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日本早期建筑生产合理化的推动

当前，日本建筑业面临着技术工人的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合理生产、提高效率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在建筑领域，建筑生产的

合理化一直被认为是最本质的研究课题。早在 1937 年 12 月，致力于

住宅与社区建设的建筑师市浦健在日本建筑学会的建筑杂志上发表了

题为《建筑生产的合理化》的论文，倡导建筑生产的工业化
[1]
。实际上，

在该论文发表前，他就曾提出变革性的提案：日本建筑施工应由传统

耗时的现场“湿作业”转向由工厂生产部品组装的“干式构法”( 干
作业 )。在看到阿尔伯特・法维尔・白密斯 (Albert Farwell Bemis) 于
1936 年出版的《进化中的住宅》(The Evolving House)[2]

一书所列举

的预制化住宅案例后，他更加坚定了对工业化课题的探索。

日本开始建设钢筋混凝土建筑是在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大量房屋

受灾之后，但由于当时仍以木结构的独栋住宅居多，所以钢筋混凝

土建筑难成气候。直到二战后为应对 420 万户的住房缺口，才真正

开始大规模建设钢筋混凝土集合住宅，很多建筑师都参与其中。如

1946 年 4 月前川国男等人设计的量产化板式预制木结构住宅“预制

MOS”(PREMOS)1)
试验住宅 1 号 ( 图 1)，展现了建筑师的智慧与贡献。

与此同时，始于1950年的住宅金融公库 (现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 )

住宅，通过长期低利率的融资促进住宅建设；始于1951年的公营住宅，

向住房困难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低租金住宅；始于 1955 年的日本住宅

公团 ( 现为 UR 都市机构 )，在大城市区域集中开发建设住宅区—

这 3 种住房供给形式构成日本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确保了住宅建设

的数量 ( 图 2)[3]
。

随着日本住宅公团集合住宅的大规模建设，钢筋混凝土技术在

日本各地及民营项目中推广开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日本又引进

了欧洲大型预制混凝土技术。至 1973 年，全国范围内住房短缺问

题得以解决。数量问题一解决，住宅质量问题随即被提上日程。人

们认识到，为了提高集合住宅的居住性能，在考虑居住者个性化需

求的同时，也应重视居住多样性和可变性等要求。恰逢此刻，荷兰

学者哈布瑞肯 (N.J. Habraken) 发表了针对批量式住宅的单调乏味

的批判和改善对策的文章，这与日本的反思不谋而合，因而在日本

引起极大的关注
[4]
。

2  开放建筑理论在日本的演变与发展

日本钢筋混凝土结构集合住宅的内装施工虽然在战后初期仍主要

依靠传统施工技法，但为促进生产合理化、提高住宅质量，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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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户楼板错开、提高户内层高的“市松框架

结构”。由于SI住宅对用水空间 (厨房、厕所、

浴室 ) 布置的自由度要求较高，因此必须设

置架空地板以布置管道。而市松框架结构则

只在住宅半边设置架空地板，通过在各层交

错布置楼板，压低建筑整体高度并降低建造

成本。在“三条城市 EX”(Urbanex Sanjo)
项目中，则根据对当地居民和专家的访谈，

采用传统京都町家的环境共生手法，创造出

与京都市中心的城市肌理 (urban tissue) 相
融合的建筑形象。

随着不动产业界日常广告的频繁宣传

和《长期优良住宅普及与推进的相关法律》
6)

