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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D TOPIC ] 主题／市场转向下的商业综合体设计 COMMERCIAL COMPLEX DESIGN IN MARKET DIRECTION CHANGE 

从技术角度来说，有多少种组合建筑和空间功能的方式

就有多少种综合体，从市场角度来说，强调一种与众不

同的开发方式是流行做法。

综合体项目必须进行功能定位，这样，室内建筑空间和

建筑中间空间都可以服务于功能要求。从这一点来说，

功能规划往往源于市场及用户使用这些空间的意愿。

SOM:

商业综合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由于翻译的问题而混淆的，英文里面的 Retail 是指零售业，而 Commercial 则是个更大的概念，还包括酒店

和办公。关于我们现在说的商业综合体，我认为较贴切的翻译是“Retail-based Mixed-use Complex”（以零售业为主要业态的具有多重混合

使用功能的综合体），关键强调的还是混合使用，有可能是在郊外，也有可能是在市中心。有人又把它叫做城市综合体，但我认为其本质没有

什么区别，在所有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中，总会有一些项目是为整个城市的发展而考虑的，所以把这些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商业综合体项目

称之为城市综合体倒也切题。但是到底如何界定其城市性的比例，应该依每个城市的不同情况而定，所以我觉得是否冠以城市综合体的名称

都无所谓，倒是综合体本身的概念更为重要。

CALLISON:

AAI:
从广义来看，“城市”含义的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所以没有必要去精确定义综合体。如果一定要设法定义的话，那么我推测，

最近大家津津乐道的城市综合体大概指的是：采用建筑综合体形式的大体量房地产项目，在它的业态组合里面，至少集成了商业、办公、

酒店（服务式公寓）三项功能中的两项，其中商业占据了相当的权重，并且商业本身的业态又包括了超市、百货、购物廊、饮食、娱乐

等多种业态；整个项目最好处在交通枢纽的位置，或者建立和轨道交通的直接联系；项目应该处在都会型城市的重要地段，或者可以起

到影响区域定位的作用；庞大的裙房和瞩目的超高层起到明星效应；项目的建筑成本应该是在万元 / 平米的数量级……这样的题材，当

然会让太多人兴致勃勃。可以证明上面描述的 , 是过去几年被频繁引用的几个例子——柏林的索尼中心、香港的 IFC、大阪的难波公园和

东京的六本木。似乎一座城市缺少了这样的案例，就称不上是国际化 ；开发商和设计者没有从事过这样的案例，就谈不上与时俱进。

这种大型的综合体项目虽然在密度上很高，但通常体块与体块之间

的联系不紧密，大多都是靠车行系统和轨道系统相连的。在中国的

城市中，很多都缺少步行系统的体现。所以像上海新天地这样的项

目经常被用来当作好的案例来阐释步行体验的重要性，然而要在城

市中规划出一个具有整体步行体系的项目还是缺乏鼓励政策。所以

就中国来说，我们现在需要创造出一个新词来同时涵盖城市中心

（Urban）和郊区（Suburban）的内容。

NBBJ:

在中国，许多城市综合体发展太过迅速，如果要说综合体设计是种潮流的话，那这种表象背后的本质还是由于人们生活方

式的改变而造成了这些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制造出适合这种变化的场所，而不是盲目地

去跟随潮流。

JERDE:

在国内商业综合体的设计模式还没有非常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建

筑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除了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提供以及空间形

态的塑造，这些基本问题对任何一种建筑类型都是适用的。之外，

还要关注商业设计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要有体验特色，也就是说每

个商业空间应该有它的主题和能给大家讲的故事 , 以此来吸引人。

而这些，正是建筑师所应努力的方向。

BENOY:

我对商业行为是持积极态度的，因为这与社会凝聚力和社会交流是有

联系的，我想商业综合体项目的成功与否也与这些有关，如果一个项

目不能成功地与公众和社会产生良好的互动，那它也不会成功。

对于一个商业综合体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就是看人们是不是会回来，

是不是喜欢一直到这里来。如果不能吸引人们再次光顾，那这个项目

就是失败的。

UN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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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的灵魂——多元都会生活
文／蔡楚曦（AAI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副总裁）

the essenCe of CitY 
Complex - DiversitY 
of urban life

由勒 ·柯布西耶的巴黎意象看起，这位 20 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身处

1925 年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向未来的人们描绘了对于未来世界性大都市

的城市意象愿景。随着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发展，至 20 世纪末，在中国大地上，

