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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mportant way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iagram is an efficient approach in analyzing and expressing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achievement of green architecture design, as a result, establishing the diagram system and expression 

methodology could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ptimize design process, convenient thinking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structure design methodology. Through discussion of green architecture thinking process and expression system, as a field 

which contains complex design element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green architecture design needs the logic thinking and 

systematic expression system by applying visual diagramming language. Furthermore, through analyzing green architecture 

design case, this paper could further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rchitecture design, thinking construction and diagram 

expression, and illustrates that diagram will offer systematic logic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green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teaching, which finally reache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bstraction and concretization, form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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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解作为信息可视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当前绿色建筑设计的构思过程和成果表达进行深化分析和直观表达

的有效方法，构建符合绿色建筑设计操作机制和思维规律的图解系统和表达方法，对设计过程优化、思想交流便捷化

及设计思维构建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对绿色建筑设计的构思过程和表达方式的探讨，分析了绿色建筑设计作

为一种包含了复杂设计要素和评价标准的领域，需要培养理性设计思维，并运用清晰的可视化图解语言对其进行系统

化的设计表达。同时，通过对绿色建筑设计案例的构思过程和成果表达进行系统解读和分析，文章试图进一步研究探

讨建筑设计、思维构建和图解表达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图解表达作为理性的思考工具，可以为绿色建筑设计的

表达建立系统科学的思路，并为教学实践提供一套适宜的方法，最终达到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象、形式与技术的协

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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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伴随着当今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及信息交流的复合化，

