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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 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城市地下空间的核心部分 ) ) ) 城市地下公

共空间的研究, 提出符合城市地下空间自身技术、环境、空间特点的人性化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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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Design of C ity Public G eo-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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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o itation of c ity geo- space has been an inev itab le curren t in m odern city deve lopm en t. Th is artic le stud ies the c ity

public geo- space wh ich is the co re of c ity geo- space and br ing s forw ard a hum an istic design m ethod according to the techn ique, sur-

roundings and space fea ture of city g rou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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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

会文明的结晶。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交通拥挤等诸多问题的挑战, 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

和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造成生态空间和生存空间在用地上的

矛盾, 探索新的生存空间是 21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1991年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东京国际会议提出的《东京宣

言》指出, 21世纪是人类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世纪。向地下

要土地、要空间,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地下空间

因自身特点, 对空间设计,尤其是公共空间的设计有特殊的要

求。

因此,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对城市

地下公共空间设计方法进行研究、归纳、总结, 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一.地下公共空间环境分析

地下空间是一个泛指的技术领域。凡是在地下, 天然的

或人工修筑的地下建筑或空间, 都可称为地下建筑或地下空

间。1

本文中所研究的 /地下公共空间0是指公共的地下空间

或者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地下空间, 这样的地下空间主要

还属于城市空间的范畴,对它的研究具有普遍性。

与地面隔绝给地下空间带来诸多优点的同时, 也造成了

一些弊端。分析地下空间的环境特性, 是进行地下空间人性

化设计的前提和基础。影响地下公共空间环境的因素体现在

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 :

1.生理因素:

①天然光线不足

照明是地下空间设计中应该考虑的重要生理标准。

②新鲜空气不足和室内空气污染

为了防止地下空间中污浊空气的积累, 并且把地下空间

中多余的热量排除,需要进行适当的通风。

③湿度大

在每年的雨季,如果通风除湿措施不力或设置不当,地下

环境空气的相对湿度是很难控制在允许范围内的。

④非正常噪音

过强或过弱的噪声都容易使人感到心情烦躁, 精神疲乏,

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 并降低工作效率。

2. 心理因素:

①天然光线不足

日光及其变化所产生的感觉能够使人产生与外界的接触

感,并使人感到温暖。

②向外观景受到限制

窗能使人获得观察天气情况, 使人产生处于周围环境之

中的感受,并且使视觉得以放松。

③空间方向感的削弱

由于体量和形态的不可见, 容易失去方向感, 引起紧张、

焦虑和恐惧。

④处于地下的心理反应

个人体验、宗教传统等文化背景的影响会带给人们负面

的联想,人们在地下空间中常常感到不安全的恐惧感或者幽

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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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公共空间人的行为分析

人的行为是指由于人自身的动机和需要, 以及外部环境

的刺激、影响而产生的反应。

在地下空间中, 人的行为同样受到自身需要和外部环境

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1.人的需要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把人的需求体系分为五个层次: 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

的需要。 (图一 )

图一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这一理论认为: 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需求,

组成一个需求系统, 其中的最低层次是生理需求, 这是一种随

生物进化而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 最高层次的需求则是随

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

人的需求只有当客观环境提供了足够的外来刺激时, 才

会产生动机, 进而导致行为的发生。

2.外部环境

人是地下空间中行为的主体,与环境存在着复杂的双向

互动关系。一方面, 人在空间环境中起主导作用, 人的行为活

动赋予空间环境以意义,并决定了空间环境的创造方式; 另一

方面, 空间环境又作用于人,它可以促发人的行为、活动, 而成

为行为发生的舞台。

三.城市地下公共空间人性化环境设计

所谓人性化设计 ,是指以人为本,从人的具体需要、心理

行为特征出发进行空间设计, 以满足人在空间中的活动为最

终目的的设计思维模式。

1.满足生理需要的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设计

地下公共空间设计首先应关注人的生理需要和生理舒适

度, 通过通风、采光、除湿等技术手段的应用, 保证良好的舒适

度, 满足人们最根本的需要,提高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质量。

①天然光线引入

为地下公共空间中引入天然光线对于改善地下公共空间

环境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照度要求和节

约采光能源, 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感受阳光、感知昼夜交

替、阴晴变幻、季节更替等自然信息的心理需求。同时, 在地

下公共空间中, 天然光线的采用可以使空间更加开敞, 并改善

通风效果,而且大大减少了地下空间封闭、压抑、单调、方向不

明、与世隔绝等不良心理感受的负面影响。此外,天然光线对

人体健康也不无裨益。

地下公共空间采光设计中常用的建筑手法有: 侧面高窗、

天窗、天井、中庭等。 (图二 )