的贯彻，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推进 SI 住宅

综合技术研发，并确立了优良住宅部品 (BL
部品 ) 认定制度，持续实施了一系列政产学

( 政府、产业、学校 ) 协作的项目。SI 住宅

的供给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产权持有和租赁

两种方式，而是出现了包括结构主体租赁、

定期租借等新的形式。随着 SI 住宅的发展，

新技术及社会体系的完善仍具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值得期待。

2 日本住宅政策的变迁

1  预制 MOS 试验住宅 1 号外景

对建筑部品、建材及住宅设备进行研发。对

于集合住宅来说，居住者不是特定的，可谓

各种各样。因而以多样性应对不同需求的建

筑设计及策划变得非常重要。

日本集合住宅的面积普遍较小，因此产

生一个提案：让空间分隔具有“可变性 ( 适
应性 )”，以应对生活方式和家庭人员的变化，

从而让住户在有限的空间中长期居住。这一

解决方案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无论商品房还是租赁房，在住户发生

变化时其内装也会随之改变。为了避免凿

墙穿洞造成结构破坏，提高建筑主体寿命、

赋予内装体充分的可变性成为重要的一环。

日本可变性住宅的做法受到了开放建

筑 (Open Building) 理论的影响。该理论最

初源于哈布瑞肯的著作《支撑体：大量性住

宅的替代品》(SUPPORTS: An Alternative to 
Mass Housing)2)

。他将住宅的支撑体 (base 
building，指结构体等 ) 和填充体 (fit out，
内装及设备 ) 分离开来，在反思批量式住宅

建设方式的同时，阐明了内装设计师应该是

居住者本人的观点。这一理念在之后日本的

各项研发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建设省 ( 住宅部品开发中心 )、日本住

宅公团和民营企业联合开发的 KEP (Kodan 
Experimental Housing Project) 引入了可

动分隔墙和可动收纳墙。紧随其后的 CHS 
(Century Housing System) 开发出了内装和

设备在更换时间上更合理、操作上更容易的

“长期优良住宅”。而住宅城市整备公团开发

的 KSI (Kikou Skeleton Infill) 住宅则研发出一

系列普及性很广的技术，包括：1) 具有高耐

久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主体；2) 允许分隔墙

自由布置的没有小梁的大型整体楼板；3)
运用分水器将共用竖管全部布置在公用管道

井中的技术；4) 直贴天花板配线系统 ( 使用

扁平电缆 ) 将电力线路与结构主体分离的技

术等。

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内装体

的可变性和结构主体的长久性成为全社会的

普遍要求。然而 SI 住宅的实施不仅依靠技

术研发，更依托于不动产登记、融资等社会

层面体系的完善。为了使 SI 住宅顺利通过

日本各种制度审核而得以实现，“二阶段供

给方式”
3)
及建筑研究所的“筑波方式”

4)

等一系列研究被给予厚望。

实验性集合住宅 NEXT215)
是将“二阶

段供给方式”研究和城市整备公团、建筑研

究所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融合一起的集大成

者 ( 图 3~5)。在这个项目中，除结构主体、

内装体外，还引入了“壳体”( 外墙、分户墙 )
的概念。NEXT21 之后建造的“吉田灵动庭

院”(Flex Court Yoshida，由大阪府住宅供

给公社开发于 1999 年 )，则在创立内装体

管理体系的同时，尝试在结构主体上采用将

定期租房制度

定期租房制度 住宅性能公示制度

定期租地制度

地市住宅供应公社

《
居
住
生
活
基
本
法
》
及
《
居
住
生
活
基
本
规
划
》
的
制
定

1995 年 住宅宅地审议会答辩相关事项

 2000 年 住宅宅地审议会答辩相关事项

 2005 年 社会资本整备审议会答辩相关事项

住宅建设五年计划

日本住宅公团

住宅金融公库

公营住宅

UR 都市机构住宅、城市整备公团 城市基础设施整备公团

5 年内的住宅建设目标

(政府公共资金住宅的项目量 )

