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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随着当代城市化建设的快速进程，城市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已占据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本文以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典型载体——邻里中心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邻里中心基本

理论、总体规划配置、外部空间环境和内部空间的设计。文中以统筹分级的原则研究邻里中心的整

体规划配置，以开放性的思想指导邻里中心与外部周边城市界面、社区及景观环境的关系，同时以

交往空间为内部核心，探究复合多样化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中的具体交往形式。此外，以郑州航空

港第八安置区邻里中心方案设计为重点案例，进一步深入实证邻里中心开放布局的可能形式与邻里

中心积极交往空间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邻里中心，开放外部空间，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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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urbanization．the planning ang designing of the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The

neighborhood which iS the typical form of the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se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paper．The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y,the overall

planning，exterior open space and the intercourse space of neighborhood center．The overall

planning iS based on a integrated and hierarchical rule．The cent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hood center and urban interface．the community and landscape enrironment iS open．

The specific forms of the intercourse space are explored both in multiple function space and

public space．In addition，the project of neighborhood center in Zhengzhou is emphasized as

the example to learn more about possible forms of the open overall layout and the positive

intercourse space．

Keywords：neighborhood center,the exterior open space，the intercours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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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项目背景

上篇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邻里中心项目方案设计

1．1基地概况

第一章项目背景弗一早坝日茸京

本项目地处于郑州，河南省会，中原腹地，九州之中，历史悠久，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自古

以来被称为交通要道，素有“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之美誉。(图1．1)郑州人文背景醇厚、文化资源

丰富，城市在黄河文化中孕育发展，同时还受商都文化、戏曲文化、拜祖文化、武术文化的深深影

响，有坚实的发展传承根基。本项目具体位于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航空港区位于郑州市

区东南部，原为农村地区，随着郑州新郑机场及周边一系列建设发展起来，在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背

景下面临许多问题，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这部分村民：二是村民将如何以

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

务安排，最终实现农村低密度弥散式肌理向城市高密度紧凑型肌理转变的良好有效过程。(图1．2)

图1．1郑州航空港区位图(来源： 联创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设计文本)

图1．2郑州航空港区肌理变迁图(来源：联创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设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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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堕奎兰堡主兰垡笙茎
邻里中心所在的第八安置区地处于郑州航空港区南部片区东北角(见图1—3)，基地西侧和南侧

的道路为南部片区主要交通干道之一，也是基地和南部片区中心联系的重要道路。地铁17在基地

西侧通过，是市区人流的主要来向之一。(图1．4)基地内部居住人群，主要为本地安置人口和外来

就业人口。本地人口对于居住区内部空间有较为特殊的要求，其中包括戏台、户外活动场地、自耕

地、红白喜事场地等；这类人群对于社区商业设施(如超市、便利店、医药商店、菜场和小型餐饮)

需求较高；同时对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设施要求也相对较高。外来就业人口对于居住区内部空

间要求较为普通，但是对于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大型超市、百货店、文化娱乐、大型餐饮)需求

较高；对于城市开放空间要求较高；对于教育、社会福利设施要求相对较低，形成地块功能基本分

区。

图1-3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基地示意(来源：联创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设计文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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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项目背景

i囊囊霉嚣黍攀雾嚣瑟i

墓鋈鏊建躺鎏寨：漆鏊鍪藜攀；鬻纛羹黼攀霎乏霉

图1．4第八安置区交通、功能分区分析(来源：联创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设计文本)

基地内部现存两个村落，分别为坟后左和坟后吕，村落附近多为农田包围，地势稍有起伏，村

庄道路为乡间小路。(图1．5)

图1．5基地现状图(图片来源：联创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设计文本)

1．2项目愿景

本项目旨在全新的规划示范区内，从科学的规划出发，合理配置每一层级邻里中心的基础下，

具体设计邻里中心总体规划、外部空间关系及内部空间设计，以实现复杂周边环境下邻里中心开放

的对外性和复合功能下邻里中心内部交往空间的多重表达，使得建筑设计符合周边整体规划，服务

于周边人们需求，以实现农村到城市从城市肌理、社区生活、建筑一体化服务的全方位过渡。

漓鬟鬻㈣_{～澶焉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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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设计过程

2．1设计概念

第二章设计过程

本方案以“地景生活综合体”为设计概念，以坡向河面的绿色种植为“生态基座”，各功能体量

以“玻璃盒子”状置于其上，开放地回应城市自然与人文空间，同时综合组织邻里中心各功能空间

与交往空间，实现开放的对外交流与对内交往。(图2—1，2．2，2—3)

麟鏊鞘《够2毽t阻0 臻翔曩gt莲蓬裁黼跨江似t 域f够誊爿i}蘩㈣醛瞧≯掰t

图2．1开放一邻里中心外部空间设计概念(来源i-笔者自绘)

图2．2交往——邻里中心内部空间设计概念(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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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设计过程分析(来源：笔者自绘)

本方案总图设计从建筑与周边环境关系出发，以开放沟通建筑与周边城市界面、社区、景观环

境为目标，具体包括在基地中设计绿坡呼应周边景观的同时统筹整体场地设计，绿坡广场成为基地

中最大的广场空间。此外，结合邻里中心复杂功能空间的特点，以开放式庭院布局，即以柔性边界

划分的与周边空间开放贯通的布局方式，布局产生尺度不同的活动广场、街道，适合不同人群、不

同需求的活动。在交通设计上场地内以步行交通为主，车行流线主要在地下，最大程度实现人行活

动的顺畅安全。场地内铺装设计结合不同活动功能的广场有所区分，以木饰面配以植被的方式设计

儿童活动空间、老人活动空间，加强与自然景观的亲近感。

2．3平面设计

本方案平面设计以合理组织功能空间为先，从解决八大类功能的复合并存为出发点，结合不同

的功能特点组织平面关系，以综而不合的原则规划平面布局，在首层平面八大类功能均有互不干扰

的出入口，同时也会发生必要的联系。平面空间主要分为功能空间、公共空间和辅助空间，功能空

间主要指面向社区居民使用的功能，不同的功能对应不同的平面形式。菜场空间以开放的大空间为

主要形式，商业空间以分散的独立商铺空间为载体，派出所功能空间相对局促，门厅结合等待大厅，

社区体育中心首层以开放无分隔小空间共存于大空间为主要形式，上层以独立教室为主要形式。卫

生所和托老所的功能空间部分排布严格有序，以不同的功能使用要求布置独立分隔小空间。社区文

化中心针对不同人群以不同的空间划分，青少年活动功能以开放自由为主，老人活动以安静方便为

主，图书馆以无分隔大空间的设计符合所有人群的需求。平面中公共空间布局也融入功能性，将休

憩、交往的需求放在重要地位考虑，同时注重空间的使用效率。辅助空间包括不面向社区人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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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设计过程

要由工作人员使用的空间和卫生间、交通核等空间，这类空间的设计以合理高效为原则，围绕功能

空间和公共空间布置，同时满足共用性和疏散要求。此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位均设置在地下，并

结合功能排布设置有两个车行出入口。

2．4剖面设计

本方案剖面设计的主要特点有二部分，一是从功能垂直复合出发的剖面设计，即从使用效率和

使用需求角度出发，将不同功能复合在不同楼层，因其空间形式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剖面空间效果，

如底层菜场空间和上层商业店铺的不同类复合，底层派出所各类小空间和上层体育中心的大空间不

同类复合，底层卫生所各类小空间和上层托老所各类小空间的同类复合，这些从功能复合出发产生

的剖面复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类空间、不同类空间的复合应充分考虑各自的空间性质、空间形

式和空间品质。二是从公共空间出发的剖面设计，即根据邻里中心的设计本质，尽可能多的创造同

一维度和不同维度之间的交往，创造上下层空间之间的视线贯通。具体体现在以一至三层的通高空

间设计卫生所和托老所等候空间，在剖面上实现完全的贯通。以小通高空间组织串联社区体育中心

的不同运动教室，在有限空间内充分创造变化的剖面。在社区文化中心和卫生所的连接空间中以底

层架空的设计既连通又有效分离两类功能，同时上层剖面留出景观庭院进一步丰富剖面与外部的交

流。

2．5立面设计

本方案立面设计的出发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人对外部环境的心理倾向出发，实现室内空间

室外化的空间效果，最直接的手法就是以大面积玻璃来直接接触室外景观环境空间，尤其是在面对

河流、庭院、绿坡广场等空间时，同时大玻璃立面也能直接反应室内如中庭等通高空间的形式。二

是从建筑的体量变化和阴影关系考虑，立面底层部分玻璃幕墙外覆以深灰色打孔金属板，形成坚实

的底部体量感，建筑体量二层以上均内退2．5米，形成漂浮在底座之上的轻盈质感同时明显的阴影

关系，为进一步配合变化的阴影，二层以上玻璃幕墙外不同位置以不同角度排列浅木色打孔金属板，

分别与玻璃幕墙面呈0度、45度、90度、135度、180度等不同角度，并根据室内功能空间以不同

方式组合，在建筑体量上产生变化有趣的阴影关系。

2．6环境设计

本方案环境设计从与外部环境空间的开放对话和人的室外空间活动需求两方面出发，以与周边

河流、城市中心绿化呼应延续为主题。景观绿坡为建筑基底同时也是环境容器，使得邻里中心空间

环境成为城市中自然的一部分，在建筑中插入室外庭院以拉近自然与入的距离。在人的活动需求方

面，结合建筑的综合体式布局设计不同尺度的活动广场和街道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时间、不同活

动类型的需求，以半围合式开放性广场为设计主题，积极吸引城市人流与社区人流，实现城市空间

环境、社区空间环境在邻里中心处的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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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第一章绪论

下篇基于交往需求的开放性邻里中心设计研究

1．1研究背景

第一章绪论弟一早硒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处于高度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融入城市社区空间中，

城市和社区建设面临深刻的发展与变革。在当前城市建设中，单一功能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

分离的模式不仅无法适应人们综合性的需求，还导致了干篇一律的呆板城市面貌。在当前社区建设

中，大量的中高层住宅拔地而起，然而与之相配套的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却严重滞后。目前社区配套

公共建筑建设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l。大部分开发商对经济利益高的商业、金融设施更热衷，包括零售商业、银行等，而对经济效

