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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模式在建筑学专业
建筑施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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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 建筑学院 建筑系,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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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建筑工程质量入手,在分析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及建筑施工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探索
将工程设计模式应用于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教学之中,提出工程设计模式案例教学与建筑学专业
课程设计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通过对建筑学专业工程设计模式案例教学过程的展示和教学效果的分
析,阐述工程设计模式教学的程序与特点。 教学实践证明,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工程设计模式教学
不仅丰富了课程教学内容,同时还提高了建筑学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为建筑学专
业课程教学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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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建筑业关注的重点,建筑施工是实现建筑设计作品的重要环节,现
在部分省市已推行多种模式的监理来控制工程质量,并鼓励有条件的小型项目试行建筑师团队对
施工质量进行指导和监督,这对建筑师而言既是机会更是挑战。 长期以来,高校建筑教育非常重视
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建筑造型等与建筑功能和艺术造型有关的专业设计培训,其教学实践也多以
设计院设计实习为主,对工程技术实践却有所忽视,因此,大多数建筑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其建筑
学专业龙头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根据“ 卓越工程师计划” 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要求,回归工程
实践已成为建筑教育的重要环节 [1] 。 随着教育理念的转变,工程类专业教学日益重视本科阶段的
工程实践教学,要提高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技术类课程教学质量,大力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势在
必行。

一、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教学现状
建筑施工课程是一门建筑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一般由建筑技术教师或土木工程学院施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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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师来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 与设计课程相比,其地位和作用一直得不到重视,近年很多建筑
院校在调整教学计划时,将建筑施工课程教学课时由原来的 32 课时压缩为 24 课时。 不少建筑学院
学生也产生疑问:“ 学建筑的,上施工课干嘛?” 就建筑施工课程本身而言,既存在课程知识实践性
强、知识面太宽泛而专业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也存在课堂教学模式陈旧、与课程设计专业核心课程
关联度低的问题。 因此,该课程教学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与当下“ 新工科” 建设
提倡的实现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对接的教育理念不一致 [2] 。 为改变这一现状,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学专业对建筑施工课程进行工程设计模式教学改革。

二、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工程设计模式教学
目前,各工程院校对施工技术类课程实施一系列教学改革,如通过虚拟建造素材,向学生介绍

施工过程 [3-4] 或者分析典型案例工程实践过程事故原因等 [5] ,这类案例教学虽然增强了学生的工程
体验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的案例实践教学并不能让
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对学生设计的指导效果十分有限。 为此,针对建筑学专业特征,以设计
为主导,以技术服务为设计质量保证,借鉴项目化教学方法 [6] ,提出对建筑施工课程实施“ 策划与设
计—交底与答疑—验收与评价” 的工程设计模式课程教学。
( 一) 工程设计模式案例教学的设计

1. 工程设计案例教学总体模式

建筑施工课程主要研究建筑工程领域的施工技术、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等, 其实践性强,涉及

面广,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 随着我国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施工技术更新迭代速度也在
加快,使得该课程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 建筑施工课程主要内容一般包含:土方工程、基础工程、砌

体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预应力工程、结构安装工程、防水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等八个方面 [1] [7-8] 。
结合建筑学专业的学习特点和职业需求,笔者将该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和补充,即场地与
土石方工程、基础与地下工程、砌体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结构安装工程、防水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和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等八部分。 虽然每个方面分属不同的分部分项工程,但教学流程差异不
大,可以基于同一模式的案例教学思路和方法进行设计。 建筑施工课程总体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工程设计模式案例教学的特点是以建筑需求为背景,以周边地理位置和环境为条件,以问题建

筑为导向,以真实案例的设计及技术服务为载体,选择学生可以现场体验的建筑工程进行案例
教学。

2. 具体案例教学

对照工程设计案例教学总体模式,以“ 建筑装饰装修饰面工程” 为教学主题,选取有一定影响的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法学院教学办公大楼( 以下简称“ 建法学院大楼” ) 作为典型案例,对其建设过
程进行工程设计模式饰面工程教学分析。

(1)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艺术文化背景

湖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不仅有享誉世界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还有一批民国时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老建筑,都是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建筑。 这些建筑大多为砖石清水墙建
筑,它们以岳麓书院 -老图书馆为中轴,以东方红广场为中心分布,形成湖南大学核心建筑群。 这一
建筑群具有砖石清水墙建筑的庄重、朴实而不失典雅表达的特点,彰显了湖南大学“ 实事求是,敢为
人先” 的治校之道。 以上构成了湖南大学建法学院大楼的建筑艺术文化背景。
知识点导向:导出建筑艺术效果需求—装饰装修工程作用—分类并补充清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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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建筑施工课程总体教学模式图