从上海的陆家嘴到北京的国贸商圈，也出现了如我们前辈所描绘的，宽敞的城

市大道、高耸的摩天大楼，人们看到了日益升级的城市综合建筑群体的视觉映像。

但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的死结，城市功能的单一，人流的潮汐现象，超乎人体

尺度的空间，缺少自然生态的环境，使人们更多地将其视作一个“工厂”而非

清明上河图里比肩接踵、其乐融融的城市景象。

21世纪的城市映像中，我们还缺少什么？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愈来愈多的都市已经或

正向以城市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受这一转型以及转型带来的经济效

益驱使，越来越多的都市人，由于工作内容和节奏的原因，比以往任何历史时

期，都更向往城市所赋予的丰富多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一些始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高速发展的国家，因诟病于汽车、高速公路、郊外社区、

城市空心，而提出新城市主义学说；由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诉求，带来绿色

环保、低碳学说；以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城市化进程，促发对

土地集约使用论的思考，这些都推进城市更多地提供功能混合、步行友善、多

样消费的城市空间。城市综合体成为过去 15 年以至未来相当时间段里，都市

热衷并倡导的城市建设模型。

在中国，始于意识形态讨论并不断取得进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明确了将城市

化进程作为一项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摆脱土地

束缚的人群进入城市，在其满足基本生存之后，进一步提高对城市生活的需求；

在同一背景下，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城市居民在居住条件改善以及

城市中产阶级逐渐壮大、恩格尔系数逐步优化之后，进一步提出城市生活多样

性和消费内容个性化的要求，城市综合体成为承载这一需求的最合理的物业类

型。而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的开发行为，已很好地诠释了上述需求。在完成初

始积累、粗犷的住宅开发模式后，一部分发展商敏锐地向多样性物业开发试水

或转型，城市综合商业体成为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的物业类型，在打通融资渠

道与掌握商家资源之后，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植根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公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持续增长，城市综合体作为

