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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建筑存量的累计增加、建设业

技能劳动者不足、地球环境问题、人口减少、人口老龄

化等诸多课题。现在，就让我们通过对住宅及建设产业

的未来前景的展望，来思索一下建筑及建设行业所追求

的创新究竟是什么注1）。

1．住宅·建设行业的创新方向

  所谓创新，不仅仅是局限于技术方面的革新。因其

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想法、新框架的导入，从而创造出

全新的价值、引起社会性的大变革注2），而被人们从各

个角度议论纷纷。关于住宅及建设行业方面，在内阁政

府制定的长期战略方针《创新25》当中，作为《20个创

新代表案例图解》中的一个案例，《200平米的200年住

宅》被提及。在这个设想案例中，在日本各地规划出有

效节能、育儿及介护支援充实的区域型都市，从而缓解

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对资产进行重

新评估，通过长期有效的技术的普及，创造出200平米

的便于安心居住的住宅。开发具有高度针对性和适应性

的住宅及建筑体系，使大都市圈以外地域的商品的附加

价值及成长率高于大城市圈等也被看好注3）。

    另外，在平成28年出版的科学技术白皮书第1

章“超智能社会”的到来中，对20年后的未来社会进行

了畅想。建筑领域方面，以《从建筑物的规划到维持管

理》为题，提出了洽谈顺畅化、施工智能化、维持管理

支援、以及现有基础设施的长寿命化四个项目。对

ICT、AI（人工智能）、BIM、机器人等发展方面进行了

设想注4）。

  民营企业之间的交流也愈发活跃，在创新型世界中

被称为“新结合（neue Kombination）”的新动向也有

所显现。例如在2015年6月30日被报道的，以亚马逊日

本、大和房屋改修、积水住宅、得斯清等企业为首，通

过对网络资源的活用，开设了住宅改修网上商城。作为

最初起步的服务，顾客可以在网上检索到约有5千种类

的住宅部件及建材，并支付一定的金额找到可以为其提

供施工服务的企业。同时，浴室、厨房、卫生间等局部

的改修也作为商品及服务进行贩售。由此可以预想到在

不远的将来，人们也许可以得到更加全方位的改修服

务。像亚马逊这种处于情报处理与物流行业领先地位的

企业，通过与住宅产业、建材产业、住宅设备产业等企

业间进行协作，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在今后的

住宅改修行业，低价安心的委托模式正在被逐渐孕育

中。

2．基于消费者需求的新型市场的创造

  创新，并不单纯是技术的开发，作为其结果，应是

为社会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创造出

了何种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因此也可以说，用户的需求

是创新的源动力。对于日本来说，住宅及一般建筑在数

量上已达到饱和、市场发展已经成熟。因此，能够引起

创造性突破的，并不是物质或施工方法的技术革新，而

是其所提供的服务的内容，以及提供的方法。在建筑设

计领域和施工规划中AI的灵活运用带来了技术面的奇点

（Singularity），由此可以预见，与以往不同的服务提

供方法及工作结构将会诞生。

    荷兰的高龄者专用环境共生住宅这一事例可以作为

上述预想的前兆。在荷兰Pelgromhof所建设的高龄者专

用环境共生住宅（图1~图4）中，计划入住的住户亲自对

入住的房间进行设计。为了便于这些非专业人士的高龄

者们进行设计，将家具等作成简单的平面的示意图，通

过对其进行排列便可对室内进行设计。当然他们也可以

从专家那里获得建议。我曾到当地进行访问，并同一位

居住在那里的高龄女性进行了交谈。她说：“我自己的

设计比建筑师做的还要好哦。毕竟是我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最了解它的还是我自己。”虽然这个事例是新建住

宅注5），但即使是对旧居进行改修的时候，对住户的需求

了解的最清楚的还是住户自己。日本的商品房为了能够

畅销，基本采用了市场需求的最大公约数的设计和式

样。但在旧居改修的情况下，住户自行考虑改修方案，

因此可以得到最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案。对于住户来说，

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点，正是改修的最大魅力所

在。日本的一些工业化住宅建设公司已经为了便于客户

自行设计自己的家而设立了用于辅助的专门网站。随着

AI的发展，就住宅产业而言，无论是独栋住宅还是新建

的公寓、或是旧居改修，住户自行进行设计的做法在很

高的程度上都可以得到实现。

世界各国传统的建筑构法

第7回 住宅・建设行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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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工厂生产的单元内装部件来分割室内空间