(2)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场地具体环境条件

建法学院大楼位于湖南大学原老校区核心建筑群边沿,原来是五层的职工宿舍砖混结构。 当
时为解决教学楼不足,扩大教学区范围,将该职工宿舍拆除建教学楼。 与该大楼场地相邻的建筑,
正北方向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柳士英先生设计的湖南大学老七舍三层清水墙建筑,后改造为学
校社区服务性办公楼;正西及西南方向分别是柳士英先生设计的教学北楼和黄善言先生设计的教
学中楼,均为多层清水墙砖石建筑。

知识点导向:导出建筑艺术效果 -装饰装修工程工艺材料分类
(3) 建法学院大楼周边建筑问题分析

对建法学院大楼周边建筑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旨在说明建筑装饰工艺技术对建筑效果的影响
较大,在建筑方案策划阶段就应该将建筑施工工艺技术融入其中,进行方案比对选优,以免建法学
院大楼在修建过程中出现周边建筑存在的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校为满足教学需要,在核心教学区域及边沿地带先后新建了一批综

合性教学办公大楼和实验楼,其中一些建筑考虑了与核心区建筑风格的融合,获得了较好的建筑艺
术效果。 但是,也有一些新建建筑在前期方案阶段没有充分酝酿,以致其建筑风格与核心区建筑格
格不入,破坏了学校传统整体建筑风格的延续而成为败笔。

湖南大学机械学院汽车实验室紧邻场地南侧距离不过 15 米,与西向柳士英先生设计的教学北

楼仅隔一道。 该建筑采用全钢结构,建筑风格与北楼砖石清水墙风格完全不搭调,建筑专业效果评
价很低,其钢结构与清水砖石建筑效果对比见图 2。

该建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由于项目建设仓促,加上当时学校基本建设管理不到位,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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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没有充分考虑校园近代建筑价值特征的影响,完全没有将施工技术与建筑方案设计进行融合,
破坏了校园建设整体格局。
湖南大学原学生六舍为四层砖混结构,位于场地北侧,与东向柳士英先生设计的老七舍三层清

水墙建筑距离不过 10 米,虽然该建筑功能为学生宿舍,采用的也是砖混结构,但其没有沿用清水墙
建筑风格,而是采用抹灰工艺,用干粘石、水刷石工艺饰面,因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工艺技
术相对落后,建筑立面效果不佳,已处于待拆计划之列。 该建筑与相邻的清水墙建筑效果对比见
图 3。

图2

钢结构与清水砖石建筑效果对比图

图3

传统落后水刷石工艺与清水墙建筑效果对比图

湖南大学前进教学楼为四层框架结构教学楼,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位于场地西北方向,与黄善言

先生设计的教学中楼清水墙建筑距离不过 30 米,建筑立面采用白色条形釉面瓷砖,且采用竖贴方式。
这与建于其后,位于其东的工商管理学院大楼仿红砖工艺饰面形成鲜明对比(见图 4)。
知识点导向:导出装饰装修工程—分类并补充清水

建筑—效果比对

(4)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方案策划

为延续学校整体建筑风格,建法学院大楼采用以

“石” 为主题的建筑方案。 为满足大楼大空间会议室、
报告厅等功能要求,采用框架结构形式,框架建筑主体
由柔性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和刚性的砖砌体填充墙两部
分构成。 虽然其框架梁、板、柱采用清水混凝土,但是因
为要满足抗震及变形要求,其填充墙体的构造柱及填充

图4

瓷砖饰面工艺效果对比图

墙的砌筑工艺不适宜采用清水墙形式,只能在饰面装饰工艺上做文章,采用清水混凝土与饰面材料
的组合表达以“ 石” 为主题的建筑装饰方案。
知识点导向:导出建筑方案主题—建筑构成及材料选择—施工技术适用条件
(5)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方案比对选优

通过清水墙工艺、饰面砖工艺、抹灰工艺、涂饰工艺以及裱糊工艺的对比分析,建法学院大楼建
筑师最终根据校区东临湘江背靠岳麓山这一环境特点,将山石与河床卵石的概念引入建筑,将老工
艺水刷石饰面进行提升改进,八厘子采用卵石,并将以往用于室外的工艺大胆引入室内填充墙饰
面,形成室外卵石效果的水刷石饰面,以及室内框架清水混凝土与卵石效果的水刷石填充墙饰面相
结合的以“ 石” 为主题的建筑风格,把传统的石材建筑理念与现代的施工工艺紧密结合,在施工工艺
及设计上大胆创新,将建法学院大楼建筑方案中“ 石” 的艺术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建筑后来多
次获奖。
知识点导向:导出建筑艺术效果—装饰装修工程工艺融合—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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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设计方案实施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方案因主题鲜明、设计创新顺利通过评
审,并完成施工图设计、招标答疑、技术交底等工作,工程也如
期开工。 但是,当主体工程快完工时,建筑师现场检查发现混
凝土梁板柱表面出现许多麻面、蜂窝、铁丝外露、缺棱掉角以及
脱模后蝉缝杂乱无章等严重影响清水混凝土效果的问题,而且
二层以上尤为严重。 清水混凝土表面缺陷见图 5。

