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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综合体具有在高密度条件下对土地进行混合开发的先天优势，其内向吸引和外向辐射的空间特

点决定了驳接空间成为交通联系和空间起承的关键节点。综合体建筑的功能复合化程度越高，对驳

接空间与城市空间效率的要求就越高，并对两者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师处理

都市综合体和城市关系的过程就是在寻找建筑与交通的最佳驳接方式。作为高密度城市的典型代

表，香港的都市综合体借助驳接空间与城市交通紧密发展的模式为研究大型综合建筑与城市空间一

体化设计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都市综合体  驳接空间  城市交通  公共空间  高密度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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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高密度的挑战和机遇

香港，这座以效率著称的城市，不仅赢得了经济发展的高效，同时也获得了城市空间的高效利

用，成为“超高密度城市的终极形式”。[1]尽管业界对香港建筑的商业味道太浓以及缺乏本土特色诟

病已久，但从城市角度来看，香港在应对“高密度”挑战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在

2000年将这座城市评为世界上利用垂直空间复合开发最高效的城市。1

香港空间的高效利用得益于对建筑交通一体化的前瞻考虑。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就已

经开始在高密度的商务区建立连接建筑的空中走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环建筑群的人行天桥系统

（图1）。作为驳接空间最常见的形式，人行天桥系统的建立实现了人车分流，同时也促成了不同功

能建筑之间的联通，使建筑也成为步行网络中的一部分（图2）。这种成功的经验被大量借鉴到八十

年代起港铁公司（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开发的一系列地铁上盖综合体项目中，形成

地下、地面和空中与城市空间立体衔接的建筑群组。这种借助驳接空间提高建筑空间效率的发展模

式为研究城市空间一体化设计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1 建筑与城市的驳接

单从字面含义解释，“驳接空间”是指多种方式的交汇承接空间，其实现手段称为“空间驳接”，

它是空间的组织方式，作为城市空间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塑造城市空间连续性具有积极作用。在阿

尔多·凡·艾克的中介空间（in-between space）、黑川纪章的“媒介空间” （intermediary space）

与波特曼的“协调单元”等城市理论中，都提到了这种起过渡和连接作用的辅助空间对城市空间效率优

化的贡献，为城市高密度状况的“空间驳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香港建筑师严迅奇对香港的“驳

  城市综合体的未来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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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空间”有过一段贴切的评述，他认为：“从传统的眼光审视，香港

总处于混乱的边缘，但如果从复杂性理论来看，正是这种不稳定的状

态为这座城市带来能量并促使其兴旺……这座城市因为高度集中和高

密的状态而处在备受争议的边缘。这种不协调和高密度反而比方格网

带来更多活力，这种活力并不是通过混杂的建筑形式实现的，而是通

过建筑之间存在或不存在的间隙将建筑连接起来实现的。介于其间的

公共空间在功能上表现出很高的流动性和弹性，不论是传统形式的街

道、门廊、巷道，还是现代形式的人行天桥、空中平台、商业街和地

铁，我都称之为“城市纽带”（urban connector），它们是使这样一

个高密度和杂乱无章状态下城市功能实现的手段。”香港都市综合体

在垂直向的高度复合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它更像是一座城市中的

城市，通过将地下层（underground floor）的快速交通——地铁与地面

层（ground floor）的常规交通——巴士和空中（skyway）步道驳接在

一起，形成一个错综复杂却能高效运作的整体（图3）。

2 公共空间的“复活”

土地的匮乏使香港公共空间面临不断被压缩甚至消失的危险，林

立的高楼和繁忙的交通也使仅存的广场失去活力。公共空间的室内化

成为必然的选择，综合体内部的中庭或屋顶平台担负起城市广场、街

道等公共空间职能。在香港公共空间室内化进程中驳接空间起到了关

键的链接作用，它优化了城市路径，缝合了区域空间，提供了空间缓

冲。这种看似简单的通路，当被与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时，孤立的建

筑内部空间被激活了——室内空间公共属性从独立的建筑中被解放出

来，成为地面之上穿越建筑的、新的开放性空间系统。行人在二层就

能够连续穿越建筑到达目的地，比地面的街道更快捷也更安全。同时

地面层的机动车需要等候红灯的次数减少了，效率也大为提高。以都

市综合体为核心的一系列建筑群组被驳接空间紧密地链接为一体，其

辐射范围内的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都与之紧密相连，业态互为补充，室

内“城市广场”的功能得到了最有效的发挥（图4）。从某种意义上

说，建筑师处理都市综合体和城市关系的过程就是在寻找建筑与交通

流线的最佳组织模式。

3 空间驳接的策略

香港大量的都市综合体建设为空间驳接的策略研究提供了丰富而

庞杂的样本。抽象出来主要有点的嵌入、线的链接和面的聚合三种方

式以及这三种方式混合的衍生。

图1 香港万国宝通广场（Citibank Plaza）底层驳接空间 图2 香港力波中心（Lippo Centre）底层驳接空间

图3 驳接空间存在形式图示 图4 香港坑口地铁站400m范围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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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点的“嵌入”