有限租金制度

· 向提供支援的民间机构转换
· 新城开发项目的降温
· 与地区公团 ( 其他地市整备 )
 的整合

与住宅用地开发公团的整合 商品房项目的降温

居住水平

目标

引导居住

水平目标

居住环境

水平目标

· 住宅性能水平 ( 无障碍化目标 )
· 增建、改建的预测

· 地区住宅交付金

  制度的创立

【基于综合计划强力推进住宅建设】

【设计自由度提高 · 结构造价高的问题得到修正】 【确保住宅品质 · 保护消费者权益】

【公寓重建组织设立、权利
变更手续等】
【放宽大规模维修、重建的
审核条件等】

【公寓管理人资格的创立、
管理公司的注册制度等】

【基于公积金商品房制度等相关
制度向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住宅】

【针对住房困难的低收入群体
提供的租金低廉的住宅】

【在大城市区域进行的不燃住宅集
中建设和住宅小区大规模开发】

(1950)

(2005)

面向中等收入群体的

特定优良租赁住宅制度

(1993)

(1996)

(1999)

(1998) (2000)

(1951)

· 针对一般个人的

 直接融资开始降温

· 独立行政法人住宅

 金融支援机构设立

(2007.3) (2007.4)

1945 20001975

图例

2006“向市场功能及住宅存量转化”“从‘量的确保’到‘质的提升’”

· 最低居住水平
· 平均居住水平

【通过长期低利率的融资促进住宅建设】

· 基于经济水平和居住条件的租金制度

· 购买、租用等方式

12

(2003.10-)
·“证券化支援事

 业”启动

12

(2000)
公寓管理合理化法案

12 (2002)
公寓重建协调法

区分所有法修正案

12

(2001)
面向老龄人的优

良租赁住宅制度

12

17

7

通过融资

引导住宅质的提升

7

7

7

7 7

(1991)

“三五”(1976)“四五”(1981)“五五”(1986) “八五”(2001)

(1965)

(1955) (1981) (1999) (2004)

(1966)

17

“‘住房难’问题的消除”

013ARCHITECTURAL JOURNAL



3  建筑工业化构法与预制化技术及工法

3.1  预制混凝土等工法的开发

日本在住宅建筑的工业化构法领域针对

建筑的结构主体、内装、设备等各部分都在

不断地进行生产方法及生产合理化体系的研

发与应用。在建筑结构主体部分开发了针对

柱、梁、楼板等各部位的预制混凝土工法技

术。由于预制混凝土构件在施工现场进行组

装较为繁杂，因此日本尽量避免混凝土构件

的过度预制化，探索出一条基于工业化方法

的现场施工与工厂生产相结合的道路，相继

开发出诸如柱与梁接合的节点连接工法、应

力较小的梁中部连接工法等系列化工法 ( 图
6)[5]

。通过应用柱和梁完全预制化的 LRV (横
插纵立，Left Right Vertical) 工法及 SQRIM 
( 三井住友构件一体化，Sumitomo Mitsui 
Quick Rc Integration) 工法，可以在两天半

的时间里完成超高层公寓一层楼的施工 ( 图
7) [6]