虽然按普通混凝土施工质量标准来看这些问题不算十分

严重,但就清水混凝土而言,已经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 究其
原因,是因为建筑师对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不熟悉,忽视了模

图5

清水混凝土表面缺陷图

板工程的工艺质量效果,图纸中仅标注清水混凝土,交底答疑也没有特别交代,而施工单位对建筑
设计师的意图没有理解透彻,两者在工艺质量要求上有很大差异导致的。 最终建筑师只得保留门
厅等少数外观尚可的部分为清水混凝土,其余混凝土表面缺陷修补后涂墙漆,虽然效果上得以弥
补,但是其建筑原有设计意图却大打折扣。 门厅清水混凝土 - 水刷石实景图和报告厅混凝土涂漆 水刷石实景图分别见图 6、图 7。

知识点导向:导出建筑艺术效果要求与装饰装修工程工艺施工要求的关系

图6

门厅清水混凝土-水刷石实景图

(7) 建法学院大楼建筑方案质量评价

图7

报告厅混凝土涂漆-水刷石实景图

对于建筑设计师而言,建筑工程质量评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程竣工验收,另一种就是后评
价。 建筑施工课程典型案例教学就是始于后评价,而终于课程设计施工实践评价。 通过这种循环
式评价对比可以发现,某些工程完工后效果不尽如建筑师之意的原因之一,就是建筑设计师的工程
质量标准与施工方的质量标准存在差异。 如在建法学院大楼这一建筑案例中,建筑师是按照清水
混凝土的标准来要求工程梁板柱的表现效果,而施工方是按照普通混凝土验收标准进行实际操作,
以致 80%以上的清水混凝土工程表面达不到设计师的要求。
知识点导向:导出建筑艺术效果评价 -装饰装修工程工艺质量评价标准
(8) 建法学院大楼案例启示与小结

建筑施工技术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工程实施阶段,还体现在建筑策划及方案设计阶段。 建筑
师设计理念的产生及艺术效果的表达都与施工工艺技术密切相关,可以说施工工艺本身就是设计。
施工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和质量的提高是影响建筑师创新设计的重要因素。
建筑施工技术对建筑前期方案策划既有上述积极的一面,也有方案实施中技术约束的一面。
因此,建筑师应该熟悉相关施工工艺技术及评价标准,进行全过程的方案综合分析比对以及技术服
务和实际质量督查,最终选定并落实最佳可行方案。 这不仅是施工图的要求,也是全过程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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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要求,更是取得满意建筑艺术效果的充分保障。
( 二) 案例教学和课程设计同步进行,强化课程实践训练
建筑施工课程是一门知识覆盖面广、实践性强的课程。 课程实践训练是培养应用能力和设计

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 目前,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为 24 学时,课程安排在四年级下
期。 由于课时有限,要想在课堂上完成建筑施工技术教学所有章节的课程实训,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 为此,采用案例式 +讨论式 +设计式教学方法,通过课堂上案例式 + 讨论式教学将建筑施工工艺
和技术同步引入建筑课程设计中。 同时,将课程设计项目在建筑施工过程可能出现的对建筑设计方
案及实施产生影响的施工工艺和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案反馈到课堂并组织讨论,或在学校课程中心
网站的建筑施工课程互动栏目中进行交流,形成以建筑课程设计项目为对象的课堂讨论研究 + 课外
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将建筑施工课程教学实践向建筑课程设计延伸,使建筑施工课程教学有效
地融入建筑课程设计之中,成为建筑课程设计的组成部分。 这不仅解决了建筑施工课程课时不足
的问题,而且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三) 改革课程成绩评定制度,建立工程设计机制模式考查
建筑施工课程成绩评定以往是采用平时考核成绩 +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课堂考勤和提问讨论、

案例作业和平时测试、期末卷面成绩的分数所占比重分别为 20%、30%和 50%)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
院校采用的方式。 这种考核方式虽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
重偏大,不利于凸显建筑学专业设计实践的作用。
近年来,针对建筑学专业以课程设计为主干的特点,学校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考核采用
“ 五五” 模式, 即“ 课程实践阶段性作业成绩( 50%) + 期末总设计文本成绩( 50%) ” 。 这种考核方式
有两个特点:

