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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不仅是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景观，
更常被视为一个国家兴盛的象征。随着科
技的发展，现代摩天楼也是越长越高。本
期《维基人》就来带你看一看世界上著名

的摩天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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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楼，用严肃一点的用词来讲，便是

“超高层建筑”。大家一听到这个词，第一反
应便会想到“金茂大厦”、“双峰塔”等著名
地标摩天楼，的确，它们的高度达到数百米，
名副其实配得上“摩天大楼”这个头衔；然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
定：建筑高度超过100公尺时，不论住宅及公
共建筑均为超高层建筑。也就是说，只要你所
居住的建筑超过三十几层，你也有可能已经住
在摩天大楼里了！如果你居住的房子只有二十
层咋办？不要紧⋯⋯在日本，建筑物超过60
米，便是“超高层建筑”。把你的房子搬到日
本去，你照样住在“摩天大楼”里！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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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摩天大楼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之一，但这并不表

示古人就造不出高的建筑。早在12世纪，意大利人便建
造了“博洛基亚双塔”（Towers of Bologna），高达
97.2米，可以说是中世纪时期建筑的极限。至于几千年
前的金字塔⋯⋯无视了吧。它们并不属于“楼”的范畴。 
 
在十九世纪，一栋十几层的建筑便能称得上摩天大楼
了——当时的建筑技术使得人们不可能造出更高的楼。
即使造出来了，也没人愿意上去——人们不愿爬太多的
阶梯（当时没有电梯哦！），而水压式垂直升降机仅能
提升约15米的高度。 
 
除了电梯技术的缺乏，建筑物本身架构也是制约大楼高
度增长的一个因素。当时盛行的砖石结构使得大楼的主
要重量需要由砖头和石头组成的承重墙来承担。楼越高，
底下的承重墙所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而砖头的承受
力有多大，想必大家也是知道的⋯⋯想当年某砖头被小
编屁股一坐就裂开两半了，虽然这砖头是国产货，但就
算是进口砖头，跟钢铁比起来，承重力也可谓不堪一击。 
 

�aGMCr\��T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LNTKE_VIEW_FROM_AMOY_201205.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2tours_bologne_082005.jpg


十九世纪后期起，逐渐发达的钢铁技术、钢

筋混凝土与抽水泵让建造极高的大楼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1880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了
使用电力的升降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电梯发
明了。实际上摩天大楼的发展，主要的因素源
于升降机的发明。 
 
世界上第一栋钢架构的建筑兴建于1864年
（左图所示）。这栋不起眼的五层建筑创造了
历史——钢架构从此逐渐被推广到了全世界。
钢铁结构的建筑大大减轻了建筑物的重量，尤
其减轻了砖墙所需承受的压力。在很多时候，
砖头只需要承受自己的压力，其作用也从承重
变成了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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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摩天大楼建造风潮首次兴起于19世纪末美

国纽约市与芝加哥地价昂贵用地不足的区域。为了城
市商业发展，增加更多营业面积而兴建摩天大楼。 
 
1871年10月8日美国芝加哥发生大火，灾后重建时为
了节约市中心用地，高层建筑应运而生。城市的重建
计划广泛地采用新的建筑技术与新的建材，包含电梯
的使用。威廉·勒巴隆·詹尼设计的的芝加哥家庭保
险大楼（如右图）被世界公认为第一幢摩天建筑。它
的下面6层使用熟铁梁框架，上面4层是钢框架，墙仅
承受自己的重量。这座10层楼（42米）的大楼建造于
1884年-1885年。 
 
从现代人的眼里看来，这栋大厦的高度毫不起眼，甚
至还不如中国一些贫困县的政府大楼高，然而，在当
时，它可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大高楼了！可惜的是，这
栋楼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被拆毁于1931年。但从那
时起，为了追求财富和虚荣，熟练掌握钢铁框架技术
的邪恶人类便将大楼越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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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转至美