的方法，可以帮助居住者自己设计室内部分。日本的一

家房地产公司所出售的公寓中，不仅浴室、卫生间等部

分，包括厨房在内，室内的空间都是可以进行自由布局

的。室内以不同种类的单元型可移动收纳柜作为分隔

墙，通过操作其下方的手柄来对其进行移动。为了实现

自由的布局，柱和梁都不会凸出暴露在居室内，户内全

部使用双层地板及吊顶，从而使得平面布局自由度得以

最大化。这种以可移动收纳柜作为分隔墙的手法，从

KEP及NEXT21起就一直被使用。在现在的长期优良住宅

中，也提出了通过使用可移动内装部件来实现室内布局

的可变性。

图2　住户自己所画的平面草图

图1　荷兰，高龄者专用环境共生住宅

（照片由建筑师 Frans van der Werf 提供，図 2 - 4同样）

图 3　设计房间布局时辅助用到的家具平面示意图

图4　荷兰，高龄者专用环境共生住宅的住户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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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熟练技工紧缺的住宅·建设行业来说，对住户自行

设计·施工的这一做法进行推广非常重要。即使非专业

人士也能够轻松进行施工的工法的研发，降低施工成

本，可以为终端用户带来极大的便利。最重要的是，室

内布局能够随着家庭构成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进行变更

这一点，可以直接提高住户的生活质量。如何减少繁杂

的施工程序、如何用最少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改

修作业，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将家具作为内

装的一部分，对室内进行改修。UR都市再生机构通过与

宜家以及无印良品等家具制造商合作，开展着“年轻人

也想居住的现代室内空间”的改修活动。在住宅·建筑

产业中，家具制造商所起到的作用在今后会不断扩大的

可能性非常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厨卫浴、收纳等部

分都将在工厂进行单元式生产，而施工现场的作业就只

剩下单纯的拼装作业而已。

3．整体供应链的再构筑

    相较于其他行业，已经发展成熟的住宅•建筑行业

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经常被认为是没有作为。尽管对建筑

存量的活用事业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但对比新建工

事，改修工事费用虽低却需耗费人力物力，因此人均产

值呈减少倾向。为此，以各现场为单位提高生产率，还

需对包括资材的流通以及专门工程单位等在内的整体产

业结构做更加效率化、合理化的调整。

    比如说，公寓的改修工事之所以工期长、价格高，

其原因也许就在于对于以户为单位的改造项目，也采用

了与大型新建工程相同的应对办法。位于荷兰福尔堡的

公共租赁住宅，在新旧入住者搬出搬入的三周时间里，

就根据下一任入住者的希望而对房间做了一定的改修。

而使其成为可能的，正是高效的后勤管理系统的构筑，

以及使现场配管作业效率提高的工法的开发。在既存建

筑的改修工程中，需要做到整体供应链的合理化，使多

种建材能够高效地送达施工现场，并对专业技能劳动者

进行合理的调配。

    我国的住宅产业从设计到生产、再到维持管理，情

报技术在整体产业链中得到灵活运用，已经成为世界独

有的先进产业。工业化住宅制造商的生产工厂里，机器

人将各个设计不同的住宅的结构部件，按照现场实际施

工搭建的顺序对其进行焊接作业。在加工木造房屋的结

构部件的预切割工厂，用于不同房屋的木制部件在接口

部位加工过后被保管在自动立体仓库，等待出货。在一

些办公建筑的施工现场，幕墙外立面及室内隔墙等较重

部件的施工安装中会采用机器人，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见。在未来，考虑到便于机器人进行施工作业，建筑的