益低的服务性设施投入较少，如养老院、托儿所、社区教育、社区公益等，因此未能形成完善的社

区配套公共建筑结构。

2．长期以来我国对社区公共配套建筑的建设管理缺乏有效的整体调控，更多时候是个体开发企

业根据本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需求进行规划建设，规划、选址、配建比例过程存在随意性，因而带

来分布的分散，建筑品质不高，规模、功能不能完全适应入们使用的需求而处于闲置浪费的状态。

3．在大多旧的配套社区公共建筑规划中，银行、菜场、邮局、派出所等基础服务多分散布置在

各处，零售商业多以底商形式在社区边缘形成商业街，活动场地多为社区中心大广场及大片草坪形

式。人们多是奔波在各处满足各项需求，耗时耗力，效率低下。

此外，在社区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空旷的广场与齐整的大草坪并不能使人们驻足，社区中缺少

适宜的空间促进人们之间交往与活动，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得到满足，邻里关系

发展至淡漠，社区的文化凝聚力很难得到发挥。

在这样的现状下，亟需从整体上宏观调控规划社区配套公共建筑结构，亟需推出一项整合各项

商业、服务、科教文娱活动的一站式社区配套公共建筑，邻里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国城市

社区建设中开始出现。邻里中心，被称为“社区级城市综合体”，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从

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中借鉴发展经验，目前在苏州工业园区、天津中新生态城、无锡、合肥、深圳、

南京、郑州等地建设了-d,批邻里中心或具有邻里中心功能的社区中心。邻里中心的建设推广为我

国当前城市社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促进邻里交往，满足居民全方位需求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但目前对邻里中心规划策略、设计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十分缺乏。

1．2研究范围与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郑少i．I航空港第八安置区N地块邻里中心设计，重点介绍该项目的设计概念、外部

空间、内部空间环境设计。此外从该项目出发，研究邻里中心的起源与发展，邻里中心在国外的优秀实践

以及国内的借鉴情况，邻里中心的规划配置过程。着重从与城市界面的关系以及自身功能空间需求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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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邻里中心设计的突破点，将以开放性界面与交往空间为主要研究关键词，包括邻里中心界面与外部空

间关系，交往需求不同形式交往空间设计等内容。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国内研究现状

1．学术著作

通过查阅相关著作，目前国内建筑学领域还没有专门研究邻里中心这一建筑类型的著作，有一

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社区活动中心建筑设计》一书主要介绍了可作为邻里中心一部分的社区

活动中心的建筑设计布局与空间组织，并涵盖了一些国外社区活动中心案例，对研究有一定的指导

与帮助。其它学术著作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区中心的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式方法。

2．期刊与学位论文

国内目前对邻里中心或社区中心的研究还不太深入广泛，主要集中在分析实践案例经验，提出

存在问题与规划建议方面。张圣侃《新加坡社区中心的规划与设计》一文介绍了社区邻里与新加坡

社会的重要关系，从功能灵活、场地开放、连接可达等方面介绍新加坡邻里中心设计方法。李盛《新

加坡邻里中心及其在我国的借鉴意义》一文深入分析了新加坡住区结构，邻里中心规划等级以及可

能的借鉴方式与实际应用可能。谭博裕《新加坡“邻里中心”社区商业模式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分

析了邻里中心中商业部分的存在方式与特征。还有是关于发展较早，较完善的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

心研究，董其宁的《苏卅lI业园区邻里中心功能升级及空间优化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苏州工业园

区发展历程以及探讨了可能的功能业态变化和空间布局规划。张敏《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规划设

计探析》一文从公建设施、环境等角度规划分析邻里中心规划，同时以适宜居住理论分析邻里中心

的理想模式。其余研究主要以介绍某一个邻里中心项目方案为例，分析邻里中心设计的全过程。具

体以“邻里中心”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得到表l一1，以“社区中心”为关键词搜索得到表1．2。

表1-1 “邻里中心”文献汇总(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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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社区中心”文献汇总(来源：笔者自绘)

1．3．2国外研究现状

邻里中心最初产生在国外，对于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国外都有相对成熟的发展。理论研究

主要在于对社区建设理论的探索。1929年科拉伦斯·佩里提出“邻里单位”理论作为组织居住区的

基本形式，细胞化地阐释了城市的构成，正式开启对“邻里”一词的研究。勒·柯布西耶进一步提

出了现代城市的基本单位落于带有服务设施的居住大楼。1933年“邻里单位”原则在《雅典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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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为居住区规划的基本思想。在1960年代美国城市理论家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城市的死与生》

一书彻底否定了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阐明了城市充满活力需要多样性及符合人体尺度。现代许

多理论很多是在雅各布斯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如适宜居住理论、新型社区等。国外新城市和新社

区理论研究，还有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一书阐述了交往需求与空间载体的关系，在芦原义信撰

写的《街道的美学》中对街区空间活力做了深入探究。

实践研究主要是新加坡提出并成功实践了邻里中心，新加坡的邻里中心是居住区商业中心，是

指以附近住宅区居民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中心服务区，是解决居民生活的商业服务模式。以空间区域

为主题，1960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配建了邻里商店、邻里中心、新镇中心三级体系，经营内容从生

活必需品，中档商品发展到高档商品。2008年又将配建标准升级为外围中心、镇中心、次区域中心、

区域中心的四级体系。以功能为主题，邻里中心以家庭消费为核心，主要为居民配置各项商业产品

与服务，主要覆盖文化休闲、体育娱乐、服务生活和基础餐饮。此外在运营方式上新加坡邻里中心

将商业服务与行政事务、公益事务相结合。

1．3．3研究现状反思

国外对邻里中心研究来源对城市社区的发展与思考，并较有效实现了空间规模、功能类别的完

善，但对于邻里中心建筑本身的探讨不算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国外优秀案例的学习研究，

找出我国邻里中心设计中的问题并提出策略，但对邻里中心建筑特点以及人的需求与建筑空间关系

的研究还缺乏关注，同时对于邻里中心与城市街区关系的研究也匮乏。

1．4研究意义与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研究，意在充分理解邻里中心产生的背景、发展过程及规划要点，进一步理解城

市社区建设发展，同时以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邻里中心等案例为出发，重点探究邻里中心建筑设

计可指导性的特色手法，具体如邻里中心规划与城市关系，邻里中心内外部空间组织与功能复合，

同时关注人与建筑的关系，探究交往空间的多种可能性。研究成果期望能为邻里中心建筑设计提供

一定思考，为满足居民综合性需求，实现邻里交往与沟通，推动新城市新社区规划设计发展，建设

适宜性社区发挥一些作用。

1．5研究方法

1．文献阅读

通过对国内外专著、期刊杂志、硕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阅读，充分认识了解邻里

中心产生的理论背景与现实环境，同时对国外的实践研究有深入全面了解，对国内已有研究方向做

一定分析认知，帮助形成研究重点，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总结、对比、分析，为论文的研究

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案例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邻里中心案例的分析研究，了解邻里中心设计的发展过程、典型方法，并比较不

同场地，不同规模邻里中心的设计要点，从而总结出论文理论要点，为各项论据提供案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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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制图解

绘制图解是分析空间的重要设计和表达手法，通过绘制邻里中心平面形式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图，

交往空间可能形式的概念图，探讨设计中空间的演变与发展。

4．实地调研

通过对邻里中心建成项目或正在建设项目实地考察，记录、分析、总结，在真实的建造环境中

理解相关设计要领，同时对设计细部、建筑材质与构造也能有更深入细致的真实感受，进一步支持

对邻里中心设计理论的理解。

5．问卷调查

通过对邻里中心服务社区人群的问卷调研与访谈，了解人们对交往的具体需求，了解人们对邻

里中心多样化功能的参与程度，从而更好地辅助功能的完善以及人性化的设计。

6．项目实践

在可能情况下，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参加邻里中心实际项目的实践。

1．6论文结构

本论文下篇部分共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为邻里中心基本理论的介绍，从概念、缘起、

特征、配置标准等方面总结，第三、四、五章由大到小分别从邻里中心总体规划设计，邻里中心外

部空间环境与布局设计，邻里中心内部空间设计三个方面研究邻里中心设计的特色，其关键点为开

放性与交往，第六章总结邻里中心特色设计策略并提出建议，具体框架结构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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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论文框架(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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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邻里释义

第二章邻里中心基本理论

对邻里的定义有很多种解释：

在地理学中，邻里是城市社会基本单位，“五户为邻，五邻为里”描述的就是邻里的关系。

在社会学中，住地临近的人们，对特定的一组角色共同认同，由此产生紧密的互动关系，进而

产生明显的相互情感认同，最终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初级群体，即邻里。邻里互动是邻里的重要特

征，不同于家庭封闭性排他群体，邻里是目标明确、欢迎参与的开放型群体。1

在建筑学领域，在近代城市规划理论中，“邻里”思想发展形成为一个新的重要概念——邻里单

位(图2—1)，1929年由佩里提出，意指城市中一个比较小、低层次、可识别的单元，满足日常需要

的服务设施设置在其中，并存在于居民的住宅和城市之间。佩里认为公共生活活跃的前提在于共存

于一个布置适宜的邻里单位里，居民们通过使用公共生活服务设施时的接触而产生邻里间的联系。

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六条原则：

(1)邻里单位四周被城市道路包围，邻里单位内部不允许城市道路穿过。

(2)外部车辆被限制穿越邻里单位内道路，一般应设计尽端式道路以实现内部安静、安全和低

交通量的居住气氛。

(3)邻里单位的人口规模控制原则参考小学的人数规模，使小学生不必穿越城市道路上学。一

般邻里单位的规模约为5000人左右，规模小的为3000～4000人。

(4)小学是邻里单位的中心建筑，中心广场或绿地上布置小学及其它公共服务设施。

(5)邻里单位占地约160英里(约65ha)，10户一英亩，保证儿童上学距离不超过0．5英里(约

0．8km)。

(6)除了小学，邻里单位中在其附近还设有商店、图书馆、教堂和公共活动中心。2

g豳公共每勘匿翼麓筵碧趋m黼晦E警熹|篝鹣

图2-1“邻里单位”概念图解(来源：网络)

1百度百科“邻里”释义

2百度百科“邻里单位”释义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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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邻里中心缘起

“邻里中心”缘起于邻里单位原则的第六条，也缘起于居住区商业的发展以及人们日益提高的

对自我交往需求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居住区商业首先兴起于美国，主要特点一是以某主题如