国，1920年代是美国建筑的繁荣期。为了建造出世界上
最高的大楼，各建筑商充分发扬大跃进精神，纷纷开足
了马力，然而，第一的头衔永远只能属于一个人。 
 
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是美国纽约市的一
座装饰风艺术式的摩天大楼。在1928年9月19日开始动
工。大厦的非结构载重性外墙总共用了约400,000万个
铆钉以及约3,826,000个砖块。虽然大厦内部由金属结
构支撑，但克莱斯勒大厦目前仍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高的
砖造建筑物。由于它建造于二十年代建筑大跃进时期，
因此，它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完工之前，克莱斯勒大厦与其旁边的“川普大
楼”（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高度相当。为了超过克莱
斯勒大厦取得世界最高建筑的头衔，川普大楼的设计师
瑟文斯因此增加了川普大楼的高度，并高调公开宣称自
己的大厦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作为对瑟文斯的回
应，克莱斯勒大厦的设计师凡艾伦暗中改变了建筑设计。
它取得了38米高的尖顶建筑执照，并且在大楼内秘密进
行建造大楼尖顶（悄悄地⋯⋯声张的不要）。不久，川
普大楼率先落成，比克莱斯勒大厦还要高2英尺（不到一
米）。然而，就在川普大楼的设计者们欢庆胜利之时，
1929年10月23日，秘密装配好的尖顶被依序装设在克
莱斯勒大厦的顶部，整个吊装过程在90分钟以内就完成
了。克莱斯勒大厦凭借这个尖顶，一举反超。 
 
此时，川普大楼的工程师们才猛然醒悟，他们结结实实
地被克莱斯勒大厦黑了一把。想起引火上身的装逼炫耀
行为，他们可真是没后悔药吃啊！川普大楼的惨痛教训

告诉我们：装逼遭雷劈！！！ 
 
其实克莱斯勒大厦的世界第一高头衔也没保持多久。虽
然大亨瓦特·克莱斯勒实现了拥有世界最高建筑的梦想，
但不到一年后，它就被帝国大厦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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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只保持了不到一年头衔的克莱斯勒大

厦，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
也是建筑大跃进的产物。它幸运得多——直
到1972年仍然是世界最高建筑。帝国大厦
有地上102层，楼高381米，于1951年增
添的天线高62米，总高443米。它的建造
过程仅用了410天（一年又2个月内），是
世界上罕见的建造速度纪录。它的建造速度
一度达到一天一层，这效率论当时的技术，
已经足以堪比“亩产万斤”了。 
 
大厦于1930年1月22日开始动工，3400
多名工人参加了建设，主要是欧洲移民，也
包括数百名蒙特利尔附近的北美原住民。根
据官方统计，施工过程中共有五名工人身亡。
相比这个成绩，克莱斯勒大厦则没有建筑工
人死亡。 
 
帝国大厦最终尝到了大跃进的苦果。由于大
厦落成之时，恰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而
且大厦地址远离公共交通，使得许多办公室
在1940年代之前一直空置。为了营造繁荣
的假象，大厦的管理员甚至要在夜间手动打
开大楼内各房间的灯光（跟北朝鲜的手法一
样⋯⋯）。帝国大厦在早期也因此被戏称为
“空国大厦”（Empty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落成后也是灾难不断。除有多达
30人次在此跳楼自杀外，也有不少火灾事
故发生，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即是B-25撞
机事件。1945年7月28日上午，由一位中
校驾驶的B-25米切尔型轰炸机由于当天的
浓雾在空中迷失，撞向了大厦北侧79层与
80层，并由此产生了大火。14人在事故中
遇难。所幸的是，尽管如此，在两天后的周
一，大厦的其他楼层继续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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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电梯设计是世贸中心的一大亮点。两栋双子塔高达110层，总共有95座快

速和局部电梯，如何高效率地使用电梯成为了一项大挑战。在这个全新的电梯系统中，有
两个专门用来换电梯的层楼（44和78）。在这两个层楼里人们可以从大面积的高速电梯
里换到局部电梯里去，而这些局部电梯仅服务一段层楼数，这样多个局部电梯可以被放在
同一个电梯管道里。得益于这样的设计，每层的可用面积因此从62%提高到75%。这个
电梯系统是受到纽约地铁的启发建立的。在纽约地铁系统中有快车站，在这些站上快车和
慢车都停，而在慢车站上只有慢车停（就像中国的火车也分快慢车）。 