1. 平时考核重内容轻形式
将平时到课情况 + 平时测试、提问和参与讨论 + 课程设计作业检查情况等三方面的考核都融入

课程实践阶段性作业考查之中,其分数所占比重分别为 40%、30%、 30%。 为提高课堂效率,将平时
到课情况与平时测试和课程作业检查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既考查课堂理论教学情况,同时也考查课
程设计作业情况。

2. 课程实践作业过程与结果两手抓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筑施工课程实践作业过程考核成绩,二是课程实践作业最终成

绩,二者分数所占比重分别为 40%、60%。 这样不仅能真实客观地反映课程实践作业情况,同时也能
促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外互动交流,实践训练效果明显提升。

四、工程设计模式教学效果分析
( 一) 纵横双向教学比较
工程设计模式教学方法的核心在于促使学生以设计者的身份主动参与工程实践活动,以设计
思维的方式去把握建筑施工工艺技术的内涵与表现,以工程技术服务的方式去掌握与建筑设计相
关的建筑施工技术要点,以工程验收的方式去评价工程质量。
1. 纵向与传统教学的比较

工程设计模式与传统建筑施工课程教学相比,在学习内容、过程角色、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上

二者的异同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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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与传统教学的比较

比对项目

传统教学

工程设计模式教学

学习内容

各分部工程知识流程式教学

过程角色

学习者

教学载体

书本、PPT、图片、视频等资料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

教学实践

实习

课程设计工程设计式实训与实习相结合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

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为主 ,教师引导为辅

典型案例工程设计式分析为主线 ,串联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基础知识
工程设计者
典型案例、书本、PPT、图片、视频、网络及文献资料
典型案例、自主学习、师生互动讨论、课程实践

2. 横向与土木工程专业技术课程教学的比较

目前各院校建筑学专业建筑施工课程教学大多数是由土木工程学院教师来承担的,因此往往

是将土木工程专业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照搬到建筑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来。 虽然这两类课程教学
内容都来源于工程实践,但是,两者在课程地位、课程作用、学习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上还是
存在较大差异,见表 2。
比对项目

表2

与土木工程专业技术课程教学的比较

土木工程专业施工教学

建筑学专业工程设计模式教学

课程地位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设计与实践的节点

课程作用

施工技术设计与实践

施工技术作用于工程设计全过程

教学目标

培养专业工程实践能力

培养创新设计与工程实践能力

教学成果

施工技术实施方案

融入施工技术的建筑设计方案和技术服务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对比,可见工程设计模式教学不仅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教科书式的教学思路,
而且教学内容和方式更具工程设计特质,符合建筑学专业特征,有利于建筑学专业学生自主学习。
( 二) 工程设计模式教学的影响
一是工程设计模式教学既是一种教学模式,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它提高了学生获取施工新技
术、新工艺为设计所用的能力。 在以后的实践实习甚至未来工作中,这种学习方法和思路仍将给予
学生许多帮助。
二是工程设计模式教学拉近了师生的关系,强化了师生在设计及实践环节的互动,这不仅有利
于学生学习,也有利于教师的教学。 因为学生有着活跃的设计思维,而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和工程
实践经验,二者的充分交流本身就是设计与施工技术的融合,其结果必定有利于“ 学与教” 。

三是工程设计模式教学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因为每个学生的

设计理念不同,其方案涉及的施工工艺和技术也就不同。 教师课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指
导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而且设计课程作业评定也比试卷评定的工作量要多。 这些问题需要学校
从课时分配、教师团队建设等方面调整完善相关规定,为工程设计模式教学的推广提供条件,给予
相应的支持。

五、结语
建筑施工是实现建筑设计作品的重要环节,建筑施工课程教学是工程教育实践环节的重要节
点。 与其他工程专业课程相比,建筑学专业教学更重视对学生方案策划和设计创新实践能力的培
养,需要建筑学专业学生掌握大量的建筑工程新技术、新工艺。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建筑施工新
技术、新工艺等知识的获取单靠“ 老师讲,学生听” 的传统模式已不能满足创新设计与实践的需求。
在此,笔者根据建筑学专业特征,采用肯定式与评判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典型案例工程过程再
现为载体引出知识点,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实践证明,这种工程设计模式在建筑施工课程教学中

何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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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成效显著,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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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design pattern in teaching reform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 architecture spec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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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quality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architectur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design patterns in the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cours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ideas to combine cas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design

patterns with architecture course design.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of engineering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ced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design

teach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engineering design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courses
not only enrich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improves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of architectural students
architectural course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pract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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