框架形态也许会逐渐趋于简单化。

    图5是某栋集合住宅的结构主体，分户墙采用了干

式施工工艺，因此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没有柱或承重墙

的室内空间。尽可能的将结构主体设计成简单的形式，

不仅可使机器人施工变得可能，在应对未来的不同变化

时也可有更大的自由度。关于这一点，在尼古拉斯•哈 

布瑞肯于1961年出版的《Supports: An Alternative to 

Mass Housing》一书中就有所提及。近年来，3D测 量仪

的应用不断被推广。通过使用3D测量仪对结构主体的

尺寸进行高精度的测量，不仅在新建工程中，即使在将

来的改修工程中也会起到很大作用。今后，对新建公寓

的结构主体尺寸进行高精度测量，并将所得数据分发给

各房屋所有人，对于其将来的改修工程的顺利进行会有

很大帮助。

4．产生社会创新的社会制度改革

  由于日本的住宅•建设行业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仅

仅靠现有技术方面的改良很难掀起创造性的变革。而包

括制度放宽在内的社会系统的改革，有很大的可能性能

够为我们带来社会的创新。

    比如，以新建工事为前提制定的相关建筑法律法

规，被认为是阻碍既存建筑存量活用这一新兴产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据我了解，在美国，当初的建筑相关法律

法规也主要是以新建工程为对象而制定的。因此，对于

既存建筑的改修，或因自治政府的不同，或因建筑物的

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评判标准。在当时的美国，建筑所

有者或建筑师们很难预测出政府会对该建筑在改修工程

的初期规划阶段给出何种的判断，而这也被认为是人们

对既存建筑改修敬而远之的一大原因注6）。既存建筑存量

开始得到活用的转机是新泽西州于1998年所实施的修正

法案。在此之前，“改修工程”（Alteration）这一词

语的定义一直都非常模糊，囊括了各种不同的工程。为

此，根据工程的内容及规模，将其区分为以下三种：不

改变室内格局的“装修改修工程（Renovation）”、室

内格局发生改变的“改修工程（Alteration）”、施工

期间无法继续使用该部分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改建

（Reconstruction）”，并就此对其所涉及的适用义务

图5　高层集合住宅的形式简单的结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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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进行了整理。正是以此为契机，既存建