世界贸易中心在1972年终于从帝国大厦手中

夺取了世界第一高楼的宝座（以屋顶计算）。世
贸中心有七栋楼，其中最高的两栋双子塔分别高
417米和415米。世界贸易中心如此庞大，以致
于建造地基挖掘出来的大量泥土都可以用来填海
建造曼哈顿下城西侧的一个大公园。在一个典型
的工作日里，约五万人在世贸中心里工作，并有
超过20万名游客出入双塔，由于人流数目巨大，
世贸中心甚至有自己的邮政编码：10048。从
南塔的观景台及北塔的国际饭店上可以饱览整个
纽约的景色。作为纽约的地标，双塔因而被大量
地展现于电影电视、明信片、商品、杂志，全球
闻名，与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和自由女神像
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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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栋双子塔始终保持世界上楼层最多的建筑物

（110层），直至2010年才被超过。然而，它的
设计也受到了不少批评。一些人批评世贸中心
“仅仅是玻璃和钢筋组成的格子”，许多人抱怨
仅有46厘米宽的狭窄窗户凸显了设计师的恐高症。
1983年的亡兵纪念日，攀登家丹‧古德文成功地在
外面爬上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他的这次行动
的目的在于指出要营救被困在高楼上层的人是不
可能的。 
 
他的断言最终可悲地成为了现实：2001年9月11
日，所有位于北楼撞击点上方的人无一幸存。在
南楼，只有4人成功地从撞击点上方逃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World_Trade_Center,_New_York_City_-_aerial_view_(March_2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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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位于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以

442米的高度超越了世贸中心，夺取了世界第
一高楼的宝座。若按照屋顶计算，它至今仍然
是北美第一高楼（论天线就不是了）。希尔斯
大厦是最后一个落成于美国的世界最高建筑。
1998年，它被马来西亚的双峰塔超越。从此
“世界第一高楼”的头衔与美国无缘。 
 
从远处望向希尔斯大厦，它就像一团积木捆在
一起。实际上，西尔斯大厦的确是由九块长方
体形状的相对独立的“积木”拼成的。每一个
“积木”的平面面积都相同。楼层越高，被
“抽走”的“积木”就越多，剩下的面积就越
小。在108楼，面积只有1楼的九分之二（7
块被抽走了，还剩俩）。真有趣，搞个大楼还
跟小孩搭积木过家家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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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建筑高度“大跃进”的浪

潮在美国明显地放缓。建筑商似乎不再对高度感兴趣。
与此同时，四百多米的高度对于当时的钢铁建筑架构
而言也逐渐接近了合理的上限。进入二十一世纪，虽
然有更多四百多米高的大楼被兴建，但它们受到的关
注度远远不如以前了——在全世界，这样的建筑已经
多到泛滥。 
 
重建的世界贸易中心，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将近十二年
后终于完成了。它的设计高度是1,776英尺（541.3
米），象征着美国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而屋顶高
417米，象征原世贸中心北塔的屋顶（417米），而
观景台及最高的可使用楼层高415米（1362英呎），
象征原世贸中心南塔的屋顶（415米）。汲取了九一
一事件的惨痛教训，这栋蓄势待发的大楼在安全方面
下足了功夫。104层的大厦，实际可用只有82层，其
它都分配给了技术和安全之用；它被刻意建在距离街
道27米远的地方，以防止路边炸弹；面街一侧的窗户
统统采用了防爆塑胶；为了准备应对下一次九一一，
连逃生梯都是超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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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人看来，摩天大楼的竞赛已经与美国

佬无缘了。二十一世纪，乃是亚洲的舞台！美
国人把持世界最高建筑的头衔百年之久，他们
已经没兴趣了。1998年起，世界最高建筑的
荣誉转移到了亚洲。在这里，土豪、富二代、
暴发户们，正为了争夺这个被视为荣耀的头衔
打的不可开交！难道只有你们美国人懂建筑大
跃进吗？我们亚洲人就不可以？敢不敢玩一把？ 
 
