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2卷第5期                      万葛亮，等：空气源热泵外机低频噪声源识别及优

化                   ·289·

文章编号：1671-6612（2020）03-289-08

经典著作中建筑风环境描述的科学诠释及实证
徐四维  陈  滨  樊新颖  宋晓明  王世博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新能源研究所  大连  116024）

【摘  要】  适应性热舒适理论的提出，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于室内环境营造的看法。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存

在着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与依据。风作为自然界重要的气候特征之一，对建筑微气候、室内

环境与人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尝试对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提

出的九宫八风理论的解读，阐述了古人对风的时空信息对人的健康所存在的潜在影响的研究，并

对一些典型地区疾病发病率与出现实风和虚风的关系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课题

组对福建省福鼎市翠郊村的一座乾隆年间建造的古民居的实测调查，用实测数据分析了传统民居

营造过程中如何通过空间布局等营造策略实现对自然风环境趋利避害的目的。最后，对现代建筑

设计中传统建筑风环境营造策略的应用进行了讨论。工作仅为从经典著作中建筑风环境描述作为

切入点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诠释的初步探索，旨在为明确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室内环

境营造目标和未来建筑技术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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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adaptive thermal comfort is gradually changing people's views on building indoor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and bases with reference val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Win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in natur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building microclimate, indo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theory of nine-palace and eight-wind put forward in the classic work——<Inner Canon of Huangdi>,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xpounds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people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information of wind on human health, and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s 

in some typical areas during the seasonal wind and deficiency wind.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research group's field survey of an 

ancient dwelling house built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in Cuijiao village, Fud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harm to natural wind environment through spatial layout and other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 house. At las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 win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to the modern building design. This paper is only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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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building wind environment in the classic works, 

aiming to provide a basis for defining the indoor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goa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building 

technology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ure.

【Keywords 】   Jiugong Bafeng; draw on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building wind environment; Chinese classical 

books; empirical evidence

0  前言
师法西方的“恒温恒湿”室内环境标准，近年

来逐渐受到学术领域的质疑。适应性舒适理论中提

出：舒适的室内环境应该是动态的，是以控制能源

的使用为中心而不是以室内环境参数为中心[1]。中

国传统经典著作中体现了许多优秀的营造舒适室

内环境的理论与思想。基于中国科学文化建设这一

时代命题，对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理论进行科学诠释

与实证变得非常有意义。风作为建筑外环境非常重

要的元素之一，携带了大量的气象信息，对建筑室

内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我国许多医学、建

筑的传统文化经典中，对于风对人、建筑、环境的

影响都有描述，如“九宫八风”理论。“九宫八风”