大超市为中心附带各种品牌店，二是建筑呈块状组团布置，与周围文化娱乐设施形成联盟，扩大消

费空间。欧美的居住区商业多是大型地区级商业，服务人口在10万人左右。在新加坡，1965年政

府推行实施组屋计划，1970年为解决城市入151不断扩张下对土地的合理利用，按照4hm2——6hm2

的开发区域进行开发，同时开发配置社区商业，按一定人口规模配置规划邻里中心。

2．3邻里中心概念

邻里中心，是邻里单位中的公共中心，是分层次的新加坡社区商业中心的统称，即按照社区建

设的配套建设指标，根据物业的类型、规模以及居住人口需求配备相应的商业配套设施，由开发商

或物业方进行集中经营与管理。邻里中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盈利，而是立足为社区居民创造商业和

服务良好结合的环境。邻里中心包括商业、公共机构、文娱体育设施和开放空间，是以商业服务来

解决生活模式的新形式，其本质在于交往。随着城市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

需求也越来越强烈，邻里中心适当地将物质商业和精神情感结合，满足了人们综合性的物质消费需

求和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我交往的价值。

2．4邻里中心特征

2．4．1功能综合化

邻里中心以多样化、全方位的功能立足，包括银行、菜场、卫生所、书店、洗衣房、理发店、

邮局、修理铺、快餐店、超市、公共厕所、社区活动中心12项基本功能(图2．2)，小至“油盐酱醋

茶”，大到“衣食住行闲”，是综合性“一站式”社区级居民生活综合体。此外，邻里中心商业突出

便利性和适用性，大而全不是目标，小而精才是宗旨，零售和服务功能居于重要地位，也不忽视独

立性。

⑥

图2-2邻里中心功能图解(来源：笔者自绘+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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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居民中心化

居住人群是邻里中心配置服务的出发点，人们在家周边区域对生活文化的全方位需求带来了邻

里中心的各项设施，邻里中心就恰如以人为本的巨大家庭住宅延伸体系：菜场、超市是厨房的延伸；

浴室、洗衣房是卫生间的延伸：影院、咖啡厅是客厅的延伸；图书馆是书房的延伸。不同的是，人

们在邻里中心中从事这些活动不仅有社区文化氛围的熏陶，更有多种社区交往产生的可能性。(图

2．3)

图2．3邻里中心居民生活场景(来源：联创郑州航空港邻里中心设计文本)

2．4．3建筑一体化

邻里中心的产生将十多样功能设施统一规划于一个或一组建筑中，商业与服务设施互相促进，

居民到达和使用都很方便，便民利民，使用效率高，同时城市社区规划质量与社区景观环境也得到

提高。在选址也会遵循“统一规划、有序发展”的原则，均匀分布，服务半径不超过成年人步行5min

(400M)距离。此外充分考虑居民购物感受，严格合理的配置不同商业业态，对商业空间的设计也

保持整体和个性化的平衡。

2．4．4业态独特性

邻里中心的定位是本区生活的居民，服务内容也是从居民日常生活出发，与地区级商业或城市

中心商业有很大不同，商业作为一种服务而存在的角色感更强，经济利益角色较弱。另一方面也与

城市中心商业互相补充，完善了城市人们社会生活服务系统。邻里中心的业态配比中服务业占据主

导，零售、餐饮、休闲比例为5：3：2。(表2．1)

表2-1邻里中心常规业态分布表(来源：设计文本+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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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政府介入性

不同于美国的居住区商业多是开发商自发商业开发建设，新加坡邻里中心从一开始就是政府调

控规划的产物，政府与开发商形成统一战略，它的规划建设均与政府规划分区、组屋建设相配套。

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将文化教育、体育方方面面向商业化发展，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解

决社会就业等问题。

2．5邻里中心配置模式

1960年，新加坡房屋发展局根据不同的服务层级，将社区商业划分为三个层面，每1000—1200

户配建邻里商店，服务最基层区域，每6000．8000户配建邻里中心，符合中等层级范围使用，类似

国内街坊商店，每40000．60000户配建新镇中心，类似地区级商业中心，受到开发商最多的关注与

投资。具体经营内容和业态组合如下表。(表2．2)

表2．2新加坡邻里中心配置表(来源：设计文本+笔者自绘)

瓣黧雾 麟黧
I；I■

蒸?
1270～152"hn：邻攀鬻兹 熬lO疆O—1200)翻 i矮蘩黼 黪遒；j攫镶一餐}j二 i

邻l辫阢0 每6000-8000 J+， 。挚磐黪㈧； 藩逢}l闱；瓷}繇、i≯。餐；曩渗疗躜一l、l爱，h山 誉iI,i27嚣v J。 762{3_10{Hf}Ifl一

鞭镶t势心 瓣⋯40000-60000r产 豢戮瀚潞
姣臻浚疆誊淤行一豁致黼I_|1麓缀澄瓒羲滔货

i
50800 76200m

i羞i 敛；拳黪黪*赣镶渊按锾纛

2006年，南京市规划局出台了《南京新建地区公共设施配套标准规划指引》中按照服务范围和

建设规模的不同，分为居住社区中心和基层社区中心。居住社区中心的服务人口规模约为3万人，

服务半径为400—500米，保证实现居民在步行7—8分钟、自行车3—4分钟以内可达。选址通常位

于与社区交通便利的中心地段或邻近公交站点，规模在3—5公顷左右，总建筑面积约为33000--

43000平方米左右。(表2—3)基层社区中心的服务人口规模约为1万人，服务半径为200—250米，

居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内容可在此得到满足，保证居民在步行3—4分钟内可达，形成便利的

社区公共服务网络。用地规模在0．6—0．7公顷左右，总建筑面积大致为3000--5000平方米。3(表

2-4、

表2-3居住社区中心设置内容及标准(来源：南京新建地区公共设施配套标准规划指引)

建筑规楱 爝她攘骥
謦号 设置项甚 内容 设鐾要求

懈， 鲫)

包括小壁图煞镶、秘蒋缎谈塞

文化姨乐
文徒溪动

传孽教鬻；影撬厅、舞矮、游

王 审心
艺厅、球炎、模黉活动塞；科 40∞～

设施 技溪劾、各裘麓零诫练聪及鬻 5000
《☆》

少霉鞫老年人学习活动场缝、

慝麇萼

3严希，现代城市社区中心初探，硕士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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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基层社区中心设置内容及标准(来源：南京新建地区公共设施配套标准规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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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国邻里商业规划发展概况

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不断飞跃，居住区规划的不断更新，居住区邻里商业首先在上海发展

起来。发展初期邻里商业多是自发形成的，缺少统一规划，商业物态和功能类型也不齐全。近十年

来随着房地产的发展，带动居住区商业发展日趋成熟，开始出现了许多“购物中心”、“生活广场”、

“商业休闲一条街”等居住区邻里商业类型。包括北京在2002上半年建设了17个营业面积500平

的商业进入居住区，上海在2007上半年居住区邻里商业又扩张出了175个居住区。这一阶段的规划

发展理念更多是从商业植入社区角度出发，规划特点设置上与城市中心商业差别不大，并没有很好

结合居住区商业从居民出发的特点，依然存在人性化服务意识缺失、使用不够方便、功能空间闲置、

资源浪费等问题。从苏州工业园区引进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开始，邻里中心开始在我国发展起来，

其特有的将服务与商业结合的模式在业态选择和功能配置上都更加合理，能切实满足当前居民对“一

站式”综合体购物的需求，并同时在精神层面创造更多交往空间，目前在大力推广发展中。下文将

以苏州工业园区和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为例介绍当前邻里中心的总体规划。

3．2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规划

1995年左右，我国政府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决定借鉴引入新加坡组屋区邻里中心

规划模式。苏州工业园区是新兴居住区域规划，以“有序、发展、支持本土”的原则，按规划将80

平方公里工业园区分为三个居住大区，每区规划5个邻里中心，两万至三万人口为每个邻里中心服

务基数，6000--8000户，辐射半径1000米左右，实现居民8分钟距离内自由到达。截止2015年12

月，区内建设开业13个邻里中心，1个邻瑞广场，还有一个邻里中心在建设中。(图3．1，表3—1)

警 罄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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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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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分布图(来源：自绘)

表3．1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统计表(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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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的邻里中心建设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业态配置、选址、方案设计方面一直不断

探究升级。

1．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最初期的建设，主要是新城、贵都、师惠、湖东邻里中心，在业态配置方面还不够

成熟，如师惠邻里中心，早期出租业态较多使得基础服务业态较少，商业零售店铺过多，使得业态

分布不均衡。在选址方面考虑也不够全面，如贵都邻里中心(图3．2)选址在运河内侧，靠近小区，

河流和树木的遮挡使得从城市道路过来的人群很难发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开放性。在建筑设

计方面，湖东邻里中心的商业空间(图3．3)设计也有所缺憾，首层平面以网格化密集排布各商业店

铺，人们穿梭其中易迷失也感到压抑。

图3．2贵都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2．第二阶段

赫《善藕辩{龟斓誓搦 戈。巍’蔓勰

图3-3湖东邻里中心商业平面(来源：笔者自绘)

第二阶段的建设主要包括玲珑、翰林、沁苑邻里中心(图3—4，图3．5)，邻里中心建设在这一阶

段在业态配比上有了升级，较全面满足了邻里中心的业态需求。但对建筑规模和对周边服务人群增

长估计不足，使得建筑规模都偏小，后期不得不加建玲珑、翰林邻里中心二期。此外，建筑内部动

线设计还存在缺陷，部分商铺因无人问津面临倒闭，同时未考虑地下停车位，地面停车也设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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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玲珑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图3．5翰林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3．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建设以方洲(图3—6)、东沙湖(图3．7)、景城和独墅湖邻里中心为代表，目前独墅

湖邻里中心2015年12月刚开业，景城邻里中-t3还在建设中。这一时期总结了之前的很多经验教训，

在业态配比、建筑选址、建筑设计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在业态配比方面，将餐饮、服务、零售的