城市映像的魅力焦点，其核心在于创造综合的城市生活内容，而绝非“体”所

带来的视觉感官，这也诠释了巴黎映像在成为陆家嘴实景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

里，依然存在的冷漠和隔离，其功能的单一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前五年时

间里达到顶点。曾几何时，所谓“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民间传言，

非常质朴地反映了公众对于城市生活环境的意愿。

创造多元都会生活，提升城市魅力

身处于多样化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环境之中，接受着全球化的资讯，得益于经济

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公众的生活内容空前丰富，从之前相对固定单一的工作、

居住两点一线的基本生活需求，转变为今天对于工作、消费、社交、文化、居住、

旅游及至历史文脉和自然生态多元交互的都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只有融合上述

多样功能的城市综合体节点，使各功能之间交互实现“化学”促进作用，才能

成为多样人群更多频率参与的城市到访点或目的地。而到访点或目的地的确立，

能够带来持续并且增长的人流，促进消费，对项目发展者来说，既实现良好的

现金流通，又达到提升土地和物业价值的商业目的；而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

在得到持续的财政税收、提供市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城市到访地的同时，更进一

步的深层意义上，还提升了城市价值和城市魅力，吸引更多资金和人力资源，

保持城市竞争力的持续领先。当然，有一个前提不能忽略，这个综合体的规划

需要有足够的城市消费能力来消化，以避免巨大的浪费。

在项目的综合功能策略建立之后，城市综合体的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需

要创造城市开放空间，它可以是公园、广场、步行街区，甚至仅仅是一个庭园。

公众可以由线（传统道路）上的移动而转往面（空间）上的驻留，实现由线到

面的变化，若再将这一空间与人文历史或自然生态结合，将大大增加城市综合

体尤其是商业对于到访人群的黏性，成为各种城市人群到访的理由。在空间的

物理条件之上，规划师和建筑师同样需要在规划和建筑设计层面去主动地创造

公众活动。一个扇形的台阶广场，可以举行商业促销、文化娱乐、公益行善、

纪念庆典等诸多城市活动；一段弧形的建筑墙面，在结合高科技的 LCD 屏幕之

后可以成为媒体发布活动的平台……林林总总的富有创意的公众活动，恰恰是

城市魅力的所在。

商业零售和商务办公则是城市综合体项目最重要的功能要素。商业零售作为货

币物品交换社会最主要的终端，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仍具有独特魅力。同时，

生活方式的创新为零售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已经成为都市人群生活内容必不可

缺的部分。商务办公则依托于全球化的城市由传统工业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背景，

不管是金融、商品交易，还是物流交通、设计创意，都是各大都市经济发展的

支柱，以第三产业 GDP 占比超过 50% 计算，城市一半以上的就业人群，需要

不同的商务空间去创造社会价值。居住生活和旅游休憩也日益成为城市综合体

的组成要素。这顺应了人们享受多元生活方式的回归城市要求，以及生产力提

高、公众不断拓展自身活动范围，探寻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需求，同时，这

些要素的引入和复合，能够回避传统 CBD 区域工作时间以外空心化的现象，形

成 7×24 的城市活力。

商业布局在城市综合体规划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消费多样化的时代，商业

零售业早已细化成诸多分类，传统的售卖形式也已演变成体验加购物的多样模

式，个性化和参与性是商业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在进行商业规划时，要力求

业态多样混合，包括主力旗舰店和单一精品店、购物消费和体验消费的组合，

包括零售业和餐饮、娱乐、健身、教育等功能的合理布局、偶发性消费和目的

性消费的合理布局，还有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型，如教育机构、网商实体店，都

是关注城市发展的新兴趋势。除此以外，城市综合体的规划、开发要素，还需

紧密结合项目所具备的一些资源，包括交通枢纽、历史文脉、自然生态。城市

综合体结合交通枢纽的特性，在引导多样交通方式到达（包括步行、私人交通、

巴士、地铁、轮渡等）、创造汇聚点的同时，能够确保高度的人流到访率，而这

往往是商业项目成功的前提。近年来，一些空港综合体、高铁综合体项目的开发，

更鲜明地体现了交通要素带给项目的资源优势，并反映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历史文脉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城市综合体项目。在高速发展中保留城市过往片

段、保留文化传承是文明社会体系对过往历史的尊重和回味，也是公众生活方

式的体验性回归。不管是上海新天地的石库门招牌反映上海城市发展的特定历

史，还是伦敦最新的 MORE LONDON 项目中退役的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的展示

和伦敦塔桥升降仪式的保留，都是对历史文脉的诠释，同时也满足了到访公众

的体验目的。自然生态对日益高密度发展的都市来说，由于其稀缺而成为公众

的愿景目标。在钢筋森林、缺少山水秀色的高密度都市，湿地、湖泊，甚至一

些人工资源景观，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满足城市人群接触自然、愉悦身

心的要求。

AAI 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在苏州狮山广场中心核片区的城市综合体国际竞赛中，