理论出自《黄帝内经·灵枢经》第七十七篇《九宫

八风篇》，是我国中医理论中重要的基础之一。该

理论描述了风在不同的时节与方位下对人体造成

的健康影响。建筑作为人的第二层“皮肤”，其目

的在于帮助人类抵御自然对人的侵害。因此，九宫

八风理论对现代建筑风环境影响分析及确定内外

空间的组织模式具有借鉴参考作用。

作为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医基础理论，历史上有

大量关于九宫八风理论的研究与衍生理论。在现代

科学研究中，对于九宫八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

医学，数学，气象学和天文学方面。一些流行病学

领域的研究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验证了九宫八风

理论中对于疾病与季节的关系，如呼吸性疾病在秋

季多发，验证了中医中“肺应秋”的说法[2]。消化

系统疾病主要发病于 2、3 季度，这与九宫八风理

论中立夏时节虚风易伤胃，立秋时分，虚风易伤脾

有对应关系[3]。通过对气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证

实八风所代表的八节具有明显的气候差异性，从气

象学角度为九宫八风理论提供了支持[4]。中医领域

的研究者则将九宫八风理论与现代中医治疗方案

相结合，提出不同季节下不同病症的治疗方法[5-7]。

什么样的风环境对人是适宜的？该如何通过

应用合理的建筑营造策略及建筑技术对建筑风环

境及室内风环境进行改造？为了尝试解答这些问

题，本文通过对九宫八风理论进行科学诠释，尝试

探究发病率与九宫八风中的实风虚风之间的关系。

进而，通过对研究团队于 2016 年夏季对福建省福

鼎市清乾隆年间建成的传统民居——翠郊村吴氏

大院进行的实测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验证该古建筑

中存在的建筑风环境营造趋利避害策略。最后，对

传统建筑营造策略在现代建筑营造中的应用进行

了讨论。

1  经典著作中的风环境描述—九宫八风理

论
我国气候为典型季风型气候[8]，一年中的风向

会随时间发生规律性变化。如冬季主导风向多为偏

北风，夏季主导风向多为偏南风[5]。这些风中携带

了大量信息，如风向，风速，温度，湿度。古人在

长时间的总结中发现，季风对人体是有益的，如果

某地当时的风向与季风相反，就容易导致人生病。

经过大量的经验积累，古人提出了九宫八风理论，

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解释就是风所携带的信息对

人的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风的致病原理，那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即人

受到不合时令的风的侵入。

1.1  九宫八风与发病理论

北

图 1  九宫八风图[9]

Fig.1  The graph of Jiugong Bafeng

九宫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名词，古代天文学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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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字格将天空分为九等份。在九宫八风理论中，这

九个方格指代人与其周围的八个方位，这八个方位

又象征一年之中的八个节气，即二分（春分、秋

分）、二至（夏至、冬至）、四立（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每个方向同时也代表某个特定的节气，

是古人从我国季风型气候的规律中总结凝练出来

的成果。八方八节的对应关系如图 1 所示。在特定

的节气，当地主导风向一般为其对应的方位。以图 1
正下方的冬至为例，该时节的主导风向一般为北风，

在九宫八风中名为大刚风。在九宫八风理论中，与当

时节气主导风向一致的风，对人体是有益的，称之

为实风；而与之方向相反的风，则对人体有害，称之

为虚风；其他六个风向则称之为正风，正风对于人

体的影响没有实风虚风显著。因此，在冬至时节，

大刚风（即北风）对人是有益的，而大弱风（即南

风）对人体是有害的。这里的冬至时节，指的是冬

至所代表的整个时间周期，长度为 45 天。

九宫八风理论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八风的

名称及其使人致病的规律。在不同的节气时，虚风

的方位也随着其节气主导风向而改变。而不同方向

的虚风会对人的脏腑和肌肉骨骼造成不同的影响，

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用现代科学语言对九宫八风理论进行描述，即

风所携带的信息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如果

该信息与当前季节的信息相反，则容易导致人生病。

表 1  九宫八风理论中描述的时空信息及其对人的影响[10]

Table 1  The Summary of the theory of Jiu Gong Ba Feng and their effect on human

风的时空信息 对人体的侵害

节气 实风风向 虚风方向 虚风名称 内伤脏腑 外伤部位

冬至 北风 南风 大弱风 心 脉

立春 东北风 西南风 谋风 脾 肌

春分 东风 西风 刚风 肺 皮肤

立夏 东南风 西北风 折风 小肠 手太阳脉

夏至 南风 北风 大刚风 肾 骨、膂筋

立秋 西南风 东北风 凶风 大肠 两胁腋骨下、肢节

秋分 西风 东风 婴儿风 肝 筋纽

立冬 西北风 东南风 弱风 胃 肌肉

注：中宫无风，所以不列入表中。

1.2  九宫八风理论的现实意义

九宫八风理论作为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种理

论，其本身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古代的建筑多

为一层建筑，周围环境平坦开阔，建筑微环境简单，

建筑附近的风环境与整个区域的风环境是一致的，

所以可以简单地用风向来代指风所蕴含的一系列

信息。而现代城市多是高层建筑群，当自然形成的

季风进入城市，进入建筑群之后，风向、风速、温

度、湿度等多种信息都有可能被改变。古代的经验

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性将会大大降低。发展基

于现代社会的九宫八风理论，需要建立新的风环境

评价体系，应该将评价风的各项参数综合起来，探

讨其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并将这种规律应用于建

筑设计与建筑技术的发展上。基于本研究团队的文

献调研结果发现，国内外关于风的综合性评价相关

研究相对有限，期待未来在流行病学等学科领域有

所突破。本研究基于一些中文流行病学研究资料，

对九宫八风理论中虚风致病的规律，简单的进行了

文献综述统计研究。

2  九宫八风与发病率
九宫八风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不同季节虚风信

息特征与人体致病部位的对应关系，该理论较好地

揭示了古人从系统论和整体论角度看待气候与人

体发病率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趋利避害，

减少环境信息突变以及虚风信息对人的伤害。中国

古代科学多是系统性科学，习惯从整体论的角度分

析问题，为验证九宫八风的科学性，本研究借助统

计分析和文献综述手段对虚风/实风条件下人体发

病率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旨在为建筑风环境营造

策略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以减少虚风信息对人的

健康影响。因为流行病学的研究大多以季节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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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时间尺度，因此，本文也以九宫八风中代表春、

