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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日常尺度

——东岸“望江驿"木构建筑设计实践

王映丞

(上海东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200120)

摘 要:近年来上海市以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目标，以打造世界级滨水开放空间为愿景，通过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 

放的高标准建设，实现滨江空间功能转型,创造良好的生态效应、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丰富多样的空间环境，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充 

分体验上海特色、品味历史文化、欣赏风貌景观、感受城市气息。以上海东岸滨江22km公共空间贯通开放为例,针对市民的多 

样化需求，将服务设施、党建宣传、文化展示等功能融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公共服务驿站——“望江驿”,按照一 lmi—座，全面 

系统地提升东岸滨江公共空间整体服务品质，并实行街道属地化管理，探索具有上海滨江特色的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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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岸滨江22km公共空间服务品质提升

为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黄浦江两岸45km岸线贯通 

的号召，黄浦江东岸于2017年底彻底贯通，打通了杨浦大桥至 

徐浦大桥的22km滨江岸线空间，实现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 

道的三道全线贯通，完成了“先贯通后提升”的第一步,东岸滨 

江开放公共空间格局初现雏形贯通后的浦江东岸站在历 

史的新起点上，面临广大市民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图1、2),迫 

切需要在功能服务完善、空间活力集聚、艺术氛围营造、历史底 

蕴挖掘等多方面进行提升,进一步提升东岸滨江公共空间品质 

和市民的获得感⑵。

图1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调研一不同年龄的需求

图2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调研一特殊人群的需求

因此,东岸滨江公共空间需要新建一批具有整体性、开放 

性、便利性、识别性、低成本、高质量、施工周期短、方便市民到 

达、与骑行道跑步道紧密结合的并能够提供便民服务、党建宣 

传、文化展示的休憩停留空间和公共卫生间、公共服务驿 

站——东岸望江驿。

2东岸望江驿设计与建造

2.1设置原则

(1) 公益性。驿站以满足大多数公众的使用需求为主，底 

层开放作为公共服务使用，关注老年人、孕妇、儿童、残障人士 

等弱势群体。

(2) 多元性。驿站的功能以满足便民服务、党建宣传、游憩 

观光、文化教育、艺术欣赏、运动康体、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为 

主,结合滨江各区段的主题特色，形成功能多样、形式丰富的活 

力滨江。

(3) 系统性。驿站结合各区段特色和功能定位，布局提升 

类设施，形成系统分明、疏密有致的滨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同 

时满足基础类设施的服务半径需求。

(4) 人文性。驿站以突显生态东岸、人文东岸、活力东岸为 

目标，重点依托旅游设施、文化设施、休闲设施，串联形成富有 

特色的品质东岸，打造东岸贯通的总剧本。

2.2规划建筑选址

驿站总体规划选址于东岸滨江绿地22km公共空间内及 

绿化林荫中,从杨浦大桥起点广场至徐浦大桥终点广场，沿 

江由北往南按照1km至少布局1处驿站的要求，共设置22 
座驿站⑶，其中现状保留2座(陆家嘴北滨江、前滩休闲公 

园)，规划新增20座(图3)。驿站的具体点位选址比邻骑行 

道与跑步道，便于市民抵达驻足休憩，既融入环境，又可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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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景，充分体现“望江驿”的意境。原则上驿站建筑选址在防 内的管网系统。

汛墙内侧，驿站的水、电、智慧设施的使用一并纳入所属绿地

:-mt

图3

2.3功能策划

东岸望江驿主要设置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党建宣传三方

驿站分布图

⑴便民服务:分为6个方面（表1）,具体有公共卫生间、 

' 休憩室、储藏、应急急救、问询、能量补充、信息发布。

面功能，其中:

表1六类基本便民服务表

基础 

需求
设施类型 室内/外

室内最小 

面积要求
备注

卫生 公共厕所（含无障碍厕所）、母婴室（结合无 

障碍厕所）

室内 35m2 单独出入口，24小时开放，男女厕位比

1:2,女厕蹲位不少于4个

休憩 直饮水、热水、自动售卖机、微波炉、室内外 

休憩桌椅

室内/外 20m2 自动售卖机结合公厕布局，24小时 

开放

健康 急救箱、AED体外除颤器 室内 综合设置 结合公共厕所布局,24小时开放

存储 储物箱 室内 综合设置 20柜，结合公共厕所布局,24小时开放

应急 雨伞、充电宝、针线包、零钱兑换 室内 综合设置 共享雨伞、充电宝结合公共厕所布局，

24小时开放

信息 wifi、旅游文化体育教育等信息咨询 室内 综合设置

（2）文化展示:主要表现在休息室内部设置所在绿地的空 

间模型、效果图及周边服务设施地图等,结合所属区域的特色 

引入运动、摄影、演播、体育、艺术展示、教育培训、文创、会展论 

坛、金融服务、家庭艺术、花卉园艺等主题文化功能，由特定的 

党组织认领,为沿江市民、游客提供可持续、有温度的服务。

（3）党建宣传:分为5个方面（表2）,具体有1个党组织志 

愿者、1块互动显示屏、1面主题墙、1个藏书柜、1处活动角。 

充分利用22个东岸・望江驿，叠加党建服务功能，形成22个 

东岸滨江党建服务点。同时作为东岸党建服务站，积极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

表2党建功能需求表

功能要求 具体要求 备注

1个志愿者 1位志愿者负责驿站日常管理，并为市民游客提供服务

1块互动屏 提供信息查询和宣传视频播放。通过互动屏，可与滨江公共空间运营中 屏幕尺寸不小于55寸
心（筹）、浦江东岸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源实现互联

1处活动角 提供党员和党组织、社团及群众间交流、会谈、培训等活动的场所 可结合驿站休息空间综合设置

1面主题墙 在活动角空间选择一面墙，结合时政热点,通过张贴标语、图片、语录等 

形式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打造红色主题宣传阵地

1个藏书柜
摆放红色经典读本以及与特色功能相关的书籍，供市民游客休憩时阅读

白墙,建议磁性墙面，尺寸不小于2. 5ni长
X Im高,今后可根据不同主题，定期更换

书柜，可结合驿站休息空间综合设置

2. 4场地景观布局

总体上，驿站依据不同的基础结构形式、场地、标高关系， 

归纳三种落地类型,即双侧临路场地平整、双侧临路场地有高 

差、单侧临路另一侧临广场或绿地（图4）。驿站自身既融入环

境，又可临江观景,充分体现“望江驿”的意境（图5）。室外空

间场地布局充分结合地形,通过绿化景观设计使建筑与景观和

谐统一。这一系列驿站探讨建筑与风景的关系，以平易近人的

氛围为市民提供支持与服务的同时，能够强化场地自身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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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让建筑有机会成为风景的放大器。