全面展现了城市综合体的设计要素，并赢得评委以及城市管理者的一致认可，

获选为中标方案，现项目在方案优化后，得以全面有序的实施。

本着尊重城市轴线、开放城市空间、复合城市功能、综合城市形态、整合城市

交通、创建都市综合体的规划导则下，设计团队逐项展开各导则所引领的设计

工作。首先，为弥补狮山路线性城市空间的单一现状，方案创意性地提出了城

市核心公园带理念，力求使该开放空间成为人流停驻和活动的“城市客厅”；功

能上由单一的城市沿街商业和传统制造业，逐步演变成商业金融区、商办混合

区、文化娱乐区、旅游休憩区、绿地及水域的混合城市功能，并且依据不同的

用地性质及土地价值，设定了不同的土地开发强度，以达到用地的最优化。在

综合的功能和开放空间下，各项城市活动依序展开。商业金融区提供城市活跃

的经济活动基础和平台，零售商业区提供不同定位、不同特质的多层次购物活动，

开放广场提供商业促销和公益庆典，演艺中心为城市的文化生活提供绚烂的舞

台。凡此种种，共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城市目的地。交通要素的结合也是本

项目成功的关键，得益于城市地铁在本项目地块的穿行以及站点的布置，设计

方案可以将核心城市公园的两端刚好置于规划站点，并结合站点上的高强度综

合体开发，提供城市最便捷的到访体验。

尊崇于清晰的规划导则，设计团队对各功能板块作出更细致的刻画。西侧的“都

市汇”是设计要着力打造的升华核心区的激发点，在形态上强调城市开放空间

的连续性与文化休憩公园的渗透性。它包含五星级酒店、公寓式酒店、甲级写

字楼和精品购物廊，双塔、弧形板楼以简约、典雅的姿态彰显地标风范。北侧

的“智谷街区”的六幢塔楼沿文化休憩公园形成连续起伏的高层界面，以自身

的轻盈通透提供整个城市开放的空间背景。中部的“文化休憩公园”位于整个

核心区的腹心，为给市民充分地释放空间，设计师自西向东设置了展示中心、

人行桥与水中舞台、演艺中心三个节点，并贯穿两条文化商业主线。不仅形成

了丰富的交往场所，且可便利地到达两个地铁站点。南侧的“主题购物中心”

通过屋顶花园与近人尺度的商业界面与文化休憩公园相呼应，同时提供沿狮山

路的城市开放空间。东部是相对独立的“金融传媒广场”，三栋超高层和二栋板

式建筑呈鼎足之势，与狮山路南侧现有两栋超高层酒店相映成趣，共同构成城

市节点，形成天际线上的小高潮。同时为创造适宜人群聚集与休憩的舞台，设

计师在南侧设置开放式金融广场，在西侧通过下沉广场与演艺中心相连，从多

维度丰富市民的休闲选择。

城市综合体的核心是营造都市中多样人群的多元城市生活需求空间，以及更为

活跃的城市活动，建筑师和规划师需与社会学者、经济学家、城市运营、物业

开发商、商业运营者一同创造并引领具有时代体验的城市生活映像，而这“跨界”

的工作方式，恰好诠释了高度发展的商业都市的“综合”内涵。

图 1 柯布的巴黎意向与今天的对比

图 2 ～ 9 苏州狮山广场中心核片区的城市综合体国际竞赛 AAI 中标方案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7 图 8 图 9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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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D TOPIC ] 主题／市场转向下的商业综合体设计 CommerCial Complex Design in market DireCtion Change 

