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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沌分形看中国古典建筑与园林设计

李德仁　廖　凯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本文将混沌分形等现代科学前沿迅速发展的非线性系统科学理论 ,引入到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和

城市规划及其空间分析与设计的理论基础—— “风水”理论的研究中 ,从而在对传统建筑与城市空间理念进行

整体性抽象继承的基础上 ,为探索和发展新的空间分析与设计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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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又富于时代精神的

建筑空间观念和形式语言 ,无疑是一种“扣古朴与

现代之两端 ,揉合而再生”的创新 ,而其首要的任

务是要实现观念的更新 ,解决如何认识传统的问

题。依据西方古典建筑构图理论 ,我们眼中是传统

的“大屋顶”、斗拱等外在立面形式 ;而通过借鉴和

发展建筑类型学、模式语言理论 ,我们认识和把握

的传统是“类四合院”等内在空间模式。进一步探

索、发展并依据新的思想及理论 ,则能够对传统有

新的认识和理解。

非线性系统科学理论的兴起 ,使得当代的学

术思潮 ,乃至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正经历着一个

根本性的转变。在此背景下 ,以传统的“天人合

一”思想为基本理念 ,以“周易”及“阴阳五行”理论

为哲学基础 ,以古老的“山水之术”—— “风水”为

理论源泉的中国传统建筑学 ,包括中国古典建筑、

园林及城市 (规划 )设计 ,愈加折射出其隽永智慧

与哲理的光芒。

1　混沌分形

1. 1　关于混沌

混沌学 ( Chaos)研究的是无序中的有序 ,即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非线性过程的内在随机性所具

有的特殊规律性。 它的出现冲破了确定性与随机

性之间不可逾越的传统观念 ,使人们得以以一种

新的眼光认识和思维世界。

世界上除了确定性现象和随机现象外 ,更多

更广泛的乃是混沌现象。亚马逊河流域丛林中的

一只蝴蝶偶尔扇动翅膀 ,导致了美国德克萨斯的

一场飓风 ,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它说明了混沌

系统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点上 ,小的变化可以非线

性地放大为大的变化。 然而混沌运动的变化又非

任意而为 ,非周期性背后隐藏着有序性 ,其轨迹在

一定区域内折叠、压缩、扭曲 ,进而形成在不同尺

度下具有相似结构的奇异吸引子 ( st range at trac-

to r)。

1. 2　关于分形

分形几何 ( Fractal Geometry )揭示了事物的

组成部分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或过程中 ,在某些方

面 (形态、结构、信息、功能等 )表现出与整体的相

似性 ,即具有自相似性 (确定性的或统计意义上

的 ) ,并能够用连续取值的分数维数来描述。

分形研究的这种自相似性广泛存在于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客观物质系统的各个层次上 ,它是

物质运动发展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 自然界的许

多事物都是由简单步骤的重复而产生的 ,这正是

分形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而运用计算机迭代算

法所生成的分形图形 ,可以对自然界的许多复杂

形态 (如海岸线、山脉、云等 )及过程进行逼真模

拟 ,见图 1。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对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

近似简化抽象 ,建立起各种理想模型 (绝大多数是

线性模型 ) ,然后加以分析。 而分形则是直接从非

线性复杂系统的本身入手 ,从未经简化的研究对

象本身去认识其内在的规律性。这一点正是分形

理论与线性近似处理的本质区别。

1. 3　混沌与分形

混沌与分形密不可分 ,其结合也日益紧密。如

果说混沌主要在于研究过程的行为特征 ,则分形

更注重于吸引子本身结构的研究。事实上 ,混沌吸

引子就是分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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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羊齿叶 ( a )和青草 ( b)分别在 4个和

6个仿射变换下的不变集

Fig. 1　 A Fern Leaf( a) and Weed( b) Under th e Action

of 4 and 6 Affine Transfo rma tions

2　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及城市规
划设计的阐释

2. 1　系统论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天人合一”的系统、整体、

运动的时空观。 “道可道 ,非常道” ,指出了宇宙的

混沌本质 ,揭示了系统的非线性行为 ;“小宇宙大

宇宙”、“小周天大周天”的同构与无穷自嵌套 ,呈

现出一种分形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无

穷递归 ,表征了混沌系统的演化过程和分形产生

的动力学机制。而以河洛八卦、阴阳五行为基础 ,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环境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所谓

“风水理论”及其“天地人”三才模式 ,正是这一哲

学思想对古代环境规划、建筑学领域的实践活动

的一种前科学的理性认识。

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科学理论的兴起 ,为中国

传统文化、传统建筑学的当代转换提供了一个契

机
[2 ]
。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 ,对《周易》进行再

阐释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 ,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

