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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伴随着各个城市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更高,

同时为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商业综合体是根据传统城市商业产生的一种新的商业综合体,
融合了城市文化、交通、工作以及娱乐等各方面为一体。因此一定要对设计要点进行把握,对商业综合体的功能分析、服务人
群定位等进行全方位的考虑,从而对商业综合体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城市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本文从商业综合体建筑
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的前期方案实施,重点对商业综合体建筑的设计要点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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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商业综合体建筑的功能较多,是集娱乐、购物、餐

2.1 商业综合体前期设计

饮及办公为一体的综合建筑, 能够显著增加当地商业的经

2.1.1 选址。商业综合体的设计, 定位选址是非常重要

济效益。因为大量商业活动多在城市商业综合体建筑内进

的,为了保障商业综合体商业价值的最大化,首先对当地的

行,该类商业活动涉及面广且活动关联性大,所以在设计上

城市各项情况综合分析, 通常综合体选址是在城市中心区

要求较高。

域近、郊区、新城商务区等区域,并进行全面从交通系统和

1 城市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的特点
1.1 超大空间尺度

城市规划等方面入手分析,选最为科学的建设地址。
2.1.2 功能与规模。商业综合体中有很多功能,需要对其

由于城市综合体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形式, 其不仅

进行量化和分析,以确定格式空间的需求。大体上综合体业

要与城市规模具有较好的匹配性, 同时也要与城市干道具

态类型主要分为住宿、写字楼、酒店和零售等,因此,综合体

有一定的联系, 这也要求城市综合体室外空间尺寸在达到

的布局设计是否合理由很大影响。

一定的标准。而且为了能够与室外巨大的空间尺度保持协

2.1.3 地位。对土地商业状况的综合分析, 明确建筑密

调性,并满足综合体多功能性的需求,综合体建筑室内空间

度、土地级别和占地面等信息,并确定项目商业的等级,然后

尺寸相对也较大。

再确定是设计成一个怎样的购物中心或其他形式的商业街

1.2 通道树型交通体系
在城市商业综合体设计过程中, 通常会采用通道树型

商业广场等形式,这对以后综合体设计方向的影响很大。
2.2 服务区设计

交通体系,即合理规则地下层、地下夹层和天桥层,有效的将

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的服务区,是指货运、卸货等工程

建筑群体的地下或是地下交通和公共空间贯穿起来, 同时

服务,需要最大化的减少对商业综合体商业运营影响。按照

还要与城市交通设施及建筑内部的交通系统有效的联系起

商业综合体的要求, 对服务区进行划分为地上和地下设计,

来,构建出完整的通道树型交通体系,使街道空间更具丰富

地面设计采用流线型设计, 减少货运车辆停留时间来提高

多变性。

货运的水平,并把货运车集中停运来避免过度分散。地下服

1.3 购物与娱乐相结合

务区设计时应注意坡道和净高设计,为运输、卸货提供可靠

在传统商业街中,购物和娱乐实现了有效的结合。利用

的条件。

现代城市商业综合体来取代原始封闭的商业广场, 不仅空

2.3 空间形态设计

间网络更具多功能性, 而且室内外空间与城市景观也实现

2.3.1 并置式：將购物中心的各业态依据水平方向的形

了有效的交织和融合,集购物和娱乐于一体,为人们打造一

式组织起来,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功能,使交通流更加顺畅,

个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公共场所。

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干扰较少。但由于面积大,所以适合建立

1.4 高科技集成设施

在郊区的大面积建筑。

城市商业综合体集众多功能于一体, 其不仅具有大众

2.3.2 中心为中心分布作辐射形式, 通常用于人流密集

化的一面,同时也是高科技及高智能的有效集合。无论是其

的中心空间的流动组织。保持各业态功能区之间的独立统

内部电梯系统、还是通讯系统、安全系统及暖通系统等都体

一性,也能更有效地实现人流量和交通疏散的作用。

现出了较高的科技性,各类设施科技含量较高,有效的确保
了城市综合体的正常、稳定运营。
2 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的方案分析

2.3.3 单元式：依据垂直组合的设计来实现的各种业态
的联合空间, 在达到不同形式之间的不相互干扰的同时又
相互联系的目的。单元式的设计主要是基于垂直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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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自动扶梯或电梯作为交通设施。

在城市综合体中, 建立不同功能区之间相互补充的关

2.4 功能划分

系,与城市景观和交通协调,形成功能复杂、高效、复杂、统一

商业功能是综合体建筑设计功能设计的关键, 商业功

的综合体。在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建筑师,按照参与性、目的

能应与市场发展相适应。通常,商业功能占有很大的比例,无

性、多样性三个基本思路进行,注重公共空间的设计,把人流

论是占地面积,还是需求设计,都处于重要位置。例如：一个

量引导到商业空间的公共空间,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目的。

城市商业综合体建筑的设计, 所有的楼层都参与不同的功

公共空间的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功能空间的设计,只

能分区,功能分为六个部分的商业综合体,商业综合体是地

有通过良好的公共空间设计才能吸引人们的流动。在空间

上 5 层,地下 1 层,规划功能设计,零售额的比重为 49.20%,

组合的过程中,建筑师应考虑结构形式、防火要求和所需空

分布在 -1 至 4 的层,餐饮为 41.33%,主要为 -1 至 5 层,娱

间尺度,使有机结合达到最高的经济技术指标。

乐占 5.20%,主要分布在 4 层,中庭销售占比为 4.27%,主要

3.5 加强交通流线的引导

在 -1、1 层,此外在 -1 层做购物超市,不计入比例,使综合体

城市商业综合体中,良好交通很关键,能让消费者便捷

的各部分功能都得到合理的利用。

的达到所需空间。在建筑的各出入口的设置要与人流量相

3 商业综合体建筑的设计要点

匹配。在综合体外部, 通过由地下层和外部街道等密切联

城市综合体,因为它涉及到广泛的运作模式,多种多样,

系。在底层公共空间中,主要利用步行街形式吸引顾客,并且

因此,在设计前期中,建筑设计师要了解开发商发展意图,与

步行街把建筑地块进行划分成大小适中的形式, 使不同的

专业规划的有效对接,在主题上相互配合,在建筑空间设计、

功能或服务的性质,同时导流、空间组织发挥作用的整合；

交通流线设计和设施更加生动形象。

在综合体内, 通过中庭天桥连接等形式配置内部交通网,通

3.1 注重建筑立面特征及建筑整体效果

过垂直升降电梯、自动扶梯等设施来实现,最终形成便捷的

城市综合体与城市规模相适应, 与现代城市主干道相

交通体系。

关联,所以室外规模较大。由于建筑规模和规模尺度扩大,建
筑体量需要综合形成大量的形式。此外,建筑色彩也是塑造

4 结束语
城市商业综合体建筑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

建筑形象的重要因素,应考虑夜景照明的视觉体验,营造商

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商业和经济发展水平。

业氛围。在立面设计中要避免立面对整幢建筑的统一性的

近年来城市商业综合体建筑越来越受到青睐, 因此在具体

影响,因此,为了保持城市综合体的整体风貌,就必须形成连

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组合各个功能区域,设计人员需要从

续的立面。

选址、功能及交通等方面对其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保证建

3.2 注重城市中的位置

筑体可以发挥最大的商业价值, 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更

城市综合体主要位于交通枢纽, 城市综合体对外界交

好地发挥出不同功能区域的重要作用, 为人们提供一个消

通的依赖性较强。交通系统直接影响综合体内不同功能的

费、娱乐和休闲的场所。

效率和规模。首先,城市 CBD 的城市综合体具有高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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