在都市综合体中，“点”状空间往往作为交通路径上的一个“节

点”而存在，它常常被用作空间介入的手段，即“嵌入”，在都市综

合体中具体表现为车行、人行的入口空间。根据“嵌入”的方向，它

包含水平向嵌入和垂直向嵌入（图5）。

3.1.1 水平向嵌入

门厅是水平向嵌入空间的最常见形式。在都市综合体中，门厅成

为步行交通与都市综合体室内空间驳接的空间节点。一方面门厅作为

水平交通的分段标志，起着人流分散的作用，另外作为室内外空间交

界处，门厅还起着空间过渡和缓冲的作用（图6）。底层架空是水平

嵌入的另一种形式，其在拥挤的城市中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地面交通

空间。

在香港，都市综合体底层架空相当普遍，这部分嵌入空间被用于

与城市公交巴士和出租车停靠站驳接（图7）。城市的公交系统直接

嵌入综合体底层，极大缩短了行人步行距离，实现了建筑与城市的无

缝对接。

3.1.2 垂直向嵌入

点的垂直嵌入表现为地下空间向地上空间的渗透和连接。由于

点状空间具有灵活、占用空间少的特点，因此成为地铁站、地下车辆

出入口最常用的形式。大量自动扶梯和电梯的使用保证了空间的连续

性，实现了不同层面的空间转换。在人流量大、空间节点交汇的地

方，电梯和自动扶梯的使用可以极大提高空间驳接的效率。根据点状

空间嵌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垂直单向嵌入和垂直错位嵌入。其中

垂直单向嵌入空间多用于地铁出入口，而垂直错位嵌入多用于都市综

合体中庭空间的组织（图8）。

3.2 线的“链接”

线的“链接”最重要的应用就是步行系统的建立。空间驳接的

本质就是完成从城市尺度到近人尺度的转换。普遍以“线”的方式建

立的步行系统构成了香港综合体建筑与城市交通空间驳接的主体。地

下、地面和空中三个层面的立体驳接使步行系统完全渗透至香港城市

空间的每个角落（图9），建筑与城市边界的模糊缓解了高密度下空

间的压迫和局促。

图5 水平向嵌入和垂直向嵌入图示 图6 香港又一城入口门厅空间 图7 香港IFC地下架空层巴士停靠站

图8 香港德福广场和朗豪坊垂直嵌入空间示意图 图9 步行系统与都市综合体驳接方式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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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空中驳接

空中步行系统的驳接是通过高于地面的连廊或步行天桥等形式

将都市综合体与邻近建筑、地面以及地面轨道交通串联起来，形成

的与地面层街道并行的步行系统。在香港可以发现大量的人行天桥

跨越两条城市街道，它穿插于城市干道和高架道路上下部之间的空

隙并与景观要素结合为一体。这种穿插组织的结果是在驳接对象间

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充分利用了城市空间间隙，丰富了城市层次

（图10）。空中步行系统的半围合结构和丰富的色彩，为行人提供遮

阳避雨的细致关怀，同时也减少了空中步道对城市的视觉影响。

3.2.2 地下驳接

地下步行系统是以地下通道的方式实现地面之间、地面与建筑之

间以及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驳接方式。香港地下步行系统的功能

不仅局限于通行的单一功能，还与商业活动结合起来，尤其是都市综

合体地下空间往往成为空间热点，加之地铁站点也嵌入其中，大量的

人流汇集，使原本单一的地下通道演变为四通八达、充满活力的地下

“城”。香港又一城是地下驳接空间处理的典范（图11）。

3.2.3 地面驳接

地面步行系统是城市步行系统中的基本形式，香港在发展空

中步行系统的同时也不断完善地面系统建设，增加遮阳避雨的雨

篷（图12），尽量采用坡道的形式处理高差转换，这些细致的做法

实现了城市物理层面的连续和行人心理层面的连续。

地面步行系统是空中和地下步行系统的基础，三者往往并行互为

图10 香港步行系统在高架与道路之间的穿插

图11 香港又一城地下步行系统 图12 香港湾仔和港岛码头的地面步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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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图13），共同构成了城市的空间驳接系统。