建筑设计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已经由过去“简单”的技术图

纸的模式化输出，逐渐发展为对于城市空间中各种物质要

素和人文环境的系统性、全方位解答。与此同时，在当今

的建筑学教育和设计实践中，设计信息的传达（包括思考

的过程与结果）已经从传统的语言文字中逐步解脱出来，

并与系统性的图解表达紧密相连。图解表达方式具有更直

观和简洁的形式，可以跨越文化的障碍，并摆脱对文字的

依赖，因而成为设计师之间及设计师与业主之间交流沟通

最为重要的手段，使得设计理念的传达更加清晰、更易达

成方案构思的共识并取得设计推进的动力[1]。 

作为现在和未来设计推进的重要领域，以生态可持续

设计理念为主要特征的绿色建筑设计迅速发展，对于建筑

设计的评价已从过去主观艺术性的感性认知，逐步转变为

对于设计生态性的思考和可视化表达系统的理性构建。这

对传统的建筑设计操作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并促

使现行的绿色建筑设计在空间形态的感性创作和设计过

程的技术性展示之外，更加注重设计思维的逻辑构建及表

达方式的理性构架。 

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主导的时代，当绿色建筑设计

从广义的艺术创作范畴逐步演化为高度融合技术和艺术

且相对独立的学科时，现行的绿色建筑设计工作模式和表

达形式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和矛盾。因此，如何从设计现象

本身出发，将设计内在的功能性有效抽取，根据绿色建筑

设计过程和表达的特点，重新构架设计目标和各阶段不同

的设计内容，建立一种逻辑性的思维秩序，并运用图解的

手段进行理性且系统的表达阐释，成为建筑设计教育和实

践领域所面临的重要议题[2]。 

2．绿色建筑设计表达的现状问题 

绿色建筑设计，相较于普通的建筑设计课题，由于包

含更多生态技术要素和复杂的物质空间需求，其生态设计

目标的确立、构思概念的提出、研究过程的推进及最终的

成果表达，有更高的复杂性，因此，对整个设计系统的表

达和组织也有更高的要求。然而，国内的建筑实践者和教

育者多是运用传统的技术性图纸（如平面图、剖面图、空

间意向图等）对于绿色建筑设计的过程和结论进行技术性

的绘制和表现，难于清晰全面的传递绿色建筑设计的核心

内容，更不要说实践中灵活运用图解思维构建设计的分析

方法[3]。在当前诸多设计案例中，面对绿色建筑复杂的设

计目标和不同的设计阶段，设计的图形和图像语言并未有

效表达绿色建筑的技术性内容（如空间的物质循环、能量

计算及相关数据的量化）和设计的创作过程，设计创作和

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未能有效衔接。 

2.1．重感性创作而轻理性设计思维构建 

当前大多数的实际状况显示，设计者在参与绿色建筑

设计课题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美学范畴下的空间形态

设计，而忽略了对于理性设计方法的推导和逻辑思维的构

建。尤其是当操作绿色建筑设计类的课题时，在设计的初

始阶段完成相关调研后，设计师习惯性的从总体布局和功

能形态入手，如同完成事先设定好的各项“规定动作”般的

推进设计，最后再简单地将生态技术措施与建筑形体设计

叠加，却忽略了周边环境和基地本身的生态技术条件及制

约方案发展的各项生态因子。未能通过一套逻辑的分析方

法和思维框架，将各项与生态技术指标相关的制约因素逐

步、合理、有序地渗透融入到建筑设计的不同阶段，使得

看似完整的设计成果，更多的是对于设计片段的图形化展

现，缺少对于设计过程的总体组织及清晰阐释，“只见树

木，不见树林”。 

2.2．图象表现而非图解表达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生产的介入，带来了标准

化的设计和制造规范，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削弱了了绿色

设计过程中“创作”的分量。设计人员对于绿色建筑设计的

表达更多的是“程式化”输出，却未能将设计构思纳入到一

种逻辑化的图解语言中。有时，设计思维的产生与表达内

容无关，对于绿色建筑设计的内容传达，设计者往往关注

于图纸版面的视觉效果，通过逼真的效果图、精确的平立

剖面图等营造出令人兴奋的三维空间图景。对于创作和思

考过程的阐释，未能通过直观的图解方式进行展现，“花

拳绣腿”的图形掩盖了设计的实质内涵，设计内容的传达

变成了流于表面的形式游戏，而非源于设计本身的理性思

考。 

3．思考与操作方法 

绿色建筑的设计过程，除满足传统建筑类型的空间美

学、功能组织及人文环境等要求外，同时要加入气候条件

（如风和日照）、环境指标（温度和湿度）、材料特性等

诸多因素作为评价标准，有着更为复杂的设计过程。因此，

对于绿色建筑设计的思考和表达，需要灵活结合其“生态”

特性，并基于不同阶段的内容要求和设计目标，逐步建立

一套针对绿色建筑设计的思考创作方法，架构出符合绿色

建筑设计表达特点的图解系统。同时，探讨图解表达在绿

色建筑设计的各个阶段的运用--包括设计概念、生态技术

系统、研究过程及最终空间效果的可视化表达，总结其中

的思考逻辑和操作过程，最终构建清晰的设计逻辑、形成

理性的图解思维模式[4]。 

具体来说，在绿色建筑设计的不同阶段，经过筛选不

同的图解表达介质、提炼其内在逻辑，进而定义与其表达

方式相对应的绿色建筑设计内容。首先，在绿色建筑设计

的前期构思和概念生成阶段，根据设计立意在宏观层面

（如城市设计）和微观层面（建筑及场地本身）的不同定

位，运用二维或三维图形将核心理念简练、明确、清晰的

展现，表达出设计与场地环境、交通、气候等因素之间的

相互影响关系[5]。其次，在设计的深化发展阶段，运用解

析性的图解对绿色生态技术的选用、多方案比选、形体空

间的演进、功能组成、绿色建筑技术与方案空间设计的整

合等设计内容进行形象直观的表达。最后，在最终设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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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展示阶段，图解方式将传统的技术性图纸（如平面图，

立面图，剖面图等）通过更为直观生动的形式（如剖透视，

多层级的炸开图）进行表达，同时将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

等生态设计关系在技术性图式中进行细致表达[6]。 

绿色建筑设计，以一个逻辑的思维系统作为框架，

串联各部分内容，通过图解这一介质进行系统的可视化

传达，可以不断地启发设计思维并有助于完善整个设计

思维框架的构建，更好的表达绿色建筑功能形态、环境

场地及技术可持续性之间的相互关系[7]。 

4．设计案例探索 

对于绿色建筑设计的思维构建及图解表达的探索和

思考，需要在相关设计案例中进行讨论和完善。在此，以

“生产性要素融入的绿色社区设计”这一绿色设计课题为

例，探索并讨论绿色建筑设计的思维（分析）体系构建和

图解思维的设计表达这两个方面。在此次设计课题的训练

中，我们试图启发并引导参与者首先设定设计思维框架，

按照一定的逻辑合理构架概念提出、深化及最终成果等各

个阶段。设计的思考和操作过程通过图形和图像的图解方

式进行理性展现，绿色技术和生态因素被有机的融入到建

筑的功能空间设计中，贯穿整个设计过程。由于受到客观

条件（如数据信息的获取渠道）及自身认知水平所限，设

计思维的逻辑构建和表达过程不免存在问题和不足，但对

于绿色建筑设计的分析方法和表达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的

启发和指导意义。 

题目被设定在处于济南市东部新城的山东建筑大学

新校区，与急速扩张的城市区域相似，随着学校办学规

模的扩大，目前也面临着学生宿舍及餐厅空间使用日趋

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的状况。因此，设计任务拟定在现

有学生生活区东侧一块约3.46公顷的规划用地上，拟建

总建筑面积为40000平方米（地上35000平方米，地下5000

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青年教师公寓及食堂等服务设施

（图1）。在满足功能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如何以建筑和

景观为物质载体、城市农业生产为媒介、物质循环利用

为技术手段，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生产、生

活、生态为一体的创新绿色校园生活社区，从形体空间

和景观生态角度入手缓解校园问题，是本次研究性设计

课题的主要目的所在。 

4.1．设计总体框架 

与一般的建筑设计课题经过实地调研后直接进入空

间形体设计，最后再结合生态技术的线性设计模式不同。

设计者在初始阶段便被要求结合现状空间、功能、环境及

生态技术等多方面要素，设定出总体的设计策略和思考框

架，以理性的分析方式引导设计的推演。同时，在设定的

总体思维框架内，设计内容仅被模糊地定义，在随后的设

计过程中，运用图解方式和量化对比等手段不断调整优化

设计结构，从多种可能的设计图景中明确并完成最终的设

计成果（图2）。 

 