AAI ：城市有机体与其定义的背后

aai: urban organism 
anD something beYonD 
its Definition
采访／袁佳麟

谢岗（AAI国际建筑师事务所执行副总裁）

成了商业、办公、酒店（服务式公寓）三项功能中的两项，其中商业占据了相

当的权重，并且商业本身的业态又包括了超市、百货、购物廊、饮食、娱乐等

多种业态；整个项目最好处在交通枢纽位置，或者建立和轨道交通的直接联系；

项目应该位于都会型城市的重要地段，或者可以起到影响区域定位的作用；庞

大的裙房和瞩目的超高层具备明星效应；项目的建筑成本应该是在每平方米万

元的数量级……这样的题材，当然会让太多人兴致勃勃。可以证明上面描述的 ,

是过去几年被频繁引用的几个例子——柏林的索尼中心、香港的 IFC、大阪的

难波公园和东京的六本木。似乎一座城市缺少了这样的案例，就称不上是国际化；

开发商和设计者如果没有从事过这样的案例，就谈不上与时俱进。

我曾经尝试用几组案例，来打破这种定义的精确性或者时效性。第一组例子是

香港的大澳，就是港片里官兵强盗追来杀去的那片岌岌可危的白铁皮屋，一座

原始贫瘠状态的渔村。从抵达的第一点，沿着主路走到村子的深处大约十分钟，

密集的画面片段包括了渡口码头、巴士站、机动车停车场和电单车泊车位（交

通设施），村委会、警局（行政设施），消防局、电力所、供水局、税务局、邮

箱、公用电话亭（市政公用设施），幼儿园和小学（教育设施），交谊舞协会、

书画协会（文化设施），菜市场、超市、烟杂铺（商业购物），旅馆、茶楼、酒

楼、卡拉 OK（旅游休闲餐饮娱乐），甚至还有高低不平、谈不上空间限定和形

式秩序的广场、关帝庙和天主教堂（政治和宗教）……超高密度布局下的危棚

简屋，几乎应有尽有地包含了一座城市里所有的基本元素，却找不到规划设计

的笔墨，也毫无城市化的迹象，平淡得嗅不到丝毫发展的欲望。身处于这样的

布景中，闪过了矶崎新的立体城市和马岩松的大蜘蛛，颇有神智恍惚的感觉。

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甚至引经据典的城市发展理论似乎得到了一一验证却又格格

不入。第二组例子是上海的港汇广场、恒隆广场、正大广场和久光广场。直觉

上我们都会把它们称作综合体，但要是仔细斟酌，港汇包含了我上面说到的所

有元素，恒隆的主要业态是购物廊和写字楼，正大和久光却几乎仅仅是商业。

它们都被习惯地统称为综合体，是因为个个都冠以“广场”之名呢，还是因为

突出的地段、体量和定位？第三组例子是上海的新天地和大宁中心、打浦桥的

日月光、中山公园的龙之梦。新天地南里和北里的总建筑面积仅是 6 万平方米，

大宁、日月光和龙之梦则包含了我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元素。就我个人观察，很

少有人把它们称作综合体，但是从其都市会所地位看，不能否认它们也起到了

与其他主流综合体同等的作用。再特别一点的包括成都的会展中心和上海世博

文化中心，都是非常成功的综合体案例，却并没有被归纳到我前面说到的“定

义”里。大家不妨可以推敲一下其中的缘故，可能触及的关联话题包括：项目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投资、开发、招商、管理的链条等。第四组例子是上海淮

海中路自马当路至嵩山路区段，除了尚贤坊街区，新世界广场、中环广场、瑞

安广场、香港广场五个地块，分别通过天桥和地下通道联系，并且和地铁互通，

四个各自为政的项目在过去十年中，都被各自的业主你追我赶地陆续升级，取

得了综合的都会效应。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上海的徐家汇商圈，以及香港从金钟

到中环直到天星码头和 IFC 的延伸组合，连续的步行通道将数十栋大楼的商业

串联。在这组例子中，人流的组织成了关键的要素，综合体的效应不限于某一

次的规划或某一个建筑体的设计，通过城市的自然发展，不同年代、弱小或庞

大的建筑都被吸纳为城市综合体系的一部分。

综合体是热点，但不是新鲜事物

我认可综合体是热点名词的说法，但我觉得它并不是个新鲜词。先来说两个

颇受冷遇的名词，一是混合用地，二是商业配套。把 C1、C2、C3、R 互相

搭配的混合用地指标向来都有 ；从 1990 ～ 2010 年，这 20 年间建成的大部

分高层公建，也都有配套商业裙房的做法。这说明综合体本身并不是凌空出

世的全新事物。今天综合体的名词被喜闻乐道，应该说有很多积极的缘故，

总体而言是反映了我们国民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的成长。首先是国家的经济

活动里，民间的消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必需品消费，所以“配套”这样的计

划性名词，随着多样化生活消费的权重提高而逐步变得更为宏观和隐性。建

设中的计划性，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允许由市场自行主导。比如在计划经

济时代，每多少人口多少直径，需要政府规划并且建设几个菜场几个食品商

店几个百货公司几座影剧院，都有表格公式。现在不同了，10 万甚至 50 万

平方米的商业项目，业态和定位都相对自由，是由投资人通过市场化的需求

分析和运营策略，更及时充分地满足和引领民众的消费需求。其次是城市的

综合管理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政府有能力关注、提供、协调和管理更复杂的

城市系统。而投资人则开始具备了综合掌控资金、建设、营运等庞大资源的

能力。拗口一点可以说，综合体项目是易于实现计划经济总量化和市场经济

自由化之间，互相分工的结合平台。矫情一点也可以说，适宜的综合体项目，

并不仅仅代表了城市的现代化，也反映出国家、企业和公民的经济活动，从

全体服从家长管理的行政模式，逐步向着更利于平衡居民自由消费意志和开

发商投资诉求的市场模式过渡。这样的说法或许牵强跑题，可是我相信自由

比生命和爱情重要。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民主就是你情我愿，于是皆大欢喜。

自由是具体的，经济活动里也存在自由，有选择投资的自由，有选择经营的

自由，也有选择消费的自由。综合体项目占用庞大的土地、投资和经营机会

等资源，需要投资、经营、消费这三类公民主体，都更加平等地重视彼此的

自由经济权利，这不就是自由民主的市场生态体系 ?