配比由传统的5：3：2调整为4：3：3，增加了服务的比重，均衡发展。在建筑选址方面，从长远考虑整

体规划并充分预留发展用地，建筑布局充分突出与城市道路的开放性，以期辐射周边更多的范围。

建筑内部设计也借鉴更多商业空间的案例，以最新的独墅湖邻里中心为例，基地布局三面与城市道

路相接，基地前侧为开放大草坪，内部商业空间较之湖东邻里中心也有了很大变革，以变化的中庭

空间组织商业店铺，同时中庭可以聚集各种人群活动，各层之间也可共享交往空间，在升级邻里中

心各项功能配置的前提下有效实现了商业化。同时地下停车规划充足，地下交通与公交站厂、地铁

站直接相连，方便了人们的自由到达。

图3-6方洲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图3．7东沙湖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3．3郑州航空港区邻里中心规划

3．3．1郑州航空港区建设概述

1．规划定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国务院于2013年3月批准的首个以航空港经济为主题的实验区，

总规划面积415平方公里，规划期为2013．2025年。规划郑州航空港主要有五大战略定位：1．国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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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航空中心2．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3．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4．现代航空都市5．中

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根据以上功能定位确立了四大规划模式：1．圈层廊道模式2．生态网络模式3．

交通快达模式4．组团复合模式。规划结构以一核领三区，两廊系三心，两轴连三环为基本思想，具

体见下图。(图3．7)

图3-8郑州航空港区规划定位(来源：设计文本)

2．用地现状

目前规划区内用地大部为农林用地，南水北调干渠以东分散有较多村庄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

地集中于干渠以西，主要包括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台商工业园、好想你枣工业园、富士康工业园区、

薛店工业园等待发展的单位和园区。2012年末，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人口39．2万人，常住人口29．4

万人，村庄总人口为22．0万人。

3．3．2郑州航空港区公共服务设施整体规划

根据郑州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同时考虑到航空大都市的辐射能级，将公共服务设施分“城

市级一片区级一功能组团级一居住区级”四级进行配置，构建完整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满足不同

层次各类人群的设施需求。第一级城市级服务中心，主要服务范围郑州都市区，功能定位主要从城

市角度开发。第二级片区级服务中心，主要服务范围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服务人口50—100万人，

功能定位为服务第一级基础功能的相关服务性功能。第三级为功能组团级服务中心，服务范围实验

区各个功能组团，服务人口20—30万人，设施内容为各项生活文化服务业态。第四级居住区级服务

中心，服务范围本居住区，服务人1：3 3．5万人，设施内容与传统意义上邻里中心基本相同。(表3．2)

表3—2郑州航空港区公共服务设施分级规划(来源：设计文本+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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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本次规划以建设宜居城市典范为目标，建立网络型多级公共服务中心布局模式，以

系统完善的公建配套设施来支持商业开发和服务当地居民。本次规划共包括三个城市级服务中心，

航空会展交易中心、金融商务综合服务中心、生产性服务中心，2个片区级服务中心，北部商贸商

业次中心、南部综合服务次中心，lO个功能组团级服务中心以及多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图3-9)

图3-9郑州航空港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分布(来源：设计文本)

3．3．3河东第八安置区邻里中心规划

本次规划按照集中集聚、均衡布局的原则形成多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图3—10)，每个居住区级

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口3—5万人，服务半径为0．5一lkm，每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主要配置商业服务、社

会福利、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科研、文化设施、行政办公七大类功能。除了教育科研类设施

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外，邻里中心可承载其中六类功能。

下面以本案基地郑州航空港区河东第八安置区为例详细介绍。郑州航空港区河东区域有九座居

民安置区(图3．12)，河东第八安置区位于“一核三区”规划中的南部片区核心区东北角，南部片区

是高端制造业集聚区，同时也是宜居社区的主要建设部分，创造多样化交往空间，实现人与城市发

展的沟通是规划要旨。每座安置区配置有住宅、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邻里中心、配套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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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绿地，下图(图3—11)为第八安置区用地规划图，计划安置人口2万人。邻里中心规划于区

域内中心偏东区域，毗邻区域公园绿地，同时北侧为城市河流，对城市景观环境有充分直接的开放

性。此外与综合服务中心商业用地相邻，与中心商业共同组成商业辐射体，有效吸引居民参与公共

活动。邻里中一C,SE务半径800米，区域四个角的社区居民步行10分钟以内可方便到达。

鬻攀鏊篓鬓慧{粪蠢篱i圈蒺瓣蘩
图3．10郑州航空港区居住区级服务中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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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第八安置区用地规划分布(来源：设计文本十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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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郑州航空港区河东九大安置区分布图 (来源：设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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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第四章邻里中心外部开放性空间设计

第四章邻里中,bg卜gB开放性空间设计

邻里中心，作为社区级城市综合体，在城市和社区之间同时担有重要的作用，其外部空间环境

也是复杂多变的。一方面，邻里中心与更高一级的地区商业中心一起组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

重要部分，规划、选址应符合城市整体对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规划，同时在界面上应与城市有充分

的对接。另一方面邻里中心和居住社区也是一个整体，是居住社区公共设施的重要部分，主要服务

对象是居住区居民，规划、布局上与居住区应有紧密联系，同时作为商业建筑也要保持一定独立性，

与住区互不干扰。此外，邻里中心的综合功能也让它的外部空间环境设计离不开与景观和绿化的呼

应。

综上，邻里中心的外部空间与城市、住区及景观环境密切相关，而邻里中心特殊的功能属性与

在城市与社区之间的“过渡”角色，决定了“开放性”将成为邻里中心设计的一个关键词，主要在

于表达邻里中心与外部空间的关系，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分析。

4．1邻里中心与城市界面的关系

邻里中心，作为从城市到社区的门户，与城市界面的关系反应了在衔接中邻里中心开放性的不

同表现方式，主要有四种情况。

4．1．1无围合

邻里中心与城市道路无围合关系，邻里中。t3位于社区之中，由社区道路围合，通常为发展初期，

与城市空间关联性较弱的小型邻里中心，开放空间多结合社区广场设计，如下图上海东明社区邻里

中心(图4—1，图4—2)位于社区内部，与城市道路没有直接围合关系。

图4-1上海东明社区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2上海东明社区邻里中心(自摄)

4．1．2单面围合

邻里中心只有一面由城市道路围合，车辆和人流只能从一个方向进入，不利于组织复杂的交通，

需要在入口留出一定的退让空间缓冲并打开整个建筑，通常为功能简单、规模较小的邻里中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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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上海长寿邻里中心(图4-3，图4．4)一面由城市道路围合，其它面由社区内部道路围合，主要

进出口和人流汇集处在城市道路这面。

图4-3上海长寿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4上海长寿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4．1．3双面围合

邻里中心位于城市道路转角口，车辆和人流可从两个方向进入，利于流线组织、交通疏散、对

外服务及展示社区中心的标志形象，可以自由组织小规模的开放空间，通常为有一定规模的邻里中

心，如下图苏卅f工业园区玲珑邻里中心。(图4—5，图4—6)

图4-5苏州玲珑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6苏州玲珑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4．1．4三面或四面围合

邻里中心场地三面或四面面临城市道路，可以自由进行车辆和人流的疏散，方便组织交通，同

时也可结合组织大规模的绿地与开放空间，如下图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邻里中心(图4．7，图4-8)

四面由城市道路围合，其中两面是城市主要干道，整个建筑向多个方向开口，有效分离车行人行流

线，人们也可从各个方向进入建筑，其中西南方向结合广场设计绿地和篮球场。

图4-7苏州东沙湖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8苏州东沙湖邻里中心(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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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邻里中心与社区的关系

邻里中心服务于社区，各项功能与社区居民需求紧密相关，选址布局也与社区位置不可分割，

同时邻里中心属于商业建筑，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即与社区住宅保持各自互不干扰，通常与社区的关

系分为两种。

4．2．1在社区内

邻里中心与社区是一个整体，位于社区内部或社区边缘，与社区联系紧密，可共享社区公共空

间，方便使用，商业以小型零售商铺为主，在便民利民同时不干扰社区生活，服务范围通常为所在

社区或相邻社区，服务角色更重。如下图苏州工业园区贵都邻里中心(图4-9，图4．10)与北面社区

住宅被相同城市道路围合，并被河流与城市界面相隔，因而与社区有更强的相关性与互动性。

图4-9苏州贵都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10苏州责都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4．2．2在社区外

邻里中心在社区之外，在空间上没有直接的联系，邻里中心可能与其它社区公共设施一起组团

布置，功能配置上以专业商业店铺为主，充分发挥商业最大化，可同时服务周边数个社区，商业角

色更重。如下图苏州工业园区方洲邻里中心(图4—11，图4-12)与周边社区位于城市道路两侧，有

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可以辐射更多的社区。

_⋯一擎。严竺彳萨㈠+蠹目l r’一⋯{l；{㈨ l潍

瑟l ㈡一{㈡

蒸鬻掌麓㈧
碧委《骜搿鬣≥≮。≯⋯i--i

饕·翻 峰∥{|

I{|1 ，夕湖湖雾攀秽⋯，，

㈠一。∥ 。i鎏玺镒
l■●●

_

_mmm_
●-_

图4．11苏州方洲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12苏州方洲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4．3邻里中心与景观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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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邻里中心的特殊属性，邻里中心与城市空间及社区空间之间均存在过渡空间，过渡空间的

塑造离不开景观环境设计。此外，邻里中心是社区居民进行各项活动的场所，邻里中心的绿化景观

环境设计也与人的需求息息相关。因此，邻里中心的布局往往会选择与绿化景观、河流等有较好的

开放互动性，以满足人们与自然互动的需求。同时自身也会突出绿化景观设计，具体有以绿化过渡

城市道路的嘈杂，以景观顺接社区空间，以整体生态概念呼应城市绿化等。如下图苏州工业园区新

城邻里中心(图4．13，图4—14)，该邻里中心选址位于城市河流之上，在穿过河流的位置设计了开放

的平台空间连接不同的功能体量，同时又最大程度呼应了景观环境。

图4．13苏州新城邻里中心示意总图(来源：笔者自绘) 图4-14苏州新城邻里中心(来源：笔者自摄)