图1 基地现状。 

 

图2 设计框架。 

4.2．设计前期—问题整理与信息收集 

对于设计问题的收集是整个设计过程的开始，也是

图解思维运用的起始阶段，为明确设计目标和方向进行

铺垫。利用恰当的图解将项目的社会背景进行抽象化展

示，并将调研所获取的与生产性相关的各项技术数据,如

水、能量、食物消耗，结合现状的物质输入输出模型绘

制为空间分布及流动体系图，单一的数据信息借助生动

的图示进行解读[8]。同时，基地周边的功能业态、交通

使用方式和气候因子等物理信息的图示化描绘，形象而

充分的表达了设计场所的环境特征及人员活动方式和密

度，为下一步设计策略的提出准备了充分条件（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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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地分析。 

4.3．初始设计--整体策略的确立 

在理解场地空间特征和各项环境要素现状的基础

上，逐步清晰了对于空间布局和生产要素介入的整体设

计策略：以“最小性接入”原则，基于场地现状和未来可

能的功能需求，在各物质要素之间建立循环互动的生态

模式（图4）。首先，根据不同种植方式的产出和用地

密度比例关系，确定出较为理想的温室种植与传统耕地

的种植面积比例为4:1，作为场地农作物生产面积的设

计参考（图5）。其次，在任务书规定的容积率1、建筑

密度不大于30%的条件下，根据建筑整体在不同平均层

数下的场地占用状况，得出建筑层数与占地密度的直观

表达图，以此作为确定场地内建筑体量和密度形态的重

要参考（图6）。设计目标的数据内容被转译为直观的

可视化图解信息，结合设计目标的确立，通过比选的手

段确定了相对优化的空间使用方式。 

 

图4 设计策略。 

 

图5 种植方式与产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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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建筑层高与密度。

通过综合考虑周边场地功能的临近性、人员的活动方

式、场地竖向特征及日照风向等因素，发掘各类要素和未

来空间设计联系的可能性，推导出方案的用地策略和整体

布局方式（图7）。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此时脑中的

策略是模糊的，图解表达的信息往往包含了更多的主观因

素和个人经验成分（比如功能的空间布局方式）。然而，

初始构思阶段的图解信息，除了清晰的表达之外，更多的

是激发创作思维，形成抽象化的方案构思原形。 

 

图7 总平面场地设计策略。 

4.4．深化设计与评价验证 

确立总体设计策略之后，需要从空间形态、场地景观

及技术整合三个方面深化设计，以明确各组成要素在整个

生态设计构架中的相互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前期量

化的总体布局方式和种植方案，运用可以表达设计过程和

逻辑结构的解析性图解内容，展现各种场地元素和功能技

术之间的相互关系。 

空间形态与景观策略：根据推演出的建筑体量密度参

考，经过多个方案的比选，确定以不同形态的“合院空间”

作为基本元素，在水平和垂直界面组织各功能分区及其内

部空间，形成丰富多变、联系紧密、易于交流的功能形态，

同时，农业生产被引入传统的地面及屋面绿化，并与原有

的中水处理设施结合，绿植屋顶界面与地面以坡地形式自

然连接，形成具备生产性的连续生态水体景观。空间形态

的推敲过程以一系列生成性的过程化图解进行展现和解释，

强调了构思的初始动机和最终形态之间的转形关系（图8）。 

 

图8 形体推演。 

技术整合策略：技术在这里不再是游离于主体设计方

案之下的边缘要素，通过能量循环、水分循环、物质循环

及生产性种植技术等方面的阐释，与生产性要素相关的生

态循环技术与功能空间被融合为均衡有序的整体。建筑及

景观场地的生态价值在适宜的技术措施介入下，空间潜力

得以挖掘和拓展，并通过完整的循环体系图清晰的标示出

各生态要素和建筑场地在空间上技术关联性（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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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物质代谢分析。 

设计评价与验证：“量化”理念再一次被运用，并通过

“物质循环体系图”完整的展现了方案中各种生态物质元

素在空间中的相互连接和循环关系，继而进一步阐释了作

为技术和空间高度整合的生态设计方案，在现状基地状况

和理想的运转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大物质输出量（图10）。

同时，与现状的物质输入输出进行比对，强调了有机整合

后的“生产性要素接入的绿色社区”在满足空间功能布局

的前提下，具有较好的生态性和生产效率。 

 

图10 物质循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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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建筑设计是一门涉及多

个学科知识的综合学科，绿色建筑设计作为其重要的发展

方向，在传统的人文空间和功能美学训练评价体系之外，

融入了更多的绿色技术内容和生态气候目标。因此，在绿

色建筑设计教学实践中，迫切需要针对其多元化的复杂性

特点，进一步研究探讨建筑设计、思维构建和图解表达三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设计知识作为基础，运用图解语言

组织设计构思过程和表达方式，以更好的传达和阐释绿色

设计的理念及分析过程[9]。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建筑学专

业实践探索一条系统的、理性的思路，为专业教育，尤其

是绿色建筑设计的教学实践提供一套适宜的方法，最终达

到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象、形式与技术的协调统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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