3.3 面的“聚合”

在驳接空间中，面的聚合是需要以点的嵌入和线的连接共同作

用才能发挥内外沟通的聚合作用。香港综合体中大量的室内中庭以

及屋顶开放平台就是“面”的具体形式，包括围合、半围合和混合

三种形态（图14）。中庭空间在都市综合体中往往被用于地下轨道

交通出入口和组织地下商业街，成为步行流线中放大和聚散的空间

节点。中庭空间的形态受边界状态的影响，需要借助边界的界定和

围合才能形成空间形态，这也说明它有比较大的空间弹性。这种空

间弹性使其容易将性质差异较大的空间聚合在一起而不至于产生矛

盾或不适宜。

美国捷得建筑师事务所（The Jerde Partnership）在朗豪坊的设

计上突破了传统的购物中心“中庭-走道-零售店面”的空间模式，

以中庭空间为主导，结合商业空间竖向分布，形成非线性的空间布

局。核心空间是在写字楼和购物中心之间形成的高达60m的“通天广

场”（图15），从空间的公共性来看可以将它理解为广场，是完全室

内化的广场，作为建筑的功能空间，它又承担着中庭的作用，成为各

楼层间组织交通、分散人流、供到访者休憩的共享空间。同时它与边

庭的结合有效解决了采光问题，最大限度地将旺角独特的城市景观引

入室内。虽然通天中庭位于四层，但其聚集人气的作用并没有因为高

度而有丝毫减弱，这得益于它的开放性，购物者、游客、上班族在此

汇聚（图16），可以方便地选择停留或者通过。多样选择性是开放空

间的魅力所在，人的活动在此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空间效率也得到

最大发挥。

图13 香港不同层面步行与步行或车行并联

图14 中庭三种形态 图15 朗豪坊通天中庭和顶部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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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都市综合体与城市交通空间驳接发展的启示

在理想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中，为实现集中便利与高效、建筑与城

市的协调发展，城市不应是单个建筑的拼凑，而要成为容纳城市生活

的巨大、多层、互相关联的整体组合体系。综合体建筑的驳接空间方

法正是迎合了这种高密度的建筑观念。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促使了都

市综合体在开发之初就充分考虑与城市交通空间的驳接。这些看似简

单甚至有些不合逻辑和影响视觉观瞻的连廊、地下通道和空中平台不

经意地被安置在综合体周边，却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将其与城市交

通粘合到一起，为香港城市空间的整体、连续和便捷提供着不可或缺

的支持。就单栋建筑而言，香港或许并没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

作为一座高效率的城市，香港却是一个典范，能够为城市驳接空间的

建设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

香港都市综合体项目建设的前提是香港政府的土地政策。土地

所有权的明确使开发者不仅能够控制都市综合体的建筑主体，也能够

有效控制建筑与城市交通驳接等辅助支撑系统的建设，从而保证城市

空间建设的统一性。香港地铁公司是香港都市综合体最主要的开发建

设者之一，香港政府将地铁上盖物业产权下放给地铁公司作为城市轨

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偿，这种公益和私利博弈的平衡最终达到双

赢，地铁公司也很好地使用了这种项目整体控制的优势，通过高效合

理的城市辅助空间——驳接空间的建设，反过来促进了上盖物业的空

间流动效率，从而提高商业运营的盈利能力。这也是香港综合体开发

的特殊之处。

对公共交通和步行系统建设的优化和投入促成了香港都市综合体

与城市交通空间驳接的实现，形成了良性发展态势。香港在追求城市

发展速度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人”本身的关照，空中步行道设计就

是以人的尺度作为参照，其长度被很好地控制在在2~5km内，这样行

人在走出公共交通系统后基本能在10~20min内到达目标建筑而不至

于消耗较多体力。驳接空间改善了近距离范围内城市空间质量，重新

确立了“人”在城市设计中的核心地位，弥补了香港城市空间不足的

短板，发挥了有限空间的效率和潜力。

在香港，驳接空间作为城市机器运转的润滑剂并没有因为它处

于次要地位而被忽视，从城市发展策略的制定者到土地开发商，到

项目建筑师都能够在立足香港高密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驳接手段来实

现土地的综合开发和项目盈利的双重目的，进而推动城市一体化建

设的发展。

注：文中照片和图片均为作者自摄或自绘。

注释

1 The UN [2000] claims that the vertical urban Planning approach of Hong 

Kong，stacking floors with different usages on top of another，produces one 

of the most energy efficient urban built forms in the world.《Future Forms and 

Design for Sustainabl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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