4．4邻里中心开放性布局分析

结合前三节提到的邻里中心与城市界面、社区空间及景观环境的关系，可分析总结出不同规模

邻里中一t3建筑的布局一般规律，布局准则是最大程度连接沟通城市与社区空间，最恰当地与周边功

能组团相协调同时注重与景观环境的呼应，即突出表达邻里中心建筑的开放性。以下六种为不同规

模布局下邻里中心与三者的相关性程度总结(图4．15)，按照不同使用规模分析，当邻里中心只有一

面被城市界面围合时，其常见布局方式有两种，一是相邻布局为社区住宅及社区景观，道路另侧布

置其他公共建筑，即邻里中心位于社区之内。二是相邻布局为其他公共建筑，共同组成公共服务设

施组团，道路另侧为社区住宅。当邻里中心有两面被城市界面围合时，其相邻布局为社区或其他公

共建筑及街道景观均可，街道一侧布置社区及商业建筑。当邻里中心有三面及以上被城市界面围合

时，城市景观应作为布局重要考虑因素，社区住宅与其它公共建筑宜位于道路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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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住区属性纳入到城市空间元素中是有效的设计方法，可用下图示意(图4-16)，具体设计手法有：

1．住区步行空间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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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安全性和使用性角度，对于邻里中心交通设计，应当延续住区交通人车分流和步行为先

的设计思想。邻里中心周边城市次级道路可考虑结合景观设计步行景观道，邻里中心内部以步行系

统为主，车行系统除了隐形消防车道外应尽量置于地下。步行空间设计如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一书中提到按照步行停留时间长短可包括：步行路径、驻足空间、小坐空间和交谈空间。步行路线

设计应考虑人的习惯，如人们通常选择以对角线穿过广场，在坡道与台阶之间人们更倾向于坡道。

驻足停留区域，通常在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的过渡区适合设计逗留空间。还有小坐空间，通常位

于开敞空间边缘，结合台阶、基础、梯级、矮墙等形成“坐席景观”。停留最长的步行空间通常用于

人们交谈、观演，需要针对性设计。根据不同的步行特点，创造社区般安全步行氛围是邻里中心交

通设计的要旨。

2．围合庭院布局

邻里中心作为住区的延伸，整体布局上可延续传统住区的最大空间特点——围合感。中国传统

院落的视觉中心是庭院，主要有两种布局方式：一种是以中轴线为依据对称排列建筑，重要建筑位

于中轴线上，形成强烈、规整、严肃的围合感；另一种是分散的建筑、墙或廊共同围合出院落，建

筑本身对院落围合感弱，形成整体空间界面自由多变，空间气氛轻松自然的围合感。根据邻里中心

的开放性特点，后一种布局方式思想更适合邻里中心的布局，即不以建筑本身创造院落围合感为重，

而是尽量突出各可能柔性边界的作用，运用自然元素、建筑构件等创造院落空间的围合感，使得传

统住区的围合感能自然渗透入城市空间中，创造自然、模糊、有活力的过渡空间边界，如下图所示。

(图4—17)具体应用有韩冬青设计的南京仙林社区中心(图4—18，图4．19)，该方案以庭院布局的

思想统筹整体，设计有城市广场、内庭院等不同开放程度的外部空间，实现了与城市界面和景观环

境的有效交流，同时庭院空间的布局和形式灵活多变，适应场地和不同的功能。

图4·16住区空间城市化(来源：笔者自绘) 图4．17围合庭院布局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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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南京仙林社区中心总平面图(来源：网络)

5l

图4．19南京仙林社区中心

(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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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城市空间住区化

邻里中心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是城市空间向住区的延伸。对于邻里中心开放性设计，将

城市属性纳入住区空间元素中，如下图所示意(图4-20)，也是另一种有效的设计方法，具体设计手

法如下：

1．城市界面延续

邻里中心外部空间作为整体住区空间中与城市界面接触最为紧密的部分，应当承载出城市界面

的形象特色。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邻里中心在整体建筑风格、立面形象上应与周边城市整体风

格相协调一致，维持好城市界面的完整性。在形体规划布局上，也应与周边城市空间肌理相融合，

符合城市空间的整体有机规划。

2．线性序列布局

轴线布局是我国传统建筑布局中的定律，可以有效规整建筑整体空间。对于邻里中心建筑，轴

线可用于控制秩序，但不一定是规整的。为了突出与外部城市空间的连接融合，避开对内部围合感

的刻意塑造，以单轴线性来引导邻里中心建筑布局，即各功能体块以某种规律分散布置，各自在城

市空间中具有一定独立性与完整性，共同在轴线上创造主次、高低变化等具有内在联系的空间序列。

同时各功能体块形成的空间在视觉上或景观上没有空间院落的内外之分，而是直接开放地与周围环

境和城市空间形成互动性和流动性，如下图所示意。(图4—21)具体案例应用有郑州航空港区河东邻

里中心方案设计(图4．22)，本方案在有限的空间中以传承传统街巷空间、再现戏台空间为概念，以

线性的布局方式引导整个空间序列，以一条变化的街道贯通两个方向的城市道路，同时产生适应不

同活动场景的外部空间。

图4．20城市空间住区化(来源：笔者自绘) 图4．21线性序列布局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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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广场多义化

图4．22郑州航空港区河西邻里中心方案(来源：设计文本)

广场，是邻里中心外部空间的重点，既属于住区，也属于城市，不存在需要以某一方属性去置

换改变另一方。邻里中心的广场设计，主要应根据具体的外部空间环境，具体的居民使用需求来设

计或偏城市化的公共广场，或偏社区化的生活广场，或偏景观化的绿化广场。基本准则从芦原义信

的《街道的美学》中可知，一是无论什么尺度或性质的广场应有其明确的边界线，多为建筑外墙，

使得广场在构成上成为“图形”。二是具有“阴角”的广场空间是适宜的，能留住人活动的。“阴角”

代表了某封闭围合区域的边界，往往给人安全感与依靠感。三是地面铺装设计要具有完整的边界性

与限定感，四是广场周围建筑应以某种统一协调。4邻里中心的广场设计旨在达到住区生活向城市延

伸，城市空间向住区辐射，城市与住区空间在此形成相互渗透与交融。下图分析了两类典型的邻里

中心外部空间环境构成，广场空间也呈现不同的组织形态。(图4．23)

4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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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邻里中心外部空间环境构成分析(来源：笔者自绘)

4．6郑州航空港区邻里中心外部空间设计

4．6．1总体设计

总图设计(图4-24)突出邻里中心与周边的综合关系，从与城市界面关系上看，本方案基地三面

被城市道路围合，西侧、南侧与城市次干道相接，东侧与景观道路相接。(图4-25)选址上适宜社区

居民的使用，紧挨城市次干道与步行道都有利于发展步行交通。从与社区关系看，邻里中心与南侧

社区一街之隔，具有一定独立性，同时多个主要入口面向社区开放(图4-27)，与东侧幼儿园共同为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组团(图4-28)。从与景观环境关系上看，基地北侧是河流，西侧毗邻街区中心绿

地，布局上考虑了与城市景观绿化发生最大程度的联系，基地西侧设计缓坡绿地，与城市中心绿地开

放呼应，北侧缓坡绿地面向河流开放，突出亲水性。(图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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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郑州航空港区第八安置区总图(来源：设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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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7邻里中心与周边社区关系(来源：自绘)图4．28邻里中心与其它公共建筑关系(来源：自绘)

4．6．2建筑布局

邻里中心建筑综合体的布局采取了前文提到的围合庭院式布局，同时以灵活的柔性边界围合为

主，不强调建筑边界的围合性，借助自然景观、开放边界、建筑构件围合庭院，突出整个建筑群体

与周围城市环境空间、社区空间的自然流动性与开放性，从而促进城市空间、社区空间在邻里中心

之中有很好的渗透交融。(图4-29)

4．6．3广场空间

图4．29邻里中心建筑布局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本建筑中设计有五个主要广场以回应不同环境下的开放性，建筑面向南侧城市和社区开放两个

入口广场，分别引导商业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西侧广场A两侧是商业中心，由两面建筑墙面，一

面建筑构件柱廊围合，D／H是1．34，是开放性、公共性的广场尺度。东侧广场B两侧是商业中心、

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由两面建筑墙体围合，南北向开放，D／H是0．6，是开放性、生活化的街道尺

度。广场D和广场F建筑中心的两个广场，广场D两面由西北面缓坡绿植围合，一面是半开放建筑

界面，形成一定的下沉广场，与自然景观开放相接。广场F是建筑组团内部的中心广场，四面由建

筑界面和开放柱廊共同围合，同时三面有开口，四面均有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商业中心、卫生所

四种不同的功能组团限定，具有极强的交流性。缓坡广场E是基地内开放性最强、景观环境最良好

的连接邻里中心与城市的生态公共广场，由城市界面和绿化景观共同围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图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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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步行系统

图4．30不同尺度广场围合性及形式分析(来源：笔者自绘)

本方案的交通设计以步行交通为主，机动车出入口在基地东侧，避免与主要人流出入口交叉，

除消防车道外机动车交通均布置在地下(图4．31)。基地可从南侧和东侧进入各建筑体量，也可从西

侧由绿地广场进入，东西向，南北向都可贯通穿越，形成完整自由漫游路径。(图4-32)其中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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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路径1和南北向路径2最具观赏性。路径1从城市空间由缓坡绿地E进入，可停驻歇息俯视整个

建筑组团内部，然后进入下沉广场D，是适合小坐的区域，继续向东沿建筑边界漫步，一层均为架

空开敞空间，穿过连廊可到达广场C，是中心广场，四个方向都可连通向外，至此真正完成由城市

空间一自然空间一建筑空间的过渡，从广场C往东则慢慢离开整个建筑群。(图4．33，图4-35)路

径2从南侧商业中心进入基地，经过广场A感受商业气氛，穿过连廊立于广场一角，遥望东北方眼

前绿地广场，而后向西穿过连廊进入中心广场F，可到达四面不同的功能体块，之后再向北穿过架

空连廊到达内庭院广场G，这是较安静、有一定私密性的空间，穿过广场G与连廊，眼前豁然开朗

可见北侧河流与绿坡，完成从城市空间一建筑空间一自然空间的穿梭。(图4—34，图4-36)

图4—32车行交通流线(来源：笔者自绘) 图4．31步行漫游路径(来源：笔者自绘)

图4．33步行路径1(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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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步行路径2(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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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步行路径1——空间节点视角(来源：笔者自绘)

图4．36步行路径2——空间节点视角(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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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第五章邻里中心内部交往空间设计

第五章邻里中心内部交往空间设计

5．1交往空间基本理论

5．1．1邻里交往产生

交往是一种行为活动，是人与人通过相互接触进而传递信息和情感。根据不同程度接触强度，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一书中将交往行为简化归纳为：亲密朋友一朋友一熟人一偶然的接触一