图二  地下公共空间采光设计的建筑手法示意图
②安全防灾设计

封闭的地下空间在防灾上具有疏散困难、救援困难、排烟

困难和从外部灭火困难等特点。因此, 在地下空间中必须有

紧急情况探测监控系统和必要的安全措施,一方面防止灾害

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保证在发生灾害时将损失降到最低,并以

此确保人们在地下空间使用中有良好的感觉, 增加人们对地

下建筑整体上的接受程度。

此外,要重视内部空间组织与疏散流线、疏散口的设计、

防火分区的设计。

③健康环境设计

包括空气质量控制、热湿环境控制、听觉环境控制、嗅觉

环境控制等方面。

2. 满足心理需要的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设计

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的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设计,既要符

合人的认识规律,也要符合人的经历体验。

①和谐的比例和尺度

比例表现为整体或局部之间的长短、高低、宽窄等相对关

系,不涉及具体尺寸。比例和尺度有密切的关系,并与建筑中

的其他要素,如材料、结构、文化传统等也互有影响。和谐的

比例可以给人带来美感。

尺度和比例有关,它涉及具体的尺寸,而又不是尺寸, 它

是建筑对尺寸内在要求的外在表现。在实践中应考虑如何使

地下空间的建筑形象正确地反映其真实大小, 避免失去应有

的尺度感。对建筑真实大小的判断的唯一标准是人体, 所谓

尺度即建筑的大小与人体的大小的相对关系, 建筑师运用尺

度的原理, 可以创造出高大雄伟的、精巧亲切的、粗壮或细弱

等不同尺度感的空间。

②空间的易识别性;

地下空间的易识别性, 可以通过地下空间内、外部环境的

设计实现。通过入口与外观设计以及内部空间的布局创造出

一个空间布局清晰、组织良好的可读的地下建筑。

此外,还需要室内空间清晰的标识体系来帮助人们在地

下空间辨别方向和保持方向感。

以位于上海人民广场地下的香港名店街为例, 香港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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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是一条平行于人民大道的条型长街, 从东面西藏中路入口

到西面迪美购物中心全长 360m。 (图三 )

图三  香港名店街平面图
为减少长条型空间的单调感, 地下街中 6m 宽的通道局

部被加宽至 18m,形成了 5个中庭, 各个中庭内配合吊顶灯箱

的不同造型设计了不同的地面图案,并布置各种观赏植物, 成

为地下街的重要节点空间。

通道的地面的花色图案也成为设计的重点,矩形内嵌入

三角形的具有导向性的花色,配合通道上部各种变化的圆形、

方形、伞形和扇形大型彩色发光天棚, 不仅丰富了地下空间,

更形成了良好的导向性和识别性。 (图四 )

图四  香港名店街内景

为吸引人流进入地下, 名店街的中间部位辟出一个

18mX48m的下沉式广场,在下沉式广场内设置两部自动扶梯

和两个 4m宽的台阶式楼梯,为地下建筑提供一个完全敞开、

面向城市的入口。事实证明, 这个下沉式广场成为了整个地

下街的 /心脏0, 它是地下空间的入口标志、交通枢纽、集散场

所和活跃元素。 (图五 )

3.满足精神需要的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设计

在人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还有对空间

的艺术气息、人文气息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 表现在

对公共空间色彩与光影、动态与活力、标志与细部等的追求和

塑造, 以及对城市文脉和地域特征的传承和体现。

此外, 生态、自然空间的营造也是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突

出表现, 人类与自然共生,热爱自然、依附于自然乃人类的本

性。在地下公共空间中塑造自然空间的手法主要有:

图五  香港名店街入口下沉式广场

①引入绿色植物:运用绿色手法使地下建筑内外空间环

境自然过渡;运用绿化进行空间限定与分隔;运用绿化暗示或

指引空间;运用植物配置巧妙点缀和丰富室内剩余空间;集中

式园林造景。

②引入水体;

将无形的水赋予人为的美的形式, 能够唤起人们各种各

样的情感和联想。水体的处理具有独特的环境效应, 可活跃

空间气氛,增加空间的连贯性和趣味性。

香港名店街下沉式广场入口附近做了一个迭落式持续流

水的垂直瀑布, 结合 /香港名店街 0的几个醒目的立体招牌

字,成为一个标志性小品。广场中央种植了高 6. 5m的香椿

树,树叶四季常绿且树冠饱满,给地下商业街注入了生机与活

力。

四.结论

在地下公共空间设计中, 应始终以改善地下微环境,创造

人性化的使用空间为目标, 通过对生理环境因素、心理环境因

素的控制和各种建筑创作手法的综合运用,创造出具有自然

亲和力的环境,提升地下空间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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