之一就是“八卦和太极图可类比为简化了的吸引

子图案” [2 ]。而太极理论阐述的自然演化规律和非

线性系统的混沌演化过程竟然表现出惊人的吻

合 ,见图 2。 进一步 ,可以运用混沌分形及其吸引

子理论 ,对风水理论及其在古典建筑、园林及城市

(规划 )设计中的实践进行若干有启发性的探讨。

2. 2　混沌的空间观念

风水理论认为 ,“山水者 ,阴阳之气也” ,“气凝

而为山 ,融而为水” ,“动静之道 ,山水而已 ,合而言

之 ,总名曰气 ;分而言之 ,曰龙、曰穴、曰砂、曰水”。

按照这一理解 ,设计的主旨在于“乘生气”。 “山属

内气 ,水属外气” ,“ (内 )气循山而来 ,界水而止” ,

内外合一 ,不可分割。 规划设计过程中对住宅、村

落和城市的选址 ,即所谓的“寻龙点穴” ,也就是通

过山脉的走势分析地气 (内气 )的运行轨迹 (即龙

脉 ) ,进而找出其吸引子 (即穴 ) ,并综合运用自然

与人工的双重手段 (砂、水等 )来控制和界定气的

运行。 通过经营“明堂”、“水口” ,形成小尺度的局

域“形局” ,以对应重现和巩固增强大尺度的全局

“形局”的主题 ,形成“藏风聚气”的“太极晕” (稳定

的吸引子结构 )。

图 2　在混沌流作用下 ,轨迹点集合的演变过程

Fig. 2　 Under the Action of Chao tic Flow ing ,

the T ransformations o f a T race Set

以演化为特征的混沌的思想范式 ,正在使现

代思维对空间的认识发生着重大的转折 ,即从实

体转向关系、信息和时间。 风水的空间观 ,正是这

样一种混沌的空间观。

2. 3　自组织的空间结构

混沌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的演化 ,是一种自发

自组织的行为 ,即大量基本组成单元存在着非线

性的相互作用 ,使各元素间产生相干效应与协调

动作 ,从而自发形成时空有序结构或状态。

以“风水”为基础的设计 ,不强调单个要素或

形式的突显 ,而注重整体关系的效果 ,同时强调其

组织方式的作用 ,以便能在系统的较高层次上产

生新的动态结构 (如九宫循环 )和突现性 ( emer-

gent )的功能与信息。

“中国式的单座建筑所表现出的高度的技术

和艺术处理手法 ,在性质上已经和`原始型’ 平面

分布方式相去甚远 ,平面布局法则含义甚多 ,已经

不是简单的`数’的积累了。”
[ 7]
见图 3,单座建筑

基本上不作多元合一的考虑 ,平面组织的原则在

于寻求群体的完整与变化。图中 A为“量”的集结

(西方 ) ; B为“数”的积累 (中国 )。

这里所谓的“平面布局法则” ,即以风水理论

为基础的空间组织的原则 ,是通过各“单座建筑”

相互之间 (单座与群体、单座与单座间 )空间及位

置的高度关联来实现的——主要是方位与拓扑关

系 (而非西方所依据的黄金分割比、控制线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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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取得相同建筑体积的两种不同方式

Fig . 3　 Tw o Approaches o f Composition to Deal with

a Same Building Mass

与几何关系 ) ,追求的是一种互相协调的、动态 (过

程 )的自组织结构。如果继续发展“风水”理论 ,讲

求顺应自然 ,使“人心巧契于天心” ,追求理想环境

模式的基本原理 ,则能够在空间形态及其文化内

涵上实现“结合自然的设计” ,而不同于“生态建筑

学”侧重在技术功能上 ,或者“过程规划 ( process

planning )”侧重在程序上。

2. 4　分形的造型机制

“师法自然”的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乃是一种

自然之美的意境 ,在形态上则呈现出一种艺术的

混沌序。应当注意的是 ,这一点决不仅仅只是表现

为在体裁上和内容上多选取自然形态 (或者说是

不规则形态 ) ,如中国古典园林以山水为主体摹拟

自然 ,而且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表现于创作原则

和造型方法上。以与中国传统建筑和园林设计有

密切关系的中国传统绘画为例 ,如泼墨大写意 ,墨

色的撞击和在宣纸上的渗润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分

形纹理 ,追求的是“大象无形” ,一种表现“过程而

非状态 ,演化而非存在”的混沌美。创作之中作者

的即兴之举既有确定也有偶然 ,而作品则是无法

被临摹得与原作完全一样。这种不可重现性 ,恰恰

在随机混沌分形集中也存在 ,例如计算重复两次

操作前后生成的两个随机分形集的图形 ,其产生

的程序、复杂程度和分数维都完全一致 ,但其形状

却全然不同。而在工笔画的创作中 ,广泛存在的程

式化规范 ,则可类比于线性变换群作用下的分形

构成法。如各种点树 (叶 )、皴石、勾云勾水纹的“样

式” ,可视为“自仿射分形吸引子”。见图 4。

但是西方传统艺术却与此迥然不同。 从本质

上讲 ,西方传统艺术遵循的是以欧氏几何为基础

的“原子主义”的审美趣味和“还原论”的“线性”的

造型原则。在建筑学领域 ,各个时代的建筑大师都

对这一理念进行了适合他们各自生活时代最充分

的设计诠释。

图 4　国画点树法 (《芥子园画谱》 )