被动式接触，强度由高到低。同时将户外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5而在邻

里范围内的交往往往是从被动式接触开始的，是低强度的接触，但同时又是自发性或是更高一级社

会性活动。

5．1．2不同人群邻里交往行为分析

1．老人

老人是邻里交往的主角，他们有最多的时间和最强的意愿进行群体性邻里交往。老人们的主要

交往行为特征有：一是群体性，即同年龄段、同性别的老人们倾向于共同参加集体活动，如老大爷

们喜欢一起下棋、遛乌，老大妈们喜欢一起跳广场舞、拉家常。二是规律性，老人们从事邻里交往

就如同年轻人上班一样，是每日都要进行的养成习惯性规律的必要性活动。三是低运动量，老人们

多倾向于从事运动量少的活动，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一些活动。下图结合调研观察展示了老人

在邻里中心里的一天可能活动。(图5．1)

图5-1老人一天活动分析

(来源：笔者自绘)

2．儿童

儿童是邻里交往的活跃因子，儿童正处于对外界环境有强烈探知欲望的年龄，同时对邻里交往

活动的物质环境的安全性及可实施性都有一定要求。儿童主要的交往行为特征有：一是群体性，儿

童们通常成群结伴的一起玩耍，从事集体性活动。二是对趣味性活动极强倾向性，喜欢在有趣的各

5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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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设施中活动，如沙坑、种植池、爬梯等。三是较安全的半私密性空间，是家长允许儿童活动的首

选场所，也是儿童出现最频繁的区域。下图结合调研观察展示YJI,童在邻里中一i3里的一天可能活动。

(图5．2)

图5．2儿童一天活动分析

(来源：笔者自绘)

3．少年

少年们LLJI,童多一些邻里交往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同时也对活动空间的选择有一定针对性。少

年主要的交往行为特征有：一是时间固定性，少年们活跃在邻里交往的主要时间段为放学后至晚饭

前的时间。二是场地特殊性，男生们的邻里交往主要在于各项运动，如篮球、轮滑等，女生们主要

在于聊天等，都需要提供一定的专业场地。下图结合调研观察展示了少年在邻里中心里的一天可能

活动。(图5．3)

图S．3少年一天活动分析

(来源：笔者自绘)

3．中青年

中青年是社区人群的主体，却可能是参与邻里交往最少的群体。中青年参与邻里交往行为主要

特征有：一是时间固定性，中青年白天外出工作，可能参与邻里活动的时间为清晨和傍晚。二是行

为大众性，中青年对交往活动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倾向性，多是自由散步或以孩子为中心看护玩耍，

通常对活动场地也没有特别要求，大多倾向寻找放松心情的僻静去处。下图结合调研观察展示了中

青年在邻里中心里的一天可能活动。(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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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交往空间特征

图5．3中青年一天活动分析

(来源：笔者自绘)

1．空间功能多重复合性

交往空间是因人们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空间，它没有具体的、确切不变的功能。不同的人对同

一空间有不同的功能需求，因而邻里中使用的空间应当根据使用者的不同理解，可以产生不同模糊

的功能。如某一空间下，老人们下棋，妇女们拉家常，儿童们奔跑玩耍，因此交往空间的功能是模

糊可变的。此外，交往空间往往是处在两种功能空间之间的连接空间，像门厅、连廊等，因此交往

空间也应当能自然过渡这两个空间的性质，从而为使用者提供舒适的转接暗示，体现空间、行为、

心理的统一，最终促进交往行为的进行。

2．空间领域性

交往空间是人们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外向性与公共性是其基本属性，但同时经调研发现人们

往往习惯于选择某一相对固定区域作为活动空间，如老人们有一角固定的下棋位置，孩子们也会选

择宽敞的中央广场踢球。因此，交往空间的领域性在心理、行为和空间的作用下就形成了，领域性

界定可通过实体界定、虚空界定、心理界定来实现，其中虚空界定在邻里交往空间中应用最多。通

过地面铺装、高差、隔断、绿篱等来界定交往空间在划分空间领域性和一定归属感的同时又充分保

证空间的开放性和交流性。交往空间的领域感一定程度上是交往空间活力的基础，领域性的形成会

给使用者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促进人们积极加入对空间的使用和维护。

3．空间层次性

从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感知，可将公共空间分为完全公共一公共一半公共一私密空间四个层级，

人们对不同层级空间的使用需求不同，空间层次性的划分也十分有必要。对于邻里交往，中心邻里

空间是整个邻里交往最公共开放的场所，包括邻里中心和社区内公共空间，辐射整个社区居民的交

往活动。宅前邻里空间是次一级的半公共空间，即住宅周边空间主要指住宅楼入口空间，主要服务

人群是具体住宅楼的居民。户前邻里空间则属于半私密的交往空间，主要包括入户口的平台、楼梯

等区域。不同层级的交往空间适宜不同的交往活动，其中中心邻里空间公共性最强，各类交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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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最多变复杂，宅前邻里空间有一定领域性因而交往强度往往较强。中心邻里空间往往也有不同层

次戈0分，下文主要分析中心邻里空间中的各种交往空间。

5．2功能空间中的交往

5．2．1基本功能空间及复合

邻里中心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样化功能复合性，十二项基本功能全面满足人们在娱乐、体育、

教育、商业、餐饮、户外空间方面的需求。目前邻里中心功能也不断向综合化发展，增加老年公寓、

商务办公用房、文化教育培训设施，形成了“邻里假日酒店”、“家装设计超市”等品牌，不断向综

合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在邻里区域全面满足人们从物质水平到自我发展的全方面需求。

根据不同功能空间的使用性质、规模大小、使用频率，一般复合组织这些空间的方式有：

1．水平复合

在水平方向上，各功能空间应当有严格而明确的分隔，各功能空间在首层有各自独立的出入口，

在交通流线保持独立，使用时互不干扰、少有沟通，体现的是综而不合的组织方式。(图5．4)通常

会把菜场、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如银行、邮政、早餐饮)等居民使用频率较高的功能放在首层，其

它功能空间多在首层设置入口门厅，功能放在上层，因此首层出入口的设计十分重要。具体案例可

见南京奥体社区中心设计(图5—5)，在平面上将各功能明确分开，互不干扰。

图S一4水平复合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图5—5南京奥体社区中心平面(来源：网络)

2．垂直复合

在水平方向上划分不同质的功能空间后，在垂直方向上通常是同质空间之间的连接沟通，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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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形成有效的联系，确保互不干扰下正常使用。(图5—6)同质功能体之间交通系统设置应结合门

厅合理布置，同时也应考虑整体疏散需求，均匀分散布置交通系统。对于不同功能体的垂直分布，

按照公共性程度排列，公共性程度越高、人流量越大，距地面层越近。同时商业部分还会考虑到吸

引力较大的商业如儿童教育等会放在距地面层较远的位置，可以带动人群活跃整个综合体。具体案

例可见南京鼓楼社区中心设计，各功能在垂直方向上发展。(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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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垂直复合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图5．7南京鼓楼社区中心竖向功能(来源：网络)

3．整体复合

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功能分隔也不是严格分离、一层不变的，各个功能空间在分区明确、互不干

扰的前提下，也需要相互有连通和互相促进的可能性。(图5。8)如卫生所、托老所和社区服务中心

之间应当有有效联系，方便老年人使用。商业空间在按类型分类的前提下，也适当交叉布置，互相

促进活力。

5．2．2具体交往形式

图5-8整体复合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功能空间的设计主要以实现功能合理配置与使用为基础，同时积极促进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生

交往活动，具体的手法一是功能空间的变形，二是功能空间之间的复合，三是功能空间与公共空间

的复合。功能空间的变形是指打破传统功能空间封闭小房间的模式，以开放隔断组织不同的功能区

域，使各项小功能空间共享于一个大空间之中，有效促进交往(图5-9，10，11，12)。具体实例在

体育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空间设计中应用较多，在餐饮空间中也有越来越多应用，如以中心就餐

区为核心，各餐饮售卖点分散布置在大空间中的模式既方便人们使用并节约空间，同时也促进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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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发生。功能空间之间的复合是指整体整合组织某些同类同质空间，从而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

提高空间之间的交流，从而增加使用不同功能空间的人群交往机会。其中，同类同质空间的选择应

充分考虑人们的使用心理与习惯，避免复合不当。如南京仙林社区活动中心将首层菜场与二层零售

商业共享于一个大空间之中(下图)，因为菜场与购物空间对空间环境要求完全不同，现状是因为底

层菜场环境卫生各方面不够宜人，上层零售商业空间乏人问津，人们在主观上不乐意共享这两种空

间。(图5一13)功能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复合是指将功能空间的功能性融入公共空间之中，打破功能空

间与非功能空间的界限，从而增加公共空间的功能价值与使用价值，形成人们更多聚集交往的可能。

如社区卫生所空间中的休息等候大厅设计可与交往空间相结合，等候大厅可设计在空间中心，如结

合中庭等空间设计，使人们在等待排队时也可方便交流。

图5-9独墅湖邻里中心商业空间(来源：网络) 图5—10餐饮空间(来源：网络)

图5．11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阅览空间(来源：自摄) 图5．12健身空间(来源：网络)

图5-13南京仙林社区服务中心商业空间(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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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公共空间中的交往

邻里中心中的公共空间是交往活动的主要场所，没有特定功能的公共空间可以随着人们的活动

需求定义不同的功能，为人们提供自由交流的场所。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当从使用者的需求与心理出

发，以不同的空间尺度、空间界限、空间气氛表现出或向心性或偏心性，积极引导让人们选择或聚

集、或分散、或停留、或行走，从而产生不同的交往活动。公共空间是开放性、公共性最高的，同

时又保持信息量大、融入性强。公共空间在性质上是过渡空间，可连接建筑中不同区域、层高、大

小的空间，具体表现形式有中庭空间、檐下空间、庭院空间、平台空间。

5．3．1中庭空间

中庭空间是邻里中心的核心公共空间，通常以通高的形式结合自动扶梯等交通空间设置在中心

部分。邻里中心的中庭是开放性、交流性、包容性最强的空间，组织聚集最多的人流同时可以灵活

安排各种小型活动，包括临时展览、小型讲座、亲子互动等各种活动。(图5．14)因此中庭空间的设

计应突出开放性和灵活性同时在细节上注重亲切性，上层通高空间部分可设计儿童攀爬设施等合理

利用空间同时活跃气氛、增强交往。一般规模的邻里中心以一个大中庭为主，规模较大的邻里中心

如独墅湖邻里中心有几个不同尺度的中庭共同组成流畅的共享空间。还有的中庭空间以大台阶的形

式从室外延伸到室内，弱化了室内外界限，也使得人们在进入邻里中心时有自然过渡。(图5．15，图

5．16，图5—17)

