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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百变魔方
 ——学习环境的
模块化改造实践
A modular prototype 
for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关键词：百变魔方；模块化；原型创新；

平等；社区；未来

Keywords: Rubik´s cube; modular-
ity; prototyped innovation; equity; 
community; future

摘要：以模块化多功能盒子的概念，将类

似空间装置的策略引入教室，满足必需

功能的同时，适应每个站点的要求。作为

一个空间“百变魔方”，可以在每个教室

中打开，并对其进行升级，跟上教育创新

的步伐。
Abstract: With the modular mul-
tifunctional boxes, a strategy is 
introduced to satisfy the necessary 
functions while addressing the spe-
cific requirements. Conceived as a 
“Rubik´s cube” that can open up in 
every possible existing classroom 
and upgrade it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过去几年一直致力

于在中国的偏远乡村建立专门的学习空间，塑造个人

和社区的催化剂。基金会希望通过优化升级教育建

筑及课程开发，缩小偏远地区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

同时，该组织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延

边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进城

打工。这意味着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特大城市，进

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城市建筑群。与此相

反，乡村地区由于文化、宗教、社会组织关系的原

因，留下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及排布方

式，一定程度上完好地保护了历史遗产，形成了独

特的乡村肌理。

在乡村地区，为了容纳数量快速增长的学龄儿

童，教育建筑通常采用建设速度快、仅能保证基本

质量的方式进行建造，导致了乡村学校的同质化。

这样快速建造的学校无法满足儿童成长、学习、锻

炼各方面技能的需求。基金会在偏远乡村建立学

习空间的项目，既探索了乡村及大城市外围区域的

可能性，又解释了建筑如何促进使用者的变化、空

间如何塑造个人。

1      一个适合所有，多场景解决方案

基金会提出教室设计需要提供全新的学习环

境，并能够适用于国内各个地区的校园。 这意味

着建筑师在确定设计方向的基础上，需要在各类

教室设计中找到共性，同时兼顾不同的校园场景，

具有包容性。

因此，Crossboundaries 决定采用模块化多功

能盒子的概念，类似中国的传统针灸，适应所有必

需功能 , 满足每个站点的特定要求。我们引入了一

种类似空间装置的概念，将劳动力和预算集中于一

个要素，再将其功能辐射至整个空间。这一概念可

以被理解为空间的“百变魔方”，应用于每间教室，

并进行相应升级，从而适应教育创新的步伐。

在满足灵活性的前提下，项目其他的技术挑

战也随之而来。原型设计将于短时间内，在不同地

点、城市和省份同时实施。这意味着大量的预算和

时间都会花费在生产方面，并且需要同各地的承包

商对接，把控施工标准。

2     魔方，模块化和原型创新

概念核心为多个模块设计，这些模块在工厂提

前预制，并由专业团队现场组装，确保施工质量。

安装之前，首先对教室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进

行翻新，提升整体空间品质。同时，在单侧墙面打

造“科技墙”，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教学需求。墙上

设有屏幕、白板、插板、iPad 充电架、储物柜和书

架，布置于教室较短的一侧，面向可以举办团体活

动的开放空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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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内，组装完成的模块被布置于偏离中

心、接近另一面短墙的位置，以形成不对称的分布。

与魔方类似，该模块由不同的界面组成，每个界面

具有各自的边界功能，与现有的教室空间形成了不

同的界面关系——既保留了传统教室的必要功能，

又鼓励了使用者尝试创新的教学方法。

区域的大小决定了每个方向可以参与活动的

人数以及可以开展活动的类型。较小的角落用于独

立阅读或学习；合作式工作坊或手工艺品制作可以

在中等规模的壁龛中进行；窗户和孔洞平滑连接的

区域，可以鼓励集体玩耍、探索和放松；以教师为

中心的讲座、讨论和表演可在更大的舞台区域进

行。此外，魔方自身的厚墙可以满足教室的储物和

藏书需求。魔方中可以存放或展示书籍、玩具和文

具等学习用品，从而解放教室空间，营造出更整洁

的氛围。

教室的整体色调以白色和木质为主，打造自然

而宁静的边界。颜色集中于魔方本身，以激发学生

好奇心，带来更多灵感。魔方的主要颜色为黄色、

绿色、蓝色和红色，应用了符合美学的基本配色。

桌椅这类必不可少的家具元素，也延续了主题颜

色的搭配，并根据个人或团体需要自由灵活地安

排。立方体座位可以便捷地存储于模块下方，随时

用于教学和玩耍。普通沙发被更具动感的蒲团枕

取代，营造更为放松的角落空间。

4

海南省琼中县乌石学校
海南省琼中县第一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红毛希望小学
海南省保亭县什玲镇中心小学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古之河学校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实验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石楼小镇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小蒜中心小学
北京市京师实验小学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合作市勒秀镇
中心小学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合作市第一小学
内蒙古省通辽市实验小学
内蒙古省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
辽宁省锦州市大榆树堡中心小学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粟坡县大坪小学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粟坡县杨万乡小学
江西省南径小学

参与者数量 所需空间

50人及以上

一对一交流

讲座/典礼

班级游戏

分组讨论

个体阅读

论坛

集体阅读

学生展示

游戏

传统班级授课

小组授课

小组学习

动手实践 个体游戏 一对一辅导 个体自习

班级互动教学

教师会议 学生演示

小组会议 小组阅览集体交流

≈50m2

20人左右 ≈20m2

1~2人 ≈1m2

老师

学生
面积

5人左右 ≈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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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辽宁省锦州市大榆树堡中心小学

辽宁省锦州市大榆树堡中心小学

内蒙古省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

内蒙古省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乌石学校

海南省琼中县乌石学校

北京市京师实验小学

北京市京师实验小学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合作市勒秀镇中心小学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合作市勒秀镇中心小学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粟坡县杨万乡小学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粟坡县杨万乡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第一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第一小学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实验小学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实验小学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合作市第一小学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合作市第一小学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粟坡县大坪小学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粟坡县大坪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红毛希望小学

海南省琼中县红毛希望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石楼小镇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石楼小镇小学

内蒙古省通辽市实验小学

内蒙古省通辽市实验小学

颜色和材料色板

多个位置，不同的尺寸、条件

海南省保亭县什玲镇中心小学

海南省保亭县什玲镇中心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小蒜中心小学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小蒜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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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公平和社区

希望“百变魔方”成为先进教育空间的范本，

展示教育空间的个体塑造。教室同时向所有社区

成员开放，鼓励彼此分享和学习。这种服务于社区

的智能空间概念正是Crossboundaries一直追求

的设计理念，它超越了地理位置和预算限制，为所

有人提供平等的学习空间。这一理念体现了建筑师

的社会责任，反映了建筑师对于公众参与的承诺。

学校成为学术基础设施、上学时间之外，充满生命

力的活力空间。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SK 百变魔方
业主：北京爱思开幸福公益基金会
建设地点：中国北京市、海南省、云南省、
山西省、辽宁省、甘肃省、内蒙古、江西省
建筑设计：Crossboundaries（中国，北京）
项目负责人：蓝冰可 (Binke Lenhardt)、
董灝
设计团队：Elena Gamez Miguelez、
詹子愚、高旸
场地面积：60~120m2

设计时间：2021.03—2022.03
建成时间：2022.07
摄影：金伟琦

北京市京师实验小学
未来教育空间
学习游戏布局
学习模式排列组合
场地类型学研究

具体布局方案
海南省保亭县什玲镇中心小学
北京市京师实验小学学生活动
魔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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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金伟琦拍摄
Crossboundari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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