。对于需要实现大跨度空间的办公建筑，

通常采用钢结构大跨度梁的设计。而采用钢

结构大跨度梁还是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大跨

度梁，则是基于当时的钢材价格或预制混凝

土工厂情况等条件来做综合性判断。

在日本相关的技术应用中，有些工法可

以省去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钢骨钢筋混凝土结

构中所需要的模板，以实现现场施工合理化。 
钢管混凝土 (CFT，Concrete Filled Steel 

Tube) 是将混凝土填充浇筑在钢管中作为立

柱的构法，其构造可以以较小截面立柱支撑

大跨度空间。工人们通常会使用波纹钢板或

半预制混凝土的工法在施工前期搭建起楼

板，以确保现场施工作业的安全。这种将楼

板的上半部分混凝土预留给施工现场浇筑的

半预制混凝土工法，由于实现了梁和楼板的

一体化，使地震力等水平力能有效地传导，

比全预制化混凝土更适合做楼板。图 8~10
是半预制件在施工现场内浇筑的实例。在这

两栋共 500 套住宅的高层公寓的施工现场，

半预制混凝土楼板和立柱等构件都是在场地

内浇筑的。由于在现场可以制造出较大的构

件，因此比在工厂制造更为高效。在这个工

程中，大梁的钢筋会预先浇筑在立柱中，工

人在现场浇筑上半部分楼板的同时，浇筑

混凝土大梁。为了促进建筑生产的合理化，

像这样在现场进行生产的工业化 (reversed 
Industrialization，逆向工业化 ) 也必不可少。

在集合住宅中，上下楼层之间的隔音性

能非常重要。此外，室内若有次梁则会制约

其平面的设计，因此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采

用将楼板加厚并去掉次梁的设计。在阳台设

计中，由于扶手固定及排水沟等细部施工非

常困难，施工企业大多不用半预制混凝土板

而使用全预制混凝土的工法，其做法也符合

施工安全的要求。另外，由于配筋、模板装

模过程较为复杂，通常将施工动线中的楼梯

进行预制，方便工人使用。外墙、公用走

廊的墙体及分户墙通常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

(ALC)，施工分户墙有时也采用在轻钢龙骨

(LGS) 两面贴附防火石膏板的工法。

3.2  住宅部品、住宅设备的开发

住宅设备
7)
的工厂化生产也在不断发

展。以 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日本开

发了整体浴室，另外还开发了整体厨房，如

今这些整体厨浴部品的普及率非常高。建设

企业为了应对建筑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也

开始采用整体厕所部品。在集合住宅中，为

了方便排布管线，地板通常做架空设计。由

于提高结构主体施工精度和施工成本相挂

钩，UR 都市机构采用天花板直贴电气配线

的工法，并使用了超薄扁平电缆部品
8)
，但

也有部分民营企业仍然利用吊顶中空部分作

为电气配线的空间。采用给水分水器的方式

是 UR 都市机构在设备及管道工程施工合理

化技术的研发成果，如今在民营企业工程中

得到了大量应用与推广。

近年来，日本利用虹吸原理研发了零坡

度排水系统，该技术可通过直径 20mm 的

排水管将厨房、洗脸间和浴室等排出的生活

污水无坡度地横向排放至共用管道中。采用

此系统的厨房、洗面台、浴室等可以设置在

距离共用立管较远的位置，大大提升了套内

3 NEXT21 实验集合
住宅外景

4 构成 NEXT21 的建
筑部品

5 NEXT21 中结构体
和设备的关系

排
气

厨房
排气

出风口
出风口

回风口

进气

表箱

厨房
排水管 给水管

给热
水管

热水、自来水
给水分水器

架空地板内部
电力、弱电

燃气管、给热水管、
给水管、污水管、
冷水温水管、厨房
排水管

排水
管

5
预制混凝土基座

彩色不锈钢窗间面板 栏杆

ALC 板
角钢

挤压成型水泥板

换气百叶

窗檐

门上横梁

彩色不锈钢
窗间面板

挤压成型水泥板
瓷砖面板

设备管道

Omnia 板 ( 半预制混凝土板 )

现场浇筑混凝土

混凝土预制柱

双层混凝土
预制地板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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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设计的自由度 ( 图 11、12)，即便地板

下管道空间狭小也无妨，可以期待这一崭新

技术今后在层高较低的既有集合住宅改造中

发挥作用。

日本每年新建的独立式住宅和集合住

宅合计有近 100 万户，这大大促进了住宅

设备设施的技术开发。于 1973 年设立的日

本住宅部品开发中心 ( 现为财团法人 Better 
Living)，实行了优良住宅部品 (BL 部品 ) 认
定制度，截至 2019 年 4 月已确定了包括厨

房、热水器、门窗框、车库等 56 个认定类

别的部品名录。另外，日本基于企业的提案

建立了一个住宅优良部品的开放系统 (Open 
System)，以持续供应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