图5．14独墅湖邻里中心底层中庭(来源：自摄) 图S．1S东沙湖邻里中心底层中庭(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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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独墅湖邻里中心中庭屋顶(来源：自摄) 图5．17湖东邻里中心中庭(来源-自摄)

5．3．2檐下空间

檐下空间是邻里中心的半室外空间，也是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过渡，兼具开放性与领域性。当人

们倾向于有一定私密性的交往活动时，很乐于选择此类空间。檐下空间的领域感主要被顶部所限制，

同时立面通常呈开敞状态又保证了与外部环境的充分接触。檐下空间尺度灵活，空间无明显导向性。

邻里中心中檐下空间常见有三类，第一类是建筑入口处(图5．18)，以开敞的状态欢迎人们，同时足

够大的空间可以让人们稍作驻足停留。第二类是首层其他位置檐下空间(图5．19)，通常与所在位置

视觉景观相关联，如面向绿地或面向河流有很好的开放性，同时空间区域不会太大且界限明确，适

宜人们在半室外空间下进行半公共的交往。第三类是二层及以上的檐下空间，通常与平面设计中不

同功能空间的分布相关，配合不同功能设计半开放的，具有良好视野的交往空间(图5．20，图5．21)。

邻里中心里文化活动中心功能、专业教育功能体中常插入灰空间以为人们提供交流活动。

图5．18沁苑邻里中心入口(来源：自摄) 图5．19布拉格社区活动中心(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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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贵都邻里中心外廊(来源：自摄) 图S．21湖东邻里中心大屋顶灰空间(来源：自摄)

5．3．3庭院空间

庭院空间是邻里中心的室外空间，同时也是各项交往活动发生很密集的场所。庭院空间由建筑

界面或建筑构件界面围合，与建筑室内空间联系紧密同时又通常结合室外景观环境设计。设计中一

类是结合邻里中心的中庭形成由室内过渡室外的整体交流空间，一类是结合古树、翠竹等设计景观

性庭院，形成贴近自然的静谧空间氛围以吸引人们活动。庭院空间的尺度也会比檐下空间大，与中

庭空间类似，有一定向心性。(图5—22，图5—23)

图5．22科技城邻里中心庭院(来源：自摄) 图5．23南京仙林社区中心庭院(来源：自摄)

5．3．4室外平台

室外平台是邻里中心里十分常见的室外空间，通常在二层以上用于连接各建筑体量同时也是室

外活动的场所。由于与室内联系紧密同时开放性强，是适宜人们聚集活动的室外空间。通常以连廊

或方形平台为主要形式，连廊主要是交通联系与短暂停留，平台可以进行一些聚集性活动，有些二

层的大平台会结合大楼梯设计，可以从底层直接到达平台，充分突出开放性与可达性。(图5．24，图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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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翰林邻里中心平台(来源：自摄) 图5．2S沁苑邻里中心平台(来源：自摄)

5．4邻里中心交往空间设计手法

5．4．1集中整体化

当邻里中心用地有限时，通常采取紧凑式布局，各功能空间组织整合在一个综合体之中，彼此

之间分区明确同时联系相对紧密。公共空间的设计也通常以开放式中心中庭为核心，连接各功能空

间，主要突出集中式公共交往空间，适合人们聚集活动，如下图。(图5-26)具体案例应用有苏州工

业园区独墅湖邻里中心，作为最新建成开业的邻里中心，独墅湖邻里中心具备了鲜明的综合体建筑

特点，以中心中庭为公共空间，所有功能空间被复合组织在一个整体中，中庭空间的设计也主次有

别，以连续变化的尺度不同的中庭引领人们的公共交往。(图5—27，5．28，5．29)

图5．26集中整体化示意(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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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苏州独墅湖邻里中心总平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图5．28苏州独墅湖邻里中心平面空间(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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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有机分散化

图5．29苏州独墅湖邻里中心交往空间(来源：笔者自摄)

当邻里中心用地较宽松灵活时，结合多个功能体块的特点，可将功能空间分散独立布局，并以

公共空间作为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各公共空间基本是均质平等的。(图5-30)公共空间组合形式也

有很多可能，如有以连廊连接各部分功能体，形成开放的流动穿梭。还有以庭院组织各功能体，形

成虚实相映、层退叠进的空间院落。多变的公共空间产生适宜不同尺度、不同公共性、不同环境的

交往空间。具体案例应用有庄慎上海万科假日邻里中心，该方案以条状布局分散布置不同功能体块，

在各自独立之上又组成共同肌理并形成虚实空间，虚空间主要是公共交往区域，形式有屋顶平台、

小巷、外走廊。在整体有机肌理的组织下，功能空间与交往空间有很好的对话。(图5—31，图5-32)

图5—30有机分散化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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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1上海万科假日邻里中心概览(来源：《时代建筑》2008．2)

图5．32上海万科假日邻里中心交往空间(来源：笔者自摄)

5．4．3室内室外化

良好的自然环境具有永恒的魅力，人们对自然直接的向往一直未曾减弱。然而，人们通常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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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空间待的时间要比真正的自然室外空间多的多。而交往空间作为邻里中心聚集人流交往的场所，

直求空间品质的室外化是很必要的。空间的室外化设计手法一是以落地窗、大玻璃幕墙方式将室外

归光、景色直接拉入室内，二是在室内中庭等空间引入绿色植栽、水池等自然景观，尽量做到真实、

刍然。三是将一些原始、传统的设计材料运用到建筑室内的设计中，如红砖、竹、木材、石材等，

垂用在立面隔断、栏杆、格栅等部分，形成原始、质朴的空间氛围。(图5．33)

图S-33爱沙尼亚索莫如社区活动中心(来源：《当代社区活动中心建筑设计》)

；．4．4细节尺度化

交往空间的活动主体是人们，人们对空间品质的感知也离不开细节与尺度。细节设计主要体现

E建筑材料选择和建筑构件上，材料选择应结合不同的空间性质，如儿童活动区应以童趣、天真的

皇彩为主，商业空间应明丽、大气，小尺度交往空间应舒适、宜人。室内家具可结合建筑构件设计，

『口座椅来自空间体量的自然变化。对于老人、儿童、残疾人等人群，也应成分考虑安全设计，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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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公共空间导视系统设计和无障碍设计。此外，尺度化对于人们感知交往空间也十分重要。根据

不同属性的活动空间，定义合适的尺度，大到整个空间高宽长，d,N栏杆、座椅、娱乐设施尺度。

5．5郑州航空港区邻里中心内部空间设计

5．5．1不同功能空间

在充分的用地空间下，本方案采取有机分散式布局，将多种功能分类布置在五个体块中，体块

A包含菜场、社区商业，体块B包含社区商业、街道办事处，体块C包含派出所和社区体育中心，

体块D为社区文化中心，体块E包含社区卫生所、托老所，具体功能流线见下图。

体块A垂直分区，首层菜场，二、三层商铺和餐厅，菜市场南北均设入口，保证大量人流疏散，

商业中心入口在西面角部，充分分散。

体块B垂直分区，一、二层社区商业，三层街道办事处，动静分区明确。南北均设置突出社区

商业入口，充分保证城市界面和广场的人流顺利进入，街道办事处入口设在东侧面，保持南面面向

城市界面商业空间的完整统一。

体块C水平分区，首层南面部分派出所，北面部分社区体育中心，互相独立不干扰，二、三、

四层社区体育中心。派出所对外入口在南侧，依然面向城市界面，办公入口在东侧，社区体育中心

入口在西北角。首层以开放活动空间围绕狭长小中庭厅设计，二层是健身、舞蹈、瑜伽等活动室，

两个小中庭沟通了上下层空间，使得整个空间丰富有趣。三四层为室内篮球场，在顶层不干扰其他

功能。

体块D社区文化中心垂直分区，首层青少年活动中心，二层老年活动中心，三层社区图书馆，

四层培训机构。入口直接面向南面内广场，各层可通过升降直梯直接到达，互不影响。各层功能空

间的设计也根据不同的使用人群和使用性质各具特色，首层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开放空间活动辅以小

活动室设计，促进青少年自由交流、开放活动。二层老人活动中心以独立小活动室为主辅以室内小

中庭，并以室外庭院引入自然光线。三层图书馆以开放书架结合阅览座位布置，图书小型图书阅览

空间的开放性。四层专业培训以独立小空间设计，方便对外出租经营。

体块E垂直分区，一、二层是社区卫生所，三、四层是托老所。卫生所入口在南面面向内向广

场，后勤入口在北侧，托老所入口在东南角。社区卫生所和托老所虽然是两个功能，设计中却将它

们自然融在一个空间中，以一个从一层至三层的大楼梯插入整个四层大空间，打破两个功能的界限，

同时自然形成等候大厅供人们交往。两种功能空间属于一个空间体系下，各自独立，同时也可以发

生必要交融。(图5—34，图5．35，图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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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S邻里中心八大功能分布(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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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36八大功能活动基本流线(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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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4功能体块概览(来源：笔者自绘)

在上述功能空间中，交往空间实现主要体现在功能空间变形、功能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复合之中。

在社区文化中心和社区体育中心的首层空间，均以开敞空间的布局形式组织功能空间，以模糊的空

间边界定义各种活动发生可能性。在卫生所和托老所空间，以开放的通高中庭组织休息区和功能体

块，实现了空间的有效合理利用与最大化的交流。在社区体育中心二层，插入功能空间之中的通高

空间有效加强了功能空间的联系与共享。(图5—37)

大功能空闯
空闽变形 l鬻戮纛

公熬空阉
空间复台鬻燃

图5-37功能空间交往实现形式(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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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公共空间