图4驿站场地分析图

图5驿站标准平面图

感。驿站的屋顶分为高低不同、向内倾斜的左右两部分，在正 

中靠近通廊的休息室屋顶处进行下压至接近视平线的最低点， 

这种特意压低的尺度加强了背江面的进入感，将人由居中的通 

廊引向江景。经过檐廊，下到漫步道或亲水平台，浦江两岸壮 

丽的城市天际线将一览无余。

图7 5井驿站

驿站的建筑空间布局由公共卫生间、走廊、休息室三部分 

组成，其中休息室三面落地景观玻璃，空间通透舒适,保证休息 

室开放性与面江视线最大化;公共卫生间包含男女卫生间及第 

三卫生间，按照4星级旅游厕位进行配比设置，内部设备齐全 

体现人文关怀;走廊内放置自动售卖机、储物柜、充电宝、共享 

雨伞、直饮水机等设施,24小时开放，方便市民使用。整个沿 

江一侧包括休憩室侧面屋檐下平台空间,靠墙设有通长的坐凳 

供市民小坐,扩大观江休憩空间。

图8 6井驿站

2.6标准化制作及快速建造

通过标准化统一的建筑形制，建筑上采用以胶合木结构为 

主的钢木混合体系来实现质量可控的快速建造（图9、10）。利 

用当代施工企业在施工组织、结构优化及细节处理上具有自我 

协调能力，通过设计与施工高度整合、合理切分来达成在极短 

的工期内实现空间品质及综合效应最大化。

图6驿站功能分区图

驿站通过一个连续的坡屋顶，用统一的手法将各种功能整 

合在一起，使建筑形式具有标志性。简洁方正的平面轮廓和相 

对复杂的半螺旋直纹曲面单向標条木结构仿铜铝镁猛屋面形 

成鲜明对比。驿站木平台架空，出檐深远,屋顶轻盈起翘，形成 

一处大凉亭（图7）。反坡屋檐下呈伞状放射形布置的木標条 

成为整个休息室内外的视觉焦点,標条汇聚处自然形成一个三 

角形的透明天窗作为方案的核心（图8）,天窗一半在休息室 

内,一半在通廊上，将幽暗的屋顶深处照亮，强化了空间的进深 图9驿站剖透视图（东西向剖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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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空间布局和木构建筑

每座驿站场地面积约220m2,建筑面积约120谥，其中公 

共卫生间约60m2，休息室约60谥，走廊及屋檐下空间面积约 

100谥（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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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驿站剖透视及材料图（南北向剖切）

注：1.铝镁猛泛水板

2. 38X184花旗松封檐板

3. 铝镁猛金属屋面瓦系统（2厚自粘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12 
厚OSE板、38X140@610SPF搁栅（内填充玻璃棉保温兼设备层、140 
X18厚花旗松木望板.2-38X255花旗松木標条）

4. LED灯带

5. 倒T型钢梁（2-38花旗松封堵、花旗松固定垫木）

6. 玻璃幕墙

7. 38X140防腐木地板（间隙10mm）.38X140防腐木搁栅

&木地板（15厚OSE板、填充140厚玻璃棉保温、保温棉支撑（金 

属网+塑料薄膜）38X235防腐木搁栅）

9.工字钢梁

2.7可识别性

⑴通过驿站的标准化建筑形态,增加建筑的可识别性，形成 

对公众的身体性引导和对空间自由使用的鼓励（图11、图⑵。

ar iB

Service pH
Center m3：

图11 5井驿站

（2）结合22座“望江驿”统一设置LOGO及标识系统，对 

驿站各类功能进行标识,合理引导市民游客进行识别及使用 

（图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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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驿站标识系统1 图15驿站标识系统2

（3）驿站建筑泛光照明采用暖色系，通过点光源对木构架、 

屋檐、木平台、LOGO标识进行照明，使休息区玻璃与公共卫 

生间木墙形成虚实对比，营造轻盈、通透、温暖的休憩空间，既 

方便夜间行人及驿站的使用，同时又提高建筑的识别性。（图 

16.17）

图16 9井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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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井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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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望江驿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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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4井驿站

2.8可变性

驿站结合所属区域的特色引入各种文化功能,在休息室区 

进行展示,后续根据不同的文化功能定位进行调整，在空间和 

功能上具有可变性（图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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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3井望江驿11月排期表

2.9整体统筹

22处望江驿虽然所处地段不一，但通过统一的管理，更加 

方便市民使用。

(1) 在设计方面，驿站内设置视频监控设施，配置人脸识 

别、客流量统计等功能模块,在后台接入东岸滨江公共空间运 

营中心并联网至浦东新区公安及城运中心，后台可对驿站的使 

用情况进行有效监控,有利于驿站的管理及维护。

(2) 在运营管理方面,通过与属地街道及志愿者联盟机构 

合作，每天安排1名志愿者结合保洁人员的日常管理针对市民 

游客提出的需求或驿站的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反馈、修正(图 

20)。

图20 1井望江驿

3结语

驿站建成投入使用后得到普遍好评，市民游客、办公区白 

领、周边居民、学生、物业保安、外籍人士等人群使用频率较高。 

驿站作为滨江贯通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城市基础设施，摆脱了基 

础设施曾经隐匿、冷峻的形象，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便民场 

所。通过与景观、地形的多维整合，增强了浦江贯通的场所体 

验，强化了场地自身特性,形成了东岸滨江日常有活力的公共 

空间,成为滨江微观场地与宏观城市公共空间的标志物(图 

21、22)。

图22 19井望江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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