住宅部品，进一步推动着工业化住宅构法的

研发。为了促进工业化构法的可持续发展，

相关分支系统的开发工作也变得极为重要。

4  提升建筑生产效率的先进性技术运用

如今，为了解决建筑技术工人短缺的

问题，需要从建筑生产全过程的各方面提

高建筑生产效率。日本国土交通省制订

了至 2025 年生产效率提高两成的目标，

将信息通信技术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导入调查、

测量、设计、施工、验收、管理维护、更新

改造等建筑生产全过程的 “i-Construction”
项目得到应用

9)
。依靠 ICT，政府预计将在

中长期内填补工人减少的空缺。实现生产

效率大幅提升的目标仅通过每个企业和施

工现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整个住宅建

设产业的努力更是不可或缺。如今日本的

住宅建设产业已经在石油危机、经济泡沫

等一系列历练中，通过引进工业化体系、研

发建筑构法等技术革新，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未来的发展将不仅局限于工业化建筑

构法的使用，更在于对机器人、信息技术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人工智能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一系列新技术的探索，

以实现建筑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优化提升。当

前在普通办公建筑等施工现场，幕墙及内部

隔墙等较重的建材已交由机器人进行安装。

为了减轻高龄工人现场作业的负担并提高生

产效率，施工现场也已开始引入建材搬运机

器人等先进设备。此外，为了让工人专心于

现场施工作业，工地也开始尝试交由机器人

完成部分清扫工作。今后，人们在建筑结构

主体的设计上应会追求较为简单的建筑形体，

以方便机器人能够更好地完成施工作业
[7-8]

。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技术正备受关注，利

用其进行规划审批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在可

预见的未来，规划审批所需时间将大幅缩短，

从初步设计阶段开始便可以自动检查是否符

合法规，从而避免反复提交审批材料所耗费

的人力物力。另外，在工程施工各阶段进行

的各类审查与验收，尽管在确保建筑质量上

意义重大，但花费了相关人员极大的时间和

精力，审查与验收业务的优化也十分必要。

今后将可能引入激光测量和图像识别技术进

6 预制混凝土柱和梁
接口方式多样化

7 LRV 工法
8 在施工现场制造的

半预制混凝土楼板
9 正在用塔吊吊起的

预制柱构件
10 在现场浇筑的大梁
11 零坡度废水排水管

( 虹吸管式 )
12 零坡度虹吸管式地

板排水系统剖面

用砂浆对接缝、卯孔及
表面进行填充包覆。

垂直移动 V 柱，贯穿 LR
梁后与下层的柱相接。

水平移动 LR 梁，使其
和下一段梁相接。

将柱梁连接部位一
体化浇筑的预制混
凝土部件 ( 连接部
位柱的主筋位置预
置了垂直贯通孔 )