夏、秋、冬的四个部位肺、肾、肝、心的相关疾病

发病率与虚风和实风的关系。

（1）肺

对于肺而言，在春季西风为虚风，东风为实风。

而与肺相关的疾病有肺结核、呼吸道疾病等，通过

相关文献分析获得到 2004—2012 年大连各月份的

呼吸道传染病统计结果（数据来源于国家疾病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及全国 2004—2012 年肺结核

病的疫情资料统计结果（数据来源于中国 CDC 法

定报告传染病数据库）[11]。通过统计分析可知大连

地区的肺结核和呼吸道疾病在虚风为西风的春季

发病率明显增高。流行病学常采用季节指数表征疾

病的季节变化特征，当季节指数>1 时表明存在明

显的季节变化特征。从全国肺结核的发病率的季节

变化特征可知在虚风为西风的春季肺结核发病率

明显增高，如图 2 所示。

（a）大连市（肺结核和呼吸道疾病）

（b）全国（肺结核）

图 2  肺相关疾病发病率与虚风/实风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bility of lung-related 

diseases and the deficiency/seasonal wind

（2）肾

对于肾而言，在夏季北风为虚风，南风为实风。

与肾相关的疾病中，本研究选择肾炎探究了虚风/
实风信息与肾炎的关系，通过文献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实/虚风时间段的肾炎发病率均有所升高，在不

同文献中的统计结果相近。张紫媛[12]对 2003 年 1
月—2010年 12月间在四川省华西医院住院的 1058
例 IgA 肾病患者研究表明，肾炎平均高发日在每年

的6月12日，这说明肾炎在虚风为北风的夏季高发。

另外，通过对陈锋斌[13]对 2010 年 2 月—2013 年 2
月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接诊的慢性肾炎

患者数目统计，结果表明在北风为虚/实风的夏/冬季

均存在增加趋势。但是中医用药规律存在着季节性

差异，夏天与冬天用药的方式不同。这说明对于肾

而言，虽然实风季节与虚风季节都会容易诱发肾炎，

但是致病机理是不同的。此外，而对于特殊人群儿

童的调查结果[14]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3）肝

对于肝而言，在春季东风为虚风，西风为实风；

在秋季西风为虚风，东风为实风。与肝相关的疾病

有肝炎、甲肝、乙肝等，通过文献调研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实/虚风时间段与肝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均有

所升高。例如，江西省锡山市 [15] 卫生防疫站

1992—2002 年统计的先关肝炎（甲型肝炎、乙型

肝炎、丙型肝炎、戊型肝炎、未分型肝炎）发病率

结果显示实风时发病率增高。而其他在大连市[16]、

宜昌市[17]等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虚/实风阶段的发

病率均明显增加，如图 3 所示。

（a）无锡市

（b）宜昌市

图 3  肺相关疾病发病率与虚风/实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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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bility of liver-related 

diseases and the deficiency/seasonal wind

（4）心

对于心而言，在冬季南风为虚风，北风为实风。

与心相关的疾病有心梗、心血管疾病、心脏病等，

通过文献调研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实/虚风时间段与

心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均有所升高，与上述肝、肾、

肺发病率与实/虚风之间的规律一致。例如，北京

地区 3A 级别的 32 家医院统计 2006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心血管疾病结果显示其发

