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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高速发展，一些城市商业核心区一味追求速度，导

致规划不够合理，建筑脱离城市公共空间孤立设计，以致商业

区缺少城市绿地， 少有的商业屋顶绿色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

也未能整合利用，形成了许多孤岛绿洲，利用率低下。 大量游

憩型商业综合体出现和改造的背景下， 我们应从城市规划设

计宏观角度出发，把控屋顶绿色空间与本体建筑、城市公共空

间的整体关系， 微观处理好屋顶绿色空间连接室内外空间的

细节问题，抓住建立生态城市核心区的契机，激活游憩型商业

屋顶绿色空间活力，促进与城市公共空间协同发展。

1 释义

1.1 游憩型商业建筑

当下，商业建筑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不仅要满足商业活动

的基本要求， 而且更加注重商业空间设计给消费者带来的游

憩功能。 本文所提到的游憩型商业建筑指的是以游玩、娱乐、

休闲为主的公园式的购物中心、餐饮广场、城市综合体等经营

性场所。

1.2 绿色空间

本文提到的绿色空间是指位于建筑室内、 室外空间或室

内外相交的灰空间， 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景观元素为主要存在

形态，能起到生态环保、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市居民 休 闲

生活有积极作用，美化城市风貌较好的用地，包括城市广场绿

地、城市公园、街道绿地、绿色廊道、滨水绿地以及立体空间绿

化等在内的复合绿地。

1.3 屋顶绿色空间

在对绿色空间定义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屋顶绿色空间概

念。 屋顶绿色空间以建筑为依托，可以分布于不同标高的建筑

顶部，半室内空间，以及一些地下、半地下建筑、架空层的顶面

等位置。 它是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立体化开发和利用的一种

新型模式，在这种新型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建成可游、可憩、可

观，对大众开放的绿色休闲空间环境 [1]。 它影响着游憩性建筑

形态建构， 承担着与建筑、 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整合等重要功

能，具有较高的景观生态、休闲游憩等职能。

2 游憩型商业屋顶建筑绿色空间设计研究

2.1 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

游憩型商业建筑的屋顶绿色空间是联系城市公共空间的

重要媒介， 这种重要的开放空间在高度紧凑化的城市核心区

中， 已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它们是城市中的空中绿

地，绿色廊道，联系着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建筑内部空间，加 强

室内外空间的连接性， 维系着城市公共空间与游憩型商业建

筑内部公共空间的整体性和契合度， 使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形

成一种统一连贯的动态平衡关系 [2]。

2.2 与建筑空间的关系

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的空间关系复杂多变， 根据建筑平

立面形态和竖向高差变化， 可位于建筑的裙楼屋顶、 下沉空

间、边庭、露台、中庭等位置，构成城市公共空间向建筑内部空

间的过渡媒介[3]。 这些绿色斑块空间在功能、形态、交通与建筑

本体空间相互协调、相互融合，以达到屋顶绿色空间的合理利

用（如图1）。

2.3 屋顶绿色空间研究

屋顶绿色本体空间设计既满足公众的使用和游憩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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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between the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ublic space should be macroscopically controlled in the roof green space design of recreational commer-

cial buil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t should be a compound design with micro deep functions and blanking detail process-

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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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庆朝天门海客瀛洲二期屋顶

绿色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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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也要满足商业空间的设计要求，功能布局上要体现出城

市设计和建筑空间设计的意图。 游憩型商业建筑屋顶绿色空

间的场地动线组织需注重垂直交通体系关系， 连接建筑和城

市道路各出入口， 增强屋顶绿色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连贯性

和可达性。 在空间组成元素上，合理利用景观元素，注重内外

空间的协调与呼应， 充分展现游憩型商业建筑屋顶绿色空间

的多样性和活力。

3 游憩型商业建筑屋顶绿色空间设计方法

探索

3.1 整体设计方法

游憩型商业屋顶绿色空间设计是从城市规划设计出发，需

要统筹考虑与城市公共空间、建筑空间的多维立体关系， 三者

之间相互利用，相互协调，在空间布局、功能组织、交通流线和

形态构图上整体化设计，做到相互之间协调发展，将屋顶绿色

空间设计阶段的众多技术问题解决在前期的建筑设计阶段之

中，做到后期问题前置化。

3.2 整体设计策略

3.2.1 屋顶绿色空间与游憩型商业建筑整体化设计思路

（1） 现状调研

调查设计改造区域周围的城市公共空间、 绿色空间与游

憩型商业建筑的空间组织关系、 交通流线关系和景观构成元

素等情况，理清现状优劣势问题，为 后 期 建 筑 空 间 设 计，竖 向

高差处理， 形态设计做好前期思路分析， 为屋顶绿色空间设

计、空间布局、改造等做好充分准备。

如重庆朝天门海客瀛洲二期为综合体项目， 该项目的屋

顶形式为底层阶梯式的城市公园， 该基地位于渝中半岛朝天

门地区，建筑密度之大，是重庆城市地标建筑“来福士广场”与

老城区以及滨水公园“朝天门码头”的交汇点。 旧城区错综复

杂的肌理关系和城市地标以及壮美的滨水景观之间矛盾如何

协调， 并建立起良好协同发展关系， 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图2）。

(2) 宏观布局

屋顶绿色空间宏观布局是在城市规划基础之上， 首先理

清城市肌理关系和整个区域的城市公共空间分布情况， 对游

憩型商业建筑设计、改造、屋顶绿 色 空 间 设 置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运用复合化的交通体系设置，使城市绿色空间形成网络化，通