5．5．2．1檐下空间

本方案中的檐下空间主要有两类，一类位于地面层(图5-38)，一类位于二层以上空间(图5．39)。

首层的檐下空间区域如下图，南面入口处檐下空间多为宽2．5米长向空间，退进标识出入口的位置。

社区文化中心面广场向退进10米，形成方形空间，与内部广场相接，充分表达出开放性与接纳性，

形成从公共到半公共的过渡空间。人们可在此停留聚集，选择参与广场活动或进入文化中心内部。

D、E两个体块之间的檐下空间是一块比较完整的方形灰空间，此空间连接综合体的内部广场与北侧

城市自然河流，是人们穿行的很好选择。同时又与南北两侧的长形退进空间共同在首层形成流动的

体量，方便两侧建筑内的人们到达。此外，顶部巨大的开口避免了空间的幽暗，使得人们在阳光下

享受交往空间。整个首层的檐下空间以建筑群内广场为中心，发散到各个建筑单体，同时相互之间

互相渗透联系，形成与外部从城市空间到广场空间到地面灰空间的良好连通。(图5—40，图5—41)

图5．38一层檐下空间分布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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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0一层不同位置停留檐下空间视角(来源：笔者自绘)

图5-41一层不同位置入口檐下空间透视(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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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层的檐下空间主要如下图所示，部分区域没有顶，空间4m宽，2．5米有顶，连接四个体块，

是地面层之外各功能体块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同时与外部空间有充分的交流。人们可以从地面自

动扶梯直接上至二层平台，在穿梭的同时可以与广场、绿地、河流零距离接触。还有社区文化中心

体块西侧部分的檐下空间，退进4米形成巨大凹口面向西侧绿坡广场，使室内空间的重点延伸到室

外，与室内的中庭相呼应。(图5-42)

图5．39二层檐下空间分布示意(来源：自绘)

5．5．2．2中庭空间

图5。42二层停留檐下空间视

角(来源：自绘)

邻里中心由于包含功能的多样性，不同空间尺度、气氛、性质的中庭空间都会出现，本方案设

计中出现了三类有意义的中庭空间可供总结思考。第一类中庭A如商业空间中出现的，以较大的尺

度成为整个空间的核心，一般与自动扶梯配合设计，空间允许会通高2．3层，商铺围绕空间排列。

空间品质设计明丽、大气，与商业气氛相融，配合巨幅广告等装饰中庭大空间。第二类中庭B如社

区体育中心空间中出现的，在空间尺度有限的情况下以灵活、小尺度的中庭空间来丰富整个空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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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既保证功能空间的使用，又创造了空间的变化，为人们提供了视线上互相交流的多种机会，进

而促进交往行为。空间气氛通常轻松自在，设计细节简洁亲切。第三类中庭c如社区卫生所和托老

所中所出现的，处于空间中心位置，同时与部分功能空间设计紧密结合，随着大楼梯整个中庭空间

也呈现递进式上升，首层有接种室等功能空间和休息等候区，二层休息区上空，功能空间成为休息

等候区，三层休息等候区上空，一层休息等候区的区域又布置了功能空间，在空间的变化过程中有

效的实现了功能的布置和空间的开放，空间气氛丰富同时也充满秩序感。(图5．43，图5．44)

●《，擎醛避搬 ⋯⋯巾骧空嬲嚣域

图S．43中庭空间分布示意(来源：自绘)

5．5．2．3庭院空间

图544中庭空间透视

(来源：笔者自绘)

在本方案中，如下图所示位置设计了内庭院空间。(图5．45)庭院A位于社区文化中心体块三

层，是社区图书馆所在区域，由四面大玻璃围合，庭院是整个阅览空间中心，阅览空间围绕庭院有

机布置，在室内感受自然光线，同时也可进入室外庭院内阅读休憩，营造了自在舒适的空间氛围。

庭院B位于托老所四层，承接了下层的公共中庭，由四面大玻璃围合，也为老人们提供了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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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晒太阳、聊天的空间。庭院C位于底层架空部分，同时也是连接建筑与河流景观的重要

部分，有较大的人流穿梭，同时位于上层室内空间的人们也可共享这室外庭院。(图5-46)

图S．45庭院空间分布示意(来源：笔者自绘)

5．5．2．4平台空间

图S．46庭院空间透视(来源：笔者自绘)

在本方案中，平台空间主要位于不同功能体块之间，在室外连接各功能空间的同时能提供很好

的景观视野，位于广场中的连廊是与建筑中与室外环境互动最紧密的部分，同时作为各功能的交叉

区域为交往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各种可能。(图5．47，图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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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8不同位置平台视角(来源：笔者自绘)

综上，本方案邻里中心的交往空间活动主要发生在公共空间和功能空间。功能空间中的交往更

多是在空间变形与整体整合中实现，室内外公共空间根据开放性程度由大到小可分为广场空间、平

台空间、庭院空间、檐下空间和中庭空间，不同公共空间适宜不同性质的交往活动。下图以空间节

点切片的方法总结表现了主要交往空间场景。(图5-49)。．—舅蚀。■醢圃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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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9不同形式交往空间切片分析图(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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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邻里中心特色性设计总结

第六章结语

邻里中心建筑，作为随着当代城市社会快速发展产生的新兴建筑类型，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邻里中心规划

当代邻里中心的规划从属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同时又与城市住区规划紧密相关，此外

邻里商业在城市整体商业经济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所以邻里中心规划需要认真考虑公共配套服务

体系、社区规划和社区商业三方面关系，有效实现邻里中心在整个城市规划结构中的合理化地位。

当前规划方案首先应从大局着眼，按照城市中心一地区中心一居住区中心的基本层级关系结合城市

住区的单元化规划思想，按照不同层级的服务人口、服务半径，配置规划不同功能类别、不同规模

的邻里中心，实现邻里中心在整个城市规划的合理有效配置。

郑州航空港区的邻里中心规划以“城市级一片区级一功能组团级一居住区级”四个层级为基本

思想，均衡布局的原则形成多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每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主要配置七大类功能。

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还是未能完全执行规划思想，配套商业设施的比重增加了不少，在居住区级组团

中也出现了至少功能组团级的商业中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规划结构的完整性，也反应了商业效益

在邻里中心规划中占据越来越重地位。

2．邻里中心外部

聚焦于邻里中心与周边区域空间，发现邻里中心与城市、社区共同组成特殊的结构网络。邻里

中心既是社区的有机部分，也是城市的延伸空间，更是从社区扩散至城市，从城市辐射至社区的重

要过渡部分。因此，布局时应充分考虑邻里中心与社区的位置关系，与城市界面的空间关系，与城

市自然景观的呼应关系，充分突出邻里中心在各个维度上的开放性，以住区城市化、城市住区化、

生态中心化为设计原则，以实现邻里中心与周边社区、城市、自然景观的开放融合与沟通。

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邻里中心外部空间设计从与城市、社区和景观的关系出发，选择毗邻街

区中心绿地和城市河流的位置，基地三面向城市界面打开，与住区隔街相望，以开放的姿态融于整

个城市社区空间结构。在整体概念上以“地景生活综合体”统领，以绿地缓坡为底呼应城市绿地，

各功能体分散置于其上，形成各种尺度广场与街道空间连接各功能空间，尤以广场空间为设计重点，

将绿化、城市视角、住区尺度多样化融合，形成适合多样人群使用的广场空间。

3．邻里中心内部

对于邻里中心内部，实现社区居民交往需求是邻里中心空间设计的本质，满足衣食住行“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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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综合体是邻里中心定位的最大特色。邻里中心的主体是居民，不同人群、不同年龄的人对邻里

中心空间有不同的定位。因此，不同类型交往空间在多样化功能空间与公共空间中的演绎是邻里中

心设计的核心。交往空间的主要载体包括公共空间中的中庭、庭院、檐下空间等过渡空间，功能空

间中的部分设计也可以实现多样化交往。从建筑整体形式看，结合不同的用地规模、建筑造型，交

往空间的组合也可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

郑州航空港第八安置区邻里中心内部空间设计以解决交往空间的各种可能形式为出发点，在充

分分析用地现状条件下，以有机分散式布局各个功能体量，形成建筑群落。各个功能体块以综而不

合、互不干扰、合理渗透的原则布置功能空间，再以大中庭、小中庭、入口空间、地面檐下、小庭

院等空间形式丰富联系整个综合体，创造多种可能的交往空间。

6．2邻里中心未来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在我国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在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居住新区的开发建设中，

邻里中心这一建筑类型必将成为发展居住区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主流，此外结合邻里中心建筑自身

特点思考邻里中心建筑未来发展可能趋势：

1．普及与专业

在我国，邻里中心建筑发展经历了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初探，天津中新生态城的进一步发展，到

在郑州航空港区、南京河西新区、上海、无锡、深圳等地的不断推广，邻里中心建筑推广普及面越

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兴开发区选择以邻里中心模式来配套社区商业服务设施。此外，许多旧

城区也借鉴邻里中心模式新建类似社区中心，以完善之前对社区配套公共设施规划的不足。因此，

邻里中心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还是十分可观的，但同时不得不思考，大范围的推广下如何确保邻

里中心各项功能配置依然合理有效专业，同时也保证公共资源有效利用不浪费，避免出现太多邻里

中心无人问津。

2．商业与服务

邻里中心是居民社会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同时“邻里中心”也是注册商标，是社区商业的标志。

目前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在园区公司的统一管理下已发展出了“邻里假日酒店”、“邻里1+1”、“邻

里生鲜”、“邻瑞广场”等各种商业品牌。在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势下，邻里中心商业化越来

越重也是必然。然而，邻里中心诞生之初是以不过重追求经济效益而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先为宗旨。

因此，未来应着重处理好居住区级邻里中心商业与其它层级商业的关系，不可过分扩张商业而忽视

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的基本结构，同时也应不断优化配置邻里中心功能结构，以社区居民切身需求为

先，以公益服务性便民利民功能为基础，以合理有效的开发管理模式经营，以达到经济效益与服务

意识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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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放与交往

邻里中心建筑设计的发展在未来有很多可能，但从其自身特点及城市地位来看，笔者认为邻里

中心建筑设计还应不忘开放与交往。邻里中心在城市和社区空间中都有重要建设意义，邻里中心的

本质在于促进人们物质、精神的多方面交往。因此，在邻里中心建筑设计中，应重视开放性的空间

关系置入，包括以城市界面、自然景观、社区空间，如使得邻里中心的广场成为城市、社区共同的

广场。此外，应以交往空间的实现形式为探索，在复合化功能空间中创造适宜不同人群发展需求的

活动空间并注重景观环境的融入与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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