病率与季节有很强的相关性[18]，在虚风为南风的冬

季心血管死亡率最高，在实风为南风的夏季心血管

死亡率较低，如图 4（a）所示。另外，阜新市统

计的心梗发病率也存在上述类似的规律，如图 4
（b）所示。

（a）北京市（心血管疾病）

（b）阜新市（心梗）

图 4  心相关疾病发病率与虚风/实风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bility of heart-related 

diseases and the deficiency/seasonal wind

综上，通过文献调研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九宫

八风”的信息与发病率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例如与

心、肝、肾、肺有关的疾病，在季节主导风向为这

些器官所对应的虚风时，与该器官有关的疾病发病

率与其他季节在统计学上有一定差异。并且，对于

肾相关疾病与肝相关疾病，在其他风季节时，其相

关疾病发病率也有上升趋势。不过根据文献调研，

不同季节的相同疾病，治疗方式是不同的。这说明

九宫八风中各器官与各方位之间的对应在统计学

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构建建筑风环境时，设计

者应考虑到这些致病因素，从而应用趋利避害的建

筑策略。

3  传统民居风环境营造趋利避害策略实证
《黄帝内经》完成于先秦到汉代之间，这说明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风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

古代建筑营造技术中也体现了这种趋利避害的意

识。为了验证这种趋利避害的营造策略，本研究团

队于 2016 年 8 月对福建省福鼎市清乾隆年间建成

的传统民居——翠郊村吴氏大院进行了详细地实

测调查。建筑所在地气候炎热多雨，三面环山，东

面临水。院落占地 14000m2，包括 3 进院落，每一

进有三个天井。整个建筑共包括 24 个天井、6 个

大厅、12 个小厅、192 个房间。翠郊古民居的航拍

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翠郊村古民居航拍图

Fig.5  The aerial photography of the ancient house in 

Cuijiao

在测试期间，研究团队对院落四周以及宅院中

轴线附近的风速、温湿度以及各房间的温湿度变化

进行了连续监测。对建筑选址，气候特点，院落空

间布局，气候适应性营造策略，建筑风格等多种元

素进行了详细考察。

从航拍图中可以看出，在人的活动高度上，院

落在水平方向上的唯一开口即宅院大门，因此院落

的中轴线是院落的主要通风路径。通过对 8 月 10
日下午中轴线上各院落及房屋的风速进行统计并

绘制成箱线图，结果如图 6 所示。院落内各测点平

均风速为0.2～0.3m/s，院落外界各测点风速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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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m/s，门厅平均风速为 0.8m/s。院落内各测点风

速变化范围为 0～1m/s，院落外界各测点风速变化

范围为0～2.5m/s，门厅风速变化范围为2～2.25m/s。

图 6  2016 年 8 月 10 日下午院落中轴线各位置风速

Fig.6  Wind speed of the test point on the axial of the 

house on 10th, August 2016

可以发现，院落内的风速均值与变化范围为外

界环境的 30～50%，这体现了建筑围护结构对于建

筑内环境的保护作用，把外界具有复杂波动的风信

息和人的居住环境隔离开来。门厅处的风速均值与

波动幅度与外界环境近似，是院落内平均风速与波

动幅度的 2到 3倍。作为院落内外空气沟通的枢纽，

门厅风环境复杂程度超过院落内外。这个现象可以

类比为人呼吸的过程，整个院落通过门厅进行“呼

吸”，从而达到通风换气的目的。图中还可以发现，

房屋内风的均值与波动程度均小于相对应的天井。

房屋与天井的关系，和院落与外界的关系是类似的，

房屋之于天井，起到了同样的隔离内外的作用。通

过现场考察，发现房屋中卧房与通风处也是被隔开

的状态。从地形选择，到院落，到房屋，再到室内

布置，古代建筑营造技术将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层

层削弱，创造出不同层次的风环境。这样，居住者

可以根据天气特点，身体状况，主动的对自己的居

住环境进行调节。这样的建筑营造技术与现代人工

环境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封闭空间，人与建筑始

终是不断地与自然沟通，将自然信息根据自己的需

求进行筛选，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院落中轴线各位置温度与湿度见图 7、图 8。
室内的平均温度为 30～31.5℃，天井平均温度为

32～33℃，外界平均温度为 33.5℃。院落内温度低

于外界温度，室内温度低于对应天井温度，且三进

温度<二进温度<一进温度。室内的平均相对湿度

为 68～75%；天井与外界平均相对湿度相近，为

58～60%。可以发现室内相对湿度大于天井相对湿

度，且三进湿度>二进湿度>一进湿度。以上分析结

果说明，室内具有低温高湿的特点，居住者应勤开

窗，保持良好通风。

图 7  8 月 10 日下午古民居中轴线各位置温度变化

Fig.7  Temperature variation of the test point on the axial 

of the house on 10th, Aug.