筑的活用可以说是得到了促进。

    新泽西州的这一事例在后来被作为范例

（图6）在全美国得以适用注7）。即使在美国，

也并不是从最初开始就对既存建筑进行了积极

有效的利用，而是可以说是针对现实的状况对

制度进行了改正所带来的结果。对于日本来

说，为了既存建筑的活用事业得到顺利推进，

对现行制度一点点的进行修改也是必要的。对

社会系统所做出的各项细小的改善不断积累，

其结果也许会是为我们带来重大的创新变革。

    因社会系统的改变而孕育出的崭新的商业

模式的另一个事例，是建于阿姆斯特丹的填海

造陆地区IJburg的，被称为SOLIDs的项目（图

7~图9）。由于阿姆斯特丹市的政策放宽，建在

这个地区的建筑，除了用做工厂及色情行业，

用途基本上是自由的。而该建筑的供给方式也

是具有开创性，采用了网络竞拍的方式决定租用者。也

就是说，出价最高的人才能获得入住的权利。

    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建筑师比登戴

克。填海造陆所形成的街区因具有阶段性的成长特征，

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无法准确推测。因此，比登戴克认为

比起建造特定用途的建筑，不去刻意限定建筑的用途，

如既是住宅但也可用作办公室或店铺，像这样将其设计

成能够适应不同用途的建筑更为妥当。使建筑能够适应

多种用途，建设初期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对于房地产行

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减少空房率，而这种用途自由的以结

构框架为单位租赁的方式能够招揽到愿意付出最高租金

的用户，他们坚信通过这种方式一定能够使资金得到有

效回笼。

    由于各种各样的人或团体都可以申请参加网络竞

拍，因此实际实行的时候也遇到了各种麻烦。比如，原

本拍下了7楼一部分区域计划用做住宅的用户，因为同

层的大部分区域被作为办公室使用而被找到协商是否可

以换到其他主要用做住宅用途的楼层。最终，建筑的低

层部分被用做餐厅、花店、牙科诊所等，上层部分则形

成了办公及居住的符合业态。

    于1971年至1973年担任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简称

RIBA）会长的亚历山大•约翰•高登（Alexander John 

Gordon）在1972年曾说过：“Long Life, Loose Fit, 

and Low Energy”。他在石油危机爆发前便如此阐述了

今后建筑应有的姿态，提倡建筑的长寿化、可变性和低

能耗。直到今天，英国的一些建筑师们仍将其作为具有

前瞻性的语句来引用。如果一栋建筑在建造时被过于拘

泥于功能用途以及目的，也许在刚竣工后它确实是最合

适的建筑，但随着社会的变化、使用者的变化，这栋建

筑会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很难被长久的使用下

去。因此，适当的留有余地，便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使

Loose成为Fit。就像和服一样，无论胖瘦都能够穿着合

身。而对于建筑来说，能够灵活应对人们的需求的建筑

才可以说是Loose Fit。以“Long Life, Loose Fit”为

目标的建筑正是为了达到长寿命化，减少资源浪费，环

保“Low Energy”的可持续建筑。这类建筑，在1970年

代初期被RIBA的高登会长认为是今后建筑的发展方向而

被提倡。

    阿姆斯特丹的SOLIDs以及RIBA高登会长的观点，同

样适用于展开着既存建筑活用事业的日本。关于既存建

筑的活用，并不是单纯的确保结构主体长寿化、建筑长

久不倒能够使用，而是要构筑一个通过对其内部空间进

行改修而使建筑能够长久满足使用者需求的社会体制。

    在日本大约有600万套公寓房存量。而10年后，楼龄

30年以上的公寓将超过250万套。住宅的大规模修缮工程

需要技术性的知识储备及资金管理的能力，而随着住户

们逐渐迈入高龄阶段，要想做到保持维护管理的合理性

并不容易。将其委托给值得信赖的专家也是一种解决办

法，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依据区分所有法的住房供给

方式虽然适用于新建住宅，针对长期持有、维护管理、

拆迁重建等却并不适用。建筑的长寿命化，特别是建筑

主体以及外装部分等建筑框架部分的长期持有、维护管

理并不应交予个人或其管理组织，将其交予公共机关部

门来负责执行或许更为合适。这样，在应对严重的地震

灾害时也可让住民们更加安心。土地及建筑结构框架用

于租赁、室内户型由入住人自行设计•施工的结构框架租

赁方式，在之前因涉及到住户更迭时的内装处理问题而

并未被积极地采用，但在今后，也许有望被作为住宅供

给方式对其进行再次评估。

    另一个有待改善的日本建筑社会系统，是城市规划

与建筑设计间的相互协调。尽管日本每一栋建筑单独来

图6　美国：将曾经定义模糊的“改修”的分类 重新明确化

出处： SMART CODES in Your Community,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DC 2 0 4 1 0，Building Technology, Inc. 
Augus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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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程度

修缮

修缮

增建

增建
改建

装修改修

全国适用的推荐改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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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都很出色，但集合了这些建筑的城市景观却被认为并

不协调。市中心的容积率过高，当在邻接低层住宅区的

土地建设高层公寓时，纠纷便时有发生。曾经的日本，

古老城镇也是町屋并立，景色优美，有着舒适的生活环

境。据说，在京都曾有一个被称为“町式目”的规矩，

不仅是建筑的形式、做法，包括街道的清扫方式、地域

的治安、消防及失火时的责任认定等，从硬件及软件两

方面对城镇的居住规则进行了界定。在京都的姉小路地

区，为了继承前人的智慧实施了平成版的町式目制度。

实际上，全国的各个城市区域都有必要对建筑的规划方

图7　荷兰，IJburg的开发

SOLIDs是图片最下方正在建设中的建筑

（照片由 Ir. Frank Ph. Bijdendijk 氏提供，图8・9同样）

图 8　荷兰，SOLIDs外观
Baumschlager and Eberle, Architects

Owner: Het Oosten
Development Company: Krystal

图 9　荷兰，SOLIDs平面图
建筑设计：Baumschlager and Ebe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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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巨大灾害的应对创造全新的社会价值

