就是把形式描述成一系列几何运

算。这个系统实现了一个可以用同样的杆件做出自由空间非线性曲面的原

型（图3，图4）。

3．联动设计

“智浪”的另外一个难点在于它是一个可动结构，除了形体本身的设

计，更重要的是联动体系的设计。构件的连接分成两套体系，即主动的滑

动和被动的转动。主动滑动改变平面的几何大小，被动转动把两层滑动面

连接成一个结构整体，当杆件在外力的作用下滑动时，就会牵动转动杆件

的随动，最终实现整体的复杂变形行为（图5）。

4．结构原则

“智浪”结构系统的基本单元还是建立在空间三角形和互惠结构的体

系上，最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当这种金字塔单元被重复连接形成空间网架

体系后，由于一系列紧密的构造和几何牵制，会导致整体结构浮现出无穷

无尽的变形，并且在任何时间静止，都符合结构的特性。这个体系只要引

入外力打破现有的平衡，就可以实现“固体软化”的可变结构的形式重组

（图6）。

5．材料构件

“智浪”材料的选择取决于模型比例和加工工具，为了能够快捷经

济地建造一个 1:5 的模型，我们选用标准的金属杆和容易安装的连接件

（ABS、铝件、钢管、弹簧），传动装置主要靠齿轮胶皮带和伺服马达

（图7，图8）。

6．三维打印

除了在结构形式和几何关联之间的突破之外，“智浪”还展现了精

密三维打印在建筑尺度结构构造中应用的新可能。这不同于很多三维打印

在建筑领域的尝试，即为如何得到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式绞尽脑汁，关注的

还是建筑的复杂造型，我们接受建筑的主流建造方式，即把建筑视为多种

不同材料和部件组合在一起，在建筑尺度上形成更大功用的人造物。三维

打印在这个构筑的体系中，被应用到最精密复杂的节点加工部分。在“智

浪”项目中，固定马达滑动节点的设计和加工是工业构件设计制造的思

路，依靠三维打印技术，保证传动的同时，综合考虑强度、组装和美观性

（图9～图11）。

7．控制系统

“智浪”的控制系统是靠Rhino插件Firefly编程操控Adurino，这样可

以直接连接Grasshopper中的脚本程序和具体每一个马达的协同工作的开

关和转向，实现多种算法控制的变形过程和效果。这种控制方式也为输入

数据的接口预留了更多的可能性，如连接动作感应器可以让结构体自动响

应人行为或者环境的变化等（图12，图13）。

8．组装固定

当所有的构件都批量加工生产后，就可以组装固定了。同所有的建筑

施工环节一样，该环节要充分考虑如何利用流水线作业提高工作效率，以

及安装的先后顺序。除此之外，走线与马达固定也需要和Adurino与Grass-

hopper模型中的接点排序逻辑符合，这样预先设定的程序才能准确无误地

图1　结构三维变形的多个单元个体的组合

图4　Rhino编程模拟用同样长度的杆件形成不同曲率
三维曲面的结果之一

图2　多个不同尺寸、比例的单元个体组合浮现出的
整体形态的曲率变化

图5　引入伺服马达精确控制的单元个体

图3　计算机编程模拟三维几何变形的可能性 图7　批量生产过程

图10　三维滑动节点设计过程的变体比较

图8　弹性转动节点测试

图11　三维转动节点设计过程的变
体比较

图9　三维滑动节点设计、制作和安装拆解详图

图12　Adurino与模型联动测试图6　测试几何联动设计在全局尺度上的物理形态和
受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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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28782.htm。

由结构模型表现出来。最后环节的固定，要把整体结构更好地呈现出来，

体现它的结构性能。结构基础固定的设计不仅要能把它撑起来，整体性

好，还不能限制上面的变形，所以支撑结构也必须是可动的。最后选择的

六个支点，延续了形式逻辑的同时，提供了动态中的平衡，靠几何形式的

牵制保证整体构架的稳定（图14～图16）。

结语

“智浪”的目标是全局的设计和建造的实验，实现复杂性系统理论、

建筑系统设计、数字化加工制造、结构形式、构造设计和自动化控制系统

的有机整合，没有一味孤立地依靠数字建造工具的能力，而是反过来在可

选工具和材料的前提下，用设计组织资源，实现一个建筑设计师擅长的综

合方案。

我们并不是唯一通过新技术预演未来的前卫建筑设计师，建筑历史上

柯布西耶的“阳光城市”、日本的新陈代谢派、英国的Archigram等，都很

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技术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影响，提出对于未来的畅

想，但并未如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成为现实。只要是实验性的，就会有成

败 ； 只要是面向未来的，就会有幻灭。我们正处于数字化建造的浪潮中，

很难对它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能做的就是保持一种开放且批判的态

度，参与其中的同时不要迷失建筑设计师之所以成为建筑设计师的资本。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对设计导向的“智造”而非生产导向的“制造”更感兴