柱主筋向下凸出
的预制混凝土柱
部件

柱主筋

V 柱

LR 梁

1. LR 梁的架设 2. V 柱的架设 3. 安装完成

梁主筋

1

2 3

插入用卯孔

垂直贯通孔

插入用卯孔

3010

150

在柱和梁的节点区将梁的主筋
焊接起来，并在绑扎好节点区
部分的钢筋后浇筑混凝土，使
预制混凝土构件成为整体。

在梁的正中央将两根
梁的主筋焊接接合，
绑扎钢筋、安装模板
后浇筑混凝土，使构
件成为整体。

将预制混凝土柱下部的
主筋穿过预制节点区并
插入下方的预制混凝土
柱中，再灌浆浇筑使其
成为整体。

在梁的正中央将两根梁的
主筋焊接接合，绑扎钢筋、
安装模板后浇筑混凝土，
使构件成为整体。

将节点区和梁整体预制的混凝土
构件横向移动，插入已预留梁主
筋槽孔的预制混凝土构件中，并
灌浆浇筑使其成为整体。

将节点区和梁整体预制的混凝
土构件架在柱上，柱的主筋插
入节点区，在节点区灌浆浇筑，
使构件成为整体。

将节点区主筋连通的预制混凝土
梁构件插入纵向的预制混凝土柱
的主筋中，在节点区绑扎钢筋后
浇筑混凝土，使构件成为整体。

梁节点区焊接型

节点区预制 · 梁中心焊接型 节点区预制 · 梁预制焊接型

梁中心焊接型

7

98

12

10 116

015ARCHITECTURAL JOURNAL



出售时大多是提供一定的户型与装修选项，

让住户从选项中选择自己喜好的式样。其中

部分公寓除了厕所、浴室、盥洗室等用水空间，

都使用了工厂生产的可动式填充单元
12)
，这

样居民自己就可以设计室内布局 ( 图 16)。预

设很多种类可动的收纳单元，通过操作单元

下方的把手便可移动，从而可轻松地对户内

空间进行调整 ( 图 17)。
对缺乏熟练技术工人的日本住宅产业来

说，今后扩展居住者自己可以设计和建造的

方法将是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开发即使是门

外汉也能进行建造的简易工法，可以降低工

程价格，并为终端用户带来巨大利益。最重

要的是，能够根据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

化来更改内部空间，将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UR 都市机构正在与宜家和无印良品等家具

制造商合作，对年轻人想要居住的现代室内

装修进行翻新 ( 图 18)。可以预见，未来大

多数住宅部品将在工厂生产，而现场工作将

仅是简单的安装而已。

6  结语：政产学联合技术研发与社会体制

改革的并进

日本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政产学紧密联合

研发的基础上。表 1 是 1972 年以来日本建

设省和国土交通省的综合技术开发项目中建

筑生产领域研究课题的汇总。其显示出，日

本政府一直在住宅建筑领域主导着持续的政

产学联合研究，以应对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

为了让技术高度成熟的日本住宅建设产业实

现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开发技术的同时对社

会的制度进行优化，使技术在社会中更顺利

地得以推广运用。而技术开发和社会制度优

化的一体化推进，将会为社会生活创造出新

的价值。表 1 还显示，日本正不断地将信息

技术应用于住宅建设产业中。然而，如今人

工智能及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多出现在新兴企

业，其中的大多数企业缺乏在住宅建设产业

中长期合作研发的经验。为了使新老企业可

以互相合作，促进住宅建筑生产相关技术的

开发，迫切需要确立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政策

方案。而通过政策部门和研发技术部门的合

13 积水住宅工厂，机器人对结构体的钢结构框架进行焊接
14 普拉泰克 (Polus-Tec) 株式会社的坂东工厂，木构房屋的预制件生产线
15 普拉泰克株式会社坂东工厂，多栋木切割装置 ( 自动立体仓库 )，可进

行以 10 栋房屋为单位的高效木材切割

行验收，并利用无人机进行配筋检测或工程

影像记录。通过在建材和建筑部品中置入射

频识别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er)
标识，施工现场检查将更为准确快速，隐秘

部位的检查也将更容易。

从住宅设计到生产与运维，通过将信息

技术应用在整个产业供应链中，日本工业化

住宅正在成为世界独有的全新先进性产业。

如今在工业化住宅制造商的工厂中，机器人

会评估工程现场的施工顺序，然后对每栋住

宅结构部件进行焊接 ( 图 13)。占日本住宅

半数以上的木结构住宅的结构部件预加工工

厂，可通过 AI 技术同时对 10 栋住宅建造部

件接口进行高效的榫卯加工 ( 图 14、15)。

5  满足居住者需求与全产业供应链的创新

所谓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的革新，

而是采用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方法并将设想付

诸实践，创造出新的价值，同时给社会带来

巨大变化
10)
。对终端的用户而言，最重要的

无非是能创造出对其有益的价值。大多数情

况下，创新都是由需求推动的。日本的住宅

在数量上已经充足，而且市场成熟，其创新

将不仅仅在于材料和工法的技术创新，更在

于能创造性地突破现有的服务内容及方法。

因而在建筑设计和施工策划方面运用AI技术，

获得技术上的创意点 (singularity)，亦能产生

出不同以往的服务方法和组织方式。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曾提出不同产业间“新结

合”(neue Kombination)的观点，这个观点在

以促进住宅建设产业创新为目标的今天仍然

影响深远。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1)[9]
中，

他认为创新是“新产品”(new product)“新

工 艺 ”(new process)“ 新 市 场 ”(new 
market)“原材料的新供应方” (new material 
supplier) 和“新组织”(new organization)
等各方的新的结合。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这种