Fig . 4　 T raditiona l Chinese Painting“ Brush-

Sketching Fo rmat o f Tr ees”

　　当然 ,从另一方面讲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建

筑设计中相似形、重复几何母题以及格式塔群化

原则都在广泛地运用着。然而 ,如果能够基于混沌

分形理论 ,对中国传统建筑 (不仅局限于古典园林

山水 )的形式趣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就能够

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 例如塔、故宫角楼等 ,造型

上相似迭代的特征极其明显 ,都完全可用分形程

序来摹拟其基本的形象轮廓。至于建筑细部及装

饰 ,与其说是几何图案 , 不如说是分形图形。而对

于自然山水的基本实体构成要素—— 山、水、植物

等 ,以及设计中要求的“山有脉络 ,水有源流 ,树有

根须 ,建筑物有疏密” ,“主山客山”关系 ,叠石造型

的竖、挑、架、叠、托等手法的运用 ,均可由分形程

序图形仿真 ,通过形态生成规则以及控制参数的

设置和赋值来实现 ,进而在设计中采纳。

2. 5　非线性的形态模式

在线性系统中 ,量与量之间成正比 ,其描述模

型符合叠加原理 ,而非线性系统中 ,整体不等于部

分之和 ,叠加原理失效。城市形态是极其复杂的非

线性系统 [11 ] ,而混沌分形等理论工具 ,如非线性

的“图形生成”和“图形动力学”原理的运用 ,有可

能使我们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现将中国古典建筑、园林及城市空间设计典

型的形态模式与混沌分形图形进行类比分析。

首先 ,对于规则形态类 ,如城市、宫室和四合

院住宅及单座建筑物等 ,其深层结构具有相似的

基本模式 ,而且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形态的关系呈

嵌套状 (见图 5～ 9) ,是一种从宇宙图式、地理九

州与井田分野直到王城、宫室与家宅等多尺度、多

层次的自嵌套自相似的结构 ,反映出“天则有列

宿 ,地则有州域”以及家国同构的传统意识 ,表现

了中国古代聚落的等级体系及其空间形态的本质

特色。

其次 ,对于不规则形态类的自然山水园林 ,其

深层结构的基本模式是一种“拓扑本质的向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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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方位图 (《五方帝与五佐神》 )

Fig. 5　 Diag ram o f Fiv e Elements and Fiv e O rienta tions

东 -青龙 -春 -生发万物　南 - 朱雀 - 夏 -长养万物

西 -白虎 -秋 -收成万物　北 - 玄武 - 冬 -蓄积万物

图 6　四合院住宅平面示意

Fig. 6　 Plan o f Cour tyard-Residence

图 7　西汉形势图 (程建军《新建筑》 87. 4)

Fig. 7　 Geog raphical Situation in Xihan Dynasty

否、互含关系 ,可图示为太极” (朱光亚 ,

1988) ,见图 10。笔者认为可进一步概括为分形的

层次自嵌套结构 ,由多次迭代映射生成 ,见图 11。

以上两种类型的空间形态模式以及风水“四

灵”模式等更深层的表述在河洛周易中可以得到

图 8　城市尺度的规划模式

Fig . 8　 Planning Patern a t City Level

图 9　北宋东京规划示意图

Fig. 9　 Diag ram o f the Capital City Plan

in Beisong Dynasty

进一步的阐释。与分形计算机图形图 11比较 ,不

难发现九宫及“亚”形格局可与自仿射分形 IFS产

生的“谢尔宾斯基地毡”可类比 ,见图 12,而中国

古典园林诸多实例的平面可与 Julia集和 Man-

delbro t集等分形集产生的图形进行比较。通过分

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古典建筑、园林及城市

空间设计的形态模式表现出具有多层次的自嵌套

自相似性 ,即 (广义的 ,非严格数学意义上的 )分形

特征。

图 10　中国古典园林拓扑同构现象示意图

Fig. 10　 Topo lo gica l Isomorphism in Chinese

Classic Ga rdens

据此进一步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1)井田九州、王城、宫室、四合院及单座建筑

物等一类具有规则形态特征的空间形态模式 ,是

由 (均匀和非均匀的 )线性变换群作用下的分形构

成的 (如自仿射 IFS迭代函数系统等 )。

2)自然山水、园林等一类具有不规则形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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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