趣的原因所在。■

图13　Adurino与模型联动测试

图15　组装并连接的Firefly互动控制系统后的成品

图14　单元拼装和固定基座

图16　由Firefly程序控制变形的可变结构的不同形态

数字雕塑主义实践

一、引言

3D打印从专业领域延伸至民用领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作为一

种设计应用技术，3D打印不仅挑战着传统的设计理念，而且影响着当下的

建筑创作模式和设计教学模式，甚至未来工业与产业的发展。不可否认，

材料受限曾经是让3D打印备受质疑的硬伤——“缺钙的3D技术，就像缺

钙的孩子总长不高”； 色彩，作为产品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3D打印的一

大瓶颈，老式的3D打印机只能选择单色或者双色。但是随着技术的改进，

这些因素对设计和制造都不再构成限制。然而，即使是最早期的简陋设备

也不影响建筑师、设计师使用3D打印的热情，他们在第一时间将这些技术

突破应用在设计中，与之共同成长，直到今天。至于如何使用这项技术，

每个学派、独立个体、事务所都会有不同的见解与观点。下文我仅就自身

的创作经历，剖析3D打印在数字雕塑主义（Digital Sculpturism）时代背景

下的重要性和使用方式。

二、数字雕塑主义

雕塑主义，或者说数字化设计的雕塑主义，是长期以来贯穿于我的设

计实践和教学的审美标准。这一提法看似唐突，但我已在这个主题中徜徉

已久，当我师从Wolf D. Prix，博士论文开题时就试图对此进行诠释。

“雕塑主义”的提法最早出现在对1957 年弗雷德里克 · 基斯勒（Fred-

erick Kiesler）设计“无尽的住宅”（Endless House）的评价中。雕塑主

义，被拉尔斯 · 斯本布鲁克（Lars Spuybroek）归结为美院学派（Beaux-

Art Schools）的代名词，[1]或者被认为是形式大于功能的“美学坚持”。[2]

有出版物将埃里克 · 欧文 · 莫斯（Eric Owen Moss）的建筑称为雕塑般主义

（sculpturalism），[3]而弗兰克 · 盖里（Frank Gehry）的成功引起了世人瞩

目，他使用的Digital Project也让业界开始关注到软件在创造雕塑般建筑上

的潜力。在20世纪，利布斯 ·伍兹（Lebbeus Woods）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他极度异托邦式（heterotopia）的创造性、惊世骇俗的建筑形态被当时的

主流建筑界归为异类① ； [4]21世纪，扎哈 · 哈迪德（Zaha Hadid）使用先进

的数字设计工具成就了个性化的建筑塑形语言，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最富有

雕塑般美感的建筑 ； 埃尔南 · 迪亚兹 · 阿隆索（Hernan Diaz Alonso）则将

雕塑主义推向一个极端的程度。[5] 然而，当下关于“雕塑主义”更多的是

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的随性的评论，[6] 其概念、内容、含义和使用等

都是非常模糊含混的，建筑界对此缺乏明确的界定以及共识。

雕塑般形态的美学价值在于其活力与自由，多样化的形式和肌理展现

出社会的多元化并把人们从等级中解放出来 ； 在这样的审美方式中，精准

的视觉效果被推至首要地位。数字雕塑主义呈现出的这种审美原则和设计

方法，强调物体形态中的雕塑式的表现力，如同从雕塑家式的审美中衍生

出来一般 ； 数字雕塑工具的潜质是力图远离优适化算法所生成的造型，这

有利于数字雕塑主义延续巴洛克审美——极致的、丰富的美感形态②。数

字化雕塑的形态为现实与虚拟的无缝联结提供了条件，对于功能的关注减

少，有利于造型的诗意表达。数字塑型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超现实的空间形

态，这些高精确度的新的几何空间形态让人们失去辨认现实与非现实的能

力，尤其在后现代社会，先进的技术为塑型提供了保证。意图达到最高层

次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创造出这种特定的个人化审美和个性化视觉效果。

数字雕塑主义产生出极尽复杂的装饰细节，而这些细节仅靠传统软件

（如AutoCAD，ArchiCad，Sketchup）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传统加工

方法（激光切割、数控铣床等）可以用于参数化设计形态的初级制造，那

么3D打印已使错综复杂、交织连接的精细形态得以实现，而这些优势是其

他技术难以企及的。通过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生产出的复

杂造型和多样材质，激发了直觉的创造性，来驾驭不可预测性，开拓不稳

THE PRACTICE IN DIGITAL SCULPTURISM
马子聪 ｜ Steven Ma   编译：王蕾 ｜ Translated by Leirah Wang

摘要 增材技术制造和数字雕塑技术的结合，激发了建筑师把控复杂形体的雄心，使得复杂多曲面形体的建造成为可能，为超越那些平常而

理性、明确而简单的形体创造条件。因此数字雕塑主义更加侧重于艺术性，尝试建筑艺术化表现的多种可能性。本文通过极致盛放的设计实

践，解释了“数字雕塑主义”的概念，首先结合实践回顾3D打印在设计中的使用，其次从成为设计工具的3D打印，再次从3D打印对于形态

生成以及结构设计的影响，第四从材料实践以及对审美方式的改变，最后从3D打印的数字雕塑主义时代来对这一概念进行论证。数字雕塑

主义，作为一种设计工具和审美方式而存在，将在3D打印设计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关键词 3D打印　数字雕塑主义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the modeling techniques of digital sculpting, enables designers' 
ambition to create the complex form. With Xuberance's works this article formulat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Sculpturism" and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s from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uch as application of using 3D printing in design practice, 3D printing as design tool,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forms the structural design, the aesthetics change due to material practice and the era of Digital Sculpturism in 3D printing design 
as a design tool and aesthetic trend. "Digital Sculpturism"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ra of 3D printing, it reflects general excitement, 
enthusiasm, energy and high spirits. The richness of its contents suggest strong, unique and potent.
Keywords 3D Printing, Digital Sculpt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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