  虽然我国是灾害频发国家，但防范于未然，保持向

前看的姿态去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也有可能会成为孕

育出全新产业的契机。

    在今后的30年之内，被认为有很高几率会发生大地

震的地区，如今正聚集着大量的人口、进行着高度的社

会经济活动。海外的一家再保险公司将东京认定为世界

上灾害风险指数最高的城市注8）。在首都和各大城市集中

了过多的人口和各种技能，一旦发生首都直下型地震、

东海地震、南海海沟地震，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

将会遭受重大的影响。为了降低灾害风险，提高日本整

体的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就需要纠正城市区域人口及机

能过度集中的问题，寻求全国整体平衡的居住状态。伦

敦、巴黎、柏林等首都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为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不等，但东京因战后人口由地

方迁入东京，东京圈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

经突破百分之30。如今，全国各地就地域创生问题采取

了一系列举措，而东京过度集中与地方问题的合理处

置，将成为解决日本未来课题的政策基础。不仅限于将

文化厅转移至京都市，各省厅的主要职能也应向地方城

市转移。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国家和地方的职能分配

以及行政和议会关系等问题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

现在正是应着手实行的时机。

    从地方城市前往东京的大学进修的年轻人非常多，

但由于东京学费、生活费高昂，学生们有限的时间更多

的被打工所侵占，常常导致学习时间不足。而外国的大

学生们大多住在校园内的学生宿舍中，专心于学习、运

动及地区活动等。这一点与日本的学生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那些肩负着日本未来的年轻人们，更希望他们在学

生时代能够留在地方，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对时间的有效

利用上。

    另外，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时，通常会建设临时应急

住宅。但由于当地自治团体和各企业也同样遭到灾害影

响，很难做到快速应对。一位名叫做葛文俊的建筑师设

计研发出了一种仅用3分钟就能够组装完成的被称为

Movilla的可移动式住宅。西藏等气候条件严酷的山区的

宾馆，由于受淡季与旺季的影响可利用的时期受限，实

际利用率非常低。而Movilla可以通过普通卡车将其运送

到有住宿需要的地点，年间的利用率可达到85%。

    对于一般难以进行建设工事的国立公园，可以将这

种可扩展为移动式住宅的营地房车作为住宿设施，季节

限定设置在公园中，而在灾害发生时能够作为临时应急

住宅运往受灾地。如果能够构筑起这样的社会系统，振

兴地区观光产业以及灾害应对的两个课题都能够得到解

决。

6．最后

     至今为止，日本的经济成长一直都离不开企业•大

学•政府三方紧密协作的大背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

日本住宅•建设行业为了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仅仅依

靠技术开发、技术革新是不够的，更应重视创造全新价

值的社会系统的重组。为了促进社会系统改革与技术革

新高效一体化地稳步推进，今后也需要掌控政策调控的

行政部门与担任技术研发的部门间的通力协作，也就是

说，持续推进企业•大学•政府三方协作的开放式创新是

关键所在。

注）
1）本文是根据笔者在2016年10月28日举办的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建筑

研究所创建70周年纪念 演讲大会中的演讲《住宅・建设行业的创

新－建筑存量的活用及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内容所记录。

2） 长期战略方针“创新25”：内阁政府在平成19年（2007年）6月1日

内阁会议决案。

 http://www.cao.go.jp/innovation/index.html
3）  20个创新代表案例图解：内阁政府

 http://www.cao.go.jp/innovation/action/conference/minutes/20case.
html

4）   “超智能社会”的到来：平成28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other/__icsFiles/afield
file/2016/05/19/1371168_005.pdf

5）类似长期租赁业主的形式

6）  SMART CODES in Your Community,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DC 20140，Building 
Technology, Inc.，August 2001
https://www.huduser.gov/portal//Publications/pdf/smartcodes.pdf

7）  该范例中将“重建（Reconstruction）”定义为包括走廊及玄关处的
改修工事（work involving reconfiguration of spaces including 
corridors and exits）。

8）  世界大城市自然灾害危险指数：平成16年版防灾白皮书。原始资

料为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年度报告。
 http://www.bousai.go.jp/kaigirep/hakusho/h16/
BOUSAI_2004/html/zu/zu1000080.htm

（上述网页的参考时间均为2016年10月）

　个人介绍

南　一诚（MINAMI KAZUNOBU）

芝浦工业大学 工学部 建筑学科 教授

近期研究方向：既存建筑存量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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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重新考虑，这样，也许可以逐渐解决建设高层公寓

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