思维方式，在已经成熟的住宅建设产业中提

炼出新的价值。

近年来，作为这一“新结合”观点的实

践之一，亚马逊日本、大和房屋改造、积水

住宅、得斯清等企业开始在互联网上建立既

有住宅的改造市场，媒体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对此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个网

站可以搜索到约 5000 件住宅部品与建材，

并能找到有偿进行施工的企业。比起现有住

宅、建材、住宅设备等产业的联合，擅长信

息处理及流通管理的亚马逊这种前所未有的

商业模式，将促进改造工程费用的降低，并

切实提高社会满意度。

虽然开放建筑理论与实践非常重视居住

者能自行参与家装设计，但日本的新建公寓

16 使用可动收纳墙、可自由设计户型的住宅模型
17 使用可动收纳墙的自由户型，厨房的位置也可以移动
18 宜家参与的 UR 都市机构的既有住宅改造

1413 15

17 1816

建筑学报 2020 \ 05 特集 建筑生产工业化与装配式住宅
Special Issue  Industrialized Architectural Production and Prefabricated Housing016



作，来推动政产学联合的开放创新，也将是

今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

中国的住宅建设市场规模是日本的十几

倍，在 AI 和 IT 等先进技术上也走在世界最前

列。今后中国的住宅建设产业很可能衍生出

创新产业，创造出新的价值。衷心期待中日

能够充分协作，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果。

住宅生产建设相关课题的研究。

3) 译者注：“二阶段供给方式”是京都大学巽和

夫研究室提出的住宅供给方式。该方式将住宅

分为结构主体和内装体两部分，这两部分分开

建设并分开出售或租赁。

4) 译者注：“筑波方式”也称为“结构主体定期

租借”，是日本建设省建筑研究所研发的土地

租赁方式。在日本，基于《定期借地权》所租

借土地的租期为 50 年，50 年后土地上建设的

建筑需要拆除并将土地归还业主。而基于“筑

波方式”租借的土地，则可在租赁 30 年后由

业主将土地上的建筑购买下来，从而使建筑可

以长期使用，避免了 50 年必须拆除的情况。

5) NEXT21 是大阪燃气公司于 1993 年建设的集

合住宅 ( 公司宿舍 )。为研究未来的城市型住

宅，大阪燃气公司一直在定期调换住宅中的居

民，检验住宅所拥有的填充体可变性。这个住

宅考虑了其与周边街道的连续性并融入了三维

城市肌理，将建筑分为主体、填充体和壳体 3
部分系统建设，引入开放建筑的设计手段，将

结构主体和内装体分别交由不同的设计师独立

设计，此外还考虑了绿化和能源使用，在环保

方面独具先进性。

6) 截至 2019 年 3 月末，日本有 1024989 户住宅

被认定为长期优良住宅，其中集合住宅 20837
户。在近几年新建成的住宅中，一年约有 10
万户 ( 占总体的 11%) 获得认定 ( 占独栋住宅

表 1  综合技术开发项目中建筑生产领域的研究课题

时间 研究课题

1973-1977 住宅性能综合评价体系的开发

1980-1984 提高建筑物耐久性相关技术的开发

1981-1985 面向建筑行业的废物利用技术的开发

1983-1987 通过电子学对建设技术化系统的开发

1985-1987 提高混凝土耐久性相关技术的开发

1988-1992 面向建筑行业的新材料利用技术的开发

1990-1994 建筑行业新施工技术的开发

1991-1995 社会资本的维持、革新及功能提升相关技术的开发

1996-1998 利用综合信息系统的建筑行业的高技术化开发

1997-2000 与建筑行业品质管理体系相关的技术开发

1997-2001 对城市型长期耐用集合住宅的建设和再生技术的开发

1998-2001 对降低建筑行业成本的相关技术的开发

1999-2001 工业化填充体住宅施工方法的开发

2001-2002
基于太空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对国有土地管理的高技术开发

(面向建筑产业高度信息化的CAD标准技术的开发 )