过线状公共空间形成骨架串联各绿色空间， 增强城市核心商

业区公共空间环境的连续性。

重庆朝天门海客瀛洲二期建筑方案设计为层层退台的阶

梯式形态，将旧城与城市地标、滨 水 公 园 自 然 地 过 渡 在 一 起。

屋顶打造为全新的城市森林公园， 解决了该区域缺乏城市公

共绿地的问题， 立体化的交通体系设计满足了广场和公共步

行交通体系网络的连接，加强了屋顶绿色空间的可达性，促进

城区市民与滨水景观的沟通与联系（如图3）。

3.2.2 屋顶绿色空间与游憩型商业建筑整体化布局方式

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的关系主要包括平面式、交融式、连

结式、综合式四种模式[4]。

（1） 平面式

主 要 是 指 对 建 筑 竖 向 标 高 不 同 的 屋 顶 空 间 进 行 绿 化 叠

置，形成绿色空间，包括开敞、半开敞、封 闭 式 三 种 形 式，可 分

布在建筑的裙楼、中庭、室内、外挑阳台等空间，注重对建筑功

能的完善与延伸，强化二者的整体性。 组合方式主要有：

a、 围合式：在建筑裙房、架空层屋顶平面上，室内、中庭内

部空间实行开敞或半开敞的绿色空间模式， 可以有效增加建

筑空中绿化面积，形成不同高度的视觉通廊，将城市公共景观

很好地引入建筑内部（如图4a、b、c)。

图1 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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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交融式、连接式、综合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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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外挑式：为了加强建筑内部空间向城市公共空间的渗

透与延续，在必要的位置可以增加悬挑式的绿色空间 (如图

4d)。

（2） 交融式：通过架空绿道联系各建筑内部庭院空间，

使相互分离的个体变为统一整体， 使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

空间相互渗透交融。交融式布局体现在平面关系、剖面方向

和垂直立体方向上，目的是加强内外空间的延续和融合（如

图5）。

（3） 连接式：通过营造“绿色连廊”的线性空间把相邻的

独栋建筑或不同标高的屋顶绿色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连结

在一起，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可达性。 “绿色连廊”是空中的游

憩花园，人们在其中穿梭、漫步、游玩(如图5）。

（4） 综合式：在地形标高复杂、综合性较强的游憩型商

业建筑设计中， 为了使其能够与周围公共空间协同发展，屋

顶绿色空间的布置应采用综合式布局， 合理运用平面式、交

融式、连接式等几种方式，形成公共空间网络，让建筑体量、

屋顶绿色空间实现与城市公共空间高度契合（如图5）。

3.3 多维度功能布局

在高密集城市形态下，屋顶绿色空间功能设计需要从多

方面、多角度综合考虑，多维度的功能设计主要指功能的复

合化、集约化、全时化设计。游憩型商业屋顶绿色空间功能兼

顾本体建筑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双重功能， 将商业与休

闲、运动、社交、参观游览等公共游憩行为相互兼容；同时需

考虑屋顶绿色空间使用的灵活性和全时性运用，将多种不同

属性的功能依据其产生时间的不同安排在同一个空间内，并

将各交通体系集约化整合设计，以提高屋顶绿色空间的综合

作用和高利用率，形成紧凑、高效、有序的空间组织模式。

如重庆朝天门海客瀛洲二期项目期待通过层层退台的

阶梯式屋顶绿色空间把旧城区与巨大的地标群和江岸滨水

景观区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大型环状公园系统，通过屋

顶绿色空间充分联系好室内外空间， 并在其中加入文化、娱

乐、餐饮等功能，穿梭在渝中半岛的都市丛林之中，连接起各

个重要的公共空间节点，形成复合化商业综合体空间和城市

公园， 给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市民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城市功

能，为这个城市核心区增添更多的城市魅力(如图6）。

3.4 消隐式设计手法

3.4.1 边界消隐处理

为了提高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城市公共空间三者之间

界面的互动性和开放性，相邻边界可做消隐式处理，如在屋

顶绿色空间与建筑、城市公共空间分界处，可采用大跨度框

架结构、列柱布置、玻璃、漏窗等通透性较强的设计，使三者

之间相互渗透，有机啮合，实现利益最大化[5]。

3.4.2 空间构成的消隐

空间构成的消隐指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城市公共空间

在构成元素和功能布局上延续与兼容，在视觉和功能上互相

渗透。如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在材质使用、装饰元素、环境小

品等同质化地运用，可以达到屋顶绿色空间与建筑、城市公

共空间在视觉上的自然延续。功能上，可以将建筑内部休闲、

商业空间延续到室外绿色空间、城市公共空间， 如室内景观

室 外 化、商 业 外 摆 设 置、露 天 儿 童 游 乐 园、商 业 休 闲 小 剧 场

等，都是将室内功能室外化的处理手法，以达到三者之间相

互延续和渗透。

4 结语

屋顶绿色空间与游憩型商业建筑、城市公共空间整体设

计是一种有效解决当下紧凑型城市形态中绿色空间缺失的

策略，是积极参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一种有效途径。 这种

中介性的开放空间设计既需要有宏观的整体视野，也需要多

视角的微观把控，使屋顶绿色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交通、建

筑室内环境等要素之间和谐共生，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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