图 8  8 月 10 日下午院落中轴线各位置湿度

Fig.8  Relative Humidity of the test point on the axial of 

the house on 10th, Aug.

图 9  8 月 10 日三进天井不同高度风速

Fig.9  Wind speed of different height in the 3rd courtyard 

on 10th,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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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 可以看出，随着高度上升，风速呈上升

趋势。在 5m 高度风速由 0.3m/s 平均值骤升至

1.3m/s 的原因是院墙的高度在 5m 左右，所以当高

度超过院墙的时候，外界的风可以自由进入院落上

方，诱导天井内空气进行流动。此外，图 7 中室内

外温差约为 2℃、天井与外界温差约为 1℃，这说

明热作用也是院落通风的驱动力之一。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对整座宅院的通风模式做

出分析与预测。在水平方向上，整座宅院通过门厅

与外界进行沟通；在垂直方向上，空气流动主要是

由高低温差以及院落上方风的诱导作用引起的。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建筑的风环境营造策

略是非常合理的，不仅可以过滤外界剧烈波动的信

息干扰，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舒适、宜居的环

境。达到了人、建筑、自然三者和谐一体的境界。

4  传统民居营造策略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经典著作中对建筑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空

间尺寸、建筑材料、室内环境等都提出了一定的要

求。本文所述的《黄帝内经》中的九宫八风理论，

主要对人的热环境提出了，即人应该减少接触与生

活环境相反的热湿环境，避免热环境发生骤变。而

通过对围护结构的设计与过渡空间的营造，可以实

现这一目的。

南向居室采光条件好，日照时间长，因此，现

代住宅建筑大部分将建筑开口与楼梯间设置在北

向以减少南向建筑面积的使用。然而，作为现代建

筑中为数不多的过渡空间，将楼梯间设置在北向具

有以下弊端：在冬季时，干冷的北风会通过建筑开

口进入室内。这样楼梯间由于气温较低，无法形成

一个较好的过渡空间，人在进入室内时会经历较大

温差，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19-21]；在夏季时，时

令南风又无法进入建筑，不利于建筑空气交换。因

此，建议现代建筑的设计参考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

设计理念。

室外过渡空间，如传统建筑中的天井，在抵御

外界不利气候及促进室内外空气交换上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住宅中，室内与室外的界限

划分十分清晰，建筑与外界交流的过渡空间，大部

分局限在阳台这一狭窄空间中。室内外热环境互相

割裂，为人体热舒适及热健康带来了隐患。然而，

由于成本原因，在城市高层住宅建筑中设计类院落

结构可行性较差。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更加关

注建筑开口与楼梯间的设计，将楼梯间作为室内外

热环境过渡空间的概念进一步加强。在办公建筑及

公共建筑的设计中，可以加入开放式过渡空间，如

阳光间，楼顶花园等，加强建筑内外热环境的整体

性。

5  结论
我国经典著作中蕴含着许多深刻的科学思想。

本研究对九宫八风理论进行了科学诠释，并通过流

行病学文献综述成果为理论提供了数据支持。同时

结合古民居风环境的实测分析结果，对传统民居营

造策略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进行了讨论。主要得出

以下结论：

（1）九宫八风是古代人民将我国季风性气候

所具有的独特时空信息与其医学影响总结凝练而

成的经验理论，具有实践意义。

（2）通过对流行病学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统

计分析，发现九宫八风理论中描述的特定时空信息

的风对人体五脏的健康影响在统计学上是有一定

的意义的。在主导风向为该器官所对应的实风/虚
风时，与该器官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3）通过对古民居的实测数据与营造策略进

行分析，发现传统宅院的院墙既能够保护宅院的内

部环境不受外界复杂气象信息干扰，又可以藉由天

井和大门等开放式空间，保证内部建筑进行有效通

风，提供相对舒适的建筑环境。

（4）传统建筑中天井与院落的概念，应该加

以借鉴并应用于住宅建筑的开口与楼梯间设计，以

及公共建筑的过渡空间设计。

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理论是古人通过对自然信

息长期的观察与总结形成的经验。本文以九宫八风

理论作为切入点，该理论主要表达了风所包含的时

空信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了减少风对人的侵害，

古人通过应用传统民居风环境营造策略，达到趋利

避害的目的。本研究对传统理论科学诠释与实证方

法的初探，为建立人—建筑—自然三者关系的理

论描述，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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