1998年，马来西亚率先从美国人手中夺去了
这个荣耀。双峰塔高达452米，论结构体超越
了希尔斯大厦。双峰塔采用大量不锈钢和玻璃
材质作为幕墙，引领了二十一世纪建筑幕墙的
潮流先锋。连接着两栋塔的走廊乃是世界上最
高的过街天桥。肖恩·康纳利及凯瑟琳·泽塔
琼斯主演的《偷天陷阱》里，男女主角就是从
这里逃脱。 �Nl�"<3�

马来西亚抢走了世界第一高楼的名声，似乎惹起

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嫉妒。凭什么这个头衔就是你
们马来人的？这不，1999年开工的台北101大厦
项目原计划兴建五栋建筑，后来改为合并成一座摩
天大厦，建筑高度最终则提升至508公尺，以成为
当时之世界第一高楼为目标。 
 
台北101大楼成功地在“建筑物顶端高度”、“大
楼屋顶高度”、“最高楼层地板高度”三项指标打
破了世界纪录。而在“顶端天线高度”上则略逊于
希尔斯大厦。不过这不要紧⋯⋯无视就好⋯⋯不会
影响到炫耀世界第一的。 
 
台北101至今仍是世界最高绿色建筑，并拥有独特
的跨年倒数和新年烟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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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看着别的城市一栋栋地建了摩天大楼，

也忍不住了要欲欲跃试。1990年，浦东开发
开放，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
区，搞几栋高调的建筑物是必不可少的。不过，
似乎没有多少人喜欢关心浦东新区那栋肥肥胖
胖的政府大楼，那就建几栋高的吧！ 
 
1999年，金茂大厦落成。这成为了上海乃至
全国的骄傲。88层的金茂大厦与世界第一无
缘，但在落成的时候也成为了世界第三高楼。
它的日常维护费用达到了每天100万人民币。 
 
2008年，金茂大厦的邻居——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夺走了金茂大厦的上海市最高大楼的荣誉。
环球金融中心高达492米，甚至超过了东方明
珠，从金茂大厦那里抢走了不少游客和眼球。 

XYxhD�?��xf5!�&��

厨房三大神器是什么？尖顶的金茂大厦是名副其实的注

射器，上方有一张大开口的环球金融中心是开瓶器，似乎
缺一点啥⋯⋯嗯，缺一个打蛋器！为了凑满厨房三件套，
心急如焚的人们决定再给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建一个
新邻居，这就是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 
 
2013年8月3日封顶的上海中心大厦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高
建筑，它似乎也没兴趣去争世界第一的位置——做好厨房
打蛋器就满足了！上海中心采用“龙形”结构，采用了从
未在超高层建筑中使用过的双层玻璃幕墙。在幕墙中，有
24个空中花园。由于上海的土层软，所以在地下埋进了
956根86米长的基桩。整栋大楼预计将在2014年年底落
成，届时，陆家嘴就会变成完美的厨房了！不过，不知道
它的邻居会不会高兴——人们只喜欢最高的，失去最高的
头衔意味着失去游客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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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人看着东亚人玩得不亦乐乎，

一阵窃喜，终于轮到他们拿出必杀
技了⋯⋯ 
 
2010年，高达828米，169层的迪
拜哈里发塔落成。过去四十多年来，
出于技术和安全等考虑，世界各地
的摩天楼基本都限制在四、五百米
左右，而这次迪拜塔直接连破三个
层级，窜上了八百米！虽说是否实
用是一个大问题，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是土豪我怕谁？ 
 
迪拜塔在多项指标均破世界纪录，
包括最高的结构物、最多楼层数、
最高位置的清真寺、最高夜总会等。 
 
哈里发塔虽然远胜所有的竞争对手，
不过它也感到了压力：50公里外的迪
拜“棕榈岛塔”计划将至少从原
定的750米调高至1050米，使其得
以震撼哈里发塔的世界最高楼地位，
此外，邻国沙乌地阿拉伯也随着宣
布建造高达1600公尺的“王国塔”，
预计2020年完工启用。 

 
“你以为中东就你迪拜土
豪？咱走着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Burj_Khalif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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