综合体不应被约定俗成为一种思维定势

至于综合体的前景，我认为科学或许可以改变能源危机和生态恶化，但是地球

上的土地面积是不能也不容改变的。在我们注册火星月球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前，

人口的繁衍会迫使我们不断地提高城市的密度，同时又不断地改善城市环境对

居民生活和心理的负面作用，而亚洲正是这对矛盾最为突出的区域。从提高城

市资源效率这个意义上，非但建筑综合体的数量会增加，并且我们会越来越有

必要超越单一的建筑综合体范畴，更多地把一个区域，乃至整座城市作为一个

庞大复杂的综合体系来统一运筹。通俗意义的城市综合体会成为一段时间的关

注焦点，更狭义的高层配裙房、商业、办公配酒店这样的建筑综合体并不能代

表城市综合体的全部，也不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重要的是广义而言，

综合体不应被约定俗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而更应该从运用规划和建筑技术手段

的角度，面对城市内在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发展性，研究帮助城市进化的思想

和方法。

AAI 目前从事着多项数十万平米、包含了大部分主流综合体元素的项目；而我

们从事的上海和平饭店项目，虽然在 1920 年代是当时的高端综合体，目前却

已经演变成功能相对单一的奢华酒店；我们在中国的很多大型综合项目，在城

市重要地段都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综合效应，但在设计上并不墨守成规，而是采

用相当差异性的设计策略；今天在 AAI，无论是设计一个功能单一的小型建筑，

或者是规划几平方公里的新区，都要求设计者站在放眼城市设计的立场、以城

市的视角，去研究更利于推动城市有机综合体系的方案。

按这样的城市有机理论，我的理解是有机体的要素包括平衡和进化，是在历史

的自然规律中动态发展而变化无穷的。既然综合体所寄生的城市本身在不断进

化，任何一座建筑综合体，都应该尽量适应和促进城市综合体系今天、明天和

未来的新陈代谢。不如做个假想，假设我们喜庆地宣布大蜘蛛 MAD 项目决定

在 2011 年的 10 月 1 日破土实施，这个决策里行政首长、投资人、设计人和土

地上的原始居民、项目周边的原始经营者、终极的买单者——市民，各自意见

的权重分别应该占多少，事实上占了多少？当我们今天在城市化国际化的旋律

中，潇洒地吹奏综合体的时候，上述决策群体分别出于哪些源动力、拥有多少

决策权力、各自的收获和承担分别是什么？会不会存在一些荣耀的综合体，或

者其实也是蜘蛛呢？有没有一种逐渐冷静的需要，为决策群里的弱势击出中立

的鼓点呢？裁判着建筑综合体的主人、城市综合体的主人之间的天平，是不是

需要更为先进全面的衡量制度？大澳这样极端另类的“综合体”，或许并不符合

今天大部分群体的兴趣，它的存在是否还具有思考的价值呢？

图 1 苏州金鸡湖水巷邻里

图 2 苏州新景天国际商务广场

图 3 苏州天都大厦

图 1 图 2 图 3

城市本身就是综合体，建筑综合体是传统城市的一个子集

现在有很多和综合体有关的名词，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必要精确定义它们。

就广义来看，“城市”含义的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即便是在

有些建筑概念的研究中，探讨未来把一座城市的所有元素都包含在一座超级

复杂的巨构建筑里面（就像是星球大战、骇客帝国之类的科幻画面），这样的

Complex 只要没有悬浮在真空中，地球的表面积和转动周期没有改变，那么它

仍然是某座传统城市中的一个子集，城市本身依旧是更复杂的综合体系。只不

过科幻片中的城市被一个舰队概括了，而行政中心则被黑武士的旗舰取而代之。

如果一定要设法定义的话，我推测最近大家津津乐道的城市综合体大概指的是 : 

一座采用建筑综合体形式的大体量房地产项目，在它的业态组合里面，至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