图 11　有层次变化的 Mandelbr ot集图形

Fig. 11　 Diagr ams of Mandelbr o t Set with

Multi-lev el Variabilit y

图 12　谢尔宾斯基地毡构造

Fig . 12　 Sierpinski Carper

征的空间形态模式 ,是由非线性变换群作用下的

分形构成的 (如 Julia集和 Mandelbro t集 )。

总之 ,经过上述依据混沌分形的思想和方法

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及城市 (规划 )设计及其核

心理论—— “风水”进行的多方面分析 ,我们能够

得出结论:中国古典建筑学的空间观是一种混沌

的空间观 ,造型原则更多地依据分形 ,追求一种非

线性的秩序 (兼容线性变换和非线性变换 )。

3　结　语

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如果说它蕴涵着高度先进的

哲学思想和现代科学意识 ,那么毋庸置疑 ,也只是

一种粗浅朴素的前科学形态的认识和古典范式

( pa radigm )的理论 ,不可能直接为现代文明所采

纳 ,因此 ,亟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创造系统的

建筑与城市空间形态分析与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

建立“混沌分形建筑学” ( Chaotic Fractal Archi-

tecture) ,实现中国古典建筑学的现代和当代转

换。

由于我们长期用西方以欧式几何为基础的空

间造型观念来研究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设计 ,并

由此发展出一套对传统建筑形式 ,如屋顶、斗拱等

进行近似简化的方法来设计现代建筑 ,设计出了

大量与传统建筑“形似”和“神似”的作品。 毋庸置

疑 ,这其中不乏成功的杰作 ,但是由于这一方法与

中国固有的建筑文化和建筑空间造型观念脱节 ,

使得对于中国建筑和城市的现代设计“语汇”的探

索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继承传统 ,只是追求传

统建筑的风格式样 ,只是在屋顶等具体外形或某

一特定的空间模式上纠缠。传统成了一具“标本” ,

不再有自我繁衍与进化的生命力 ,它不真、不善、

更不美。混沌分形建筑学的提出 ,是基于这样一个

想法:中国建筑学除了拥有丰富的“方言”外 ,还更

拥有可贡献于人类文明 ,贡献于整合东西方的全

球文化的中国思想、中国理念!

针对混沌分形建筑学的有关研究尚属起步阶

段 ,其进展需假以时日 ,其发展前景最终要由实践

来检验。 尽管存在着争议 ,混沌分形建筑学的提

出 ,希望能为探索依据中国传统空间设计观念和

造型方法内在原则的“中国式的空间分析形态构

成法”而抛砖引玉。尝试借助混沌分形的理念和方

法进行空间组织和造型设计 ,取代目前对传统作

品“近似简化”的一种设计方法 ,走出多年徘徊其

间的误区 ,摆脱具体的外在形式的“羁绊” ,走入不

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建筑、园林及城市空间分析与

设计的理论方法和形式语言的创造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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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3-D Visualization Method of Urban

Buildings Concerning Terrain

Zhu Yinghao　 Zhang Zuxun　Zhang Jia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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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USM , 129 Luoyu Road ,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is is one of results o f 3-D reconst ruction of urban bui ldings and v isualization of

ci ty model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2-D triangulated i rregular netw o rk ( TIN) . This paper

developed 2D-T IN under determined boundary condition, through respectiv e generation of

2D-TIN of i rregular roof and vertical wall concerning the terrain, composed 2-D T IN of

building surface, reali zed 3-D visualiza tion method of urban buildings concerning the ter rain

af ter expunction of common side under same plane condition, inborn da ta in DX F fo rmat can

access di rect ly AutoCAD、 3D Studio and OpenGL.

Key words　 reconst ruction of building; 3-D visualization; t riangulated i rregula r netw ork

(上接第 193页 )

A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and Garden Desig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haology and Fractal Geometry

Li Deren　Liao Kai
( Th e Secretariat of Presidential , W T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haolog y, f racta l g eometry and o ther rela ted new ly developed non-

linea r theo ries have been int roduced into the study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archi tectural and

garden design, and“ Feng-shui” ,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space analysis and design. We argue

that tradi tional Chinese a rchi tectural space concept is a kind o f chao logical space concept , and

its form-generation mechanism is more rela ted to f ractal geometry , which pursues a non-lin-

ear o rder ( inv olving bo th linea r and non-linear transforma tions) . On this basis, w e proposed a

study on “ chaotic /f ractal a rchi tecture” , a set of new theo ries and methods fo r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space analysis and design.

Key words　 chao log y and fractal g eometry; t radi tional Chinese a rchi tectural garden design;

Feng-shui; space analy sis and design; non-linea r o 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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