2002-2004 社会资本存量的管理运营技术的开发

2003-2007 基于机器人等技术对信息化施工体系的开发

2004-2006 可持续社会的建筑性能评价和优化技术的开发

2008-2010 多代人使用型超长期住宅及住宅地形成和管理技术的开发

2011-2014 促进二手住宅流通及存量再生的既有住宅性能评价技术的开发

2015-2017 实现地区内安心居住功能的战略性存量管理技术的开发

2016-2020 防火与避难等规定的合理化的既有建筑物利用技术的开发

2017-2020 信息通信技术 (ICT) 的提升建设生产率的研究 ( 基建土木领域 )

2018-2022 成熟社会的郊外住宅聚集区的再生技术的开发

2018-2021 人工智能与建设生产高度系统化的研究 (基建土木领域 )

注 : 1972 年后，日本建设省、国土交通省成功实施的综合技术开发项目可以说是当时为了应对社会需要进行创新

而进行的“政产学”联合项目。另外，作为生产领域的研究课题，通过自动化和信息化对生产率进行提升和优化

的相关研究也得以完成 (其中包括部分基建土木领域相关内容，加粗和红字部分为笔者所做标记 )。

的 25%，集合住宅的 0.1%)。
7) 译者注：由于使用模块化部品，日本将厨房、

厕所、浴室等部分所使用的管线、洁具等都视

作住宅设备，集成于部品中。

8) 译者注：日本现代住宅一般将水管布置在地板

之下，将电气走线布置在天花板之上。近年来

也有部分将排水管布置于地板之下、供水管和

电气走线布置于天花板之上的做法。

9) 来源于第一届未来投资会议上内阁总理大臣安

倍晋三的讲话 (2016 年 9 月 12 日 )。
10) 平成 28 年度 (2016 年 ) 国土交通白皮书的第

一部《开拓创新的新时代和国土交通行政》中，

创新被定义为“不单单指技术的革新和新技

术的开发，更是指通过对包括社会体制和制

度在内的革新和更新，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

价值的过程”。

11) 译者注：本书 1911 年出版德文版《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32 年

在美国出版了英译版，1990 年出版中译版。

12) 译者注：即可动式家具，可分隔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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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

图 1: 前川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

图 2: 国土交通省在参考文献 [3] 中的图表基础上

绘制

图 3: 大阪燃气公司提供

图 4: 基于集工社建筑都市设计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进行部分修改

图 5: 基于大阪燃气提供的图纸进行部分修改

图 6: 参考文献 [5]，山崎雄介作图

图 7: 参考文献 [6]
图 12: 普利司通提供

图 13: 积水住宅提供

图 14, 15: 普拉泰克株式会社提供

图 16: 自三井不动产 Residential 的广告资料

图 17: 三井不动产 Residential 提供

表 1: 日本国土交通省综合技术开发项目 http://
www.mlit.go.jp/tec/gijutu/kaihatu/soupro.html
其余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注释

1) 译者注：MOS 为前川国男姓名的英文首字母

M、结构设计师小野薰姓名的英文首字母 O
和山阴工业株式会社英文的首字母 S。

2) 哈布瑞肯在 1961 年作为自由建筑师时出版

《DE DRAGERS EN DE MENSEN, Het einde 
van de massawoningbouw》，原书荷兰语，

标题可直译为“支撑体与人，大量性住宅的末

日”，其英译本于 1972 年出版，标题改为《支

撑体：大量性住宅的替代品》，1999 年再版。

该书是开放建筑理论的基础，在荷兰语版出版

4 年后，哈布瑞肯主持开办了民间建筑研究所

SAR(Stitching Architecten Research)，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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