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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商场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承载着饮食、购物、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去商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商场购物也是许多人接触并且认
知“上海购物”品牌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是，有些商场空间内的不便利却让不少人犯了难。比如，偌大的商场为何像个迷宫，让人找不到方向？形形色色的指路牌、标识牌为何发挥不了作用？驱车前往为何
停车难，找车更难？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动线设计。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商场，探索设计背后的服务理念，聚焦商场空间在城市中的角色与作用。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导视系统不完善，不易辨认

本楼层的公共厕所位置在哪？地铁换乘要
到哪个方向、哪一层？前后左右分别通向哪个
区域？身处大型商场，面前是一条条岔路，人们
很容易感到迷失。询问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是一
个途径，但更多时候，靠的是商场各个区域节
点处的导视牌。 记者在走访了多家商场后，发
现导视系统存在不少问题。

重点区域缺少导视、指引：

浦东正大广场连接滨江大道的入口，进入
之后的区域缺少导视牌和相关业态布局指引。

虹桥天地值机大厅外缺少指引。记者体验
值机后前往机场的路线时发现，人们可以选择
乘坐商场提供的接驳车和自行乘坐轨道交通
两种方式。接驳车的班次信息在值机大厅可以
找到，直接在门口乘坐。半小时一班的接驳车
提前 5分钟便已就位，准点发车，但门口缺少
相应指示牌，不熟悉的人可能需要向工作人员
再次进行确认。 若选择自行乘坐轨道交通，就
需要穿过一个商场区域，再下两层。相关信息
缺少引导，只有在自动扶梯旁边的楼层导视图
中才能看到地铁和飞机的小图标。

导视牌设置过高、颜色不明显：

虹桥天地内的悬挂式导视牌位置过高，直
接“贴”在墙顶，人们在看的时候需要把脖子高
高仰起，很不舒服。与此同时，导视牌颜色与周
围环境过于相近，采用白底白字，字样较小，不
易辨识。相对而言，与之相连的龙湖虹桥天街，

悬挂式导视牌高度适宜，字样较大，人们行走
过程中平视微微抬眼即可看清，美中不足的是
也采用了白底白字，对比不够强。

普陀环球港内的悬挂式导视牌样式、大小
都不统一，同一层中，走道区域的标识采用棕
底白字，易于辨识。一旦走到商场中间圆环区
域，如“画廊东大街”“花园东大道”等位置，导
视牌采用了棕底红字或棕底绿字，远远望去一
片模糊，也未给出任何明确信息。在不同楼层，

还有一些上面标注区域内容、下面标注公共设
施位置的导视牌，其中,标明厕所、电梯、扶梯的
图像远远小于“潮流服饰、手表饰品”的文字，

功能性不强。

导视图不易辨认：

在浦东正大广场和五角场万达广场，1楼的
商场整体导视图，都没有做到人、图与环境方向
统一。按照所在位置，人们需要在脑海中把平面
图“镜像翻转”调换来看，才能找到正确的方位。

问询台位置隐蔽：

在与爱琴海购物公园地下一层相连的新
华红星国际广场，提供引导、租借婴儿车等服
务的客服问询台“缩”在通向露天中庭的其中
一个出口的旁边，位置过于隐蔽，周边也没有
任何指引。“客服台”三个字与普通店铺招牌一
样，并不醒目，行人经过时很容易错过。

指路机作用不大：

环球港各个楼层电梯旁都有设置触屏指
路机，不时有人试图借此找到方向。但是，指路
机只会显示店铺的“门牌号”，比如鹰集咖啡在
L1-150，然后需要人们再点到具体楼层的导视
图，从几十家店铺中对上正确的数字，再从自
己所在方位找到正确的方向。一来二去，还是
相当麻烦， 有的消费者驻足停留了一会儿，走
开时还是一脸茫然。

内部场景相似，有点像迷宫

高高兴兴去商场吃饭，却不断遭遇“鬼打
墙”是什么体验？在大众点评网站上，一些差评
和吐槽直指商场动线设计得不合理，让人产生
行走在迷宫般的体验。

有网友写道：“这次来过日月光后，可能

会很久不来了。总是找不到想去的店，走着走
着就没路了，或者堵上了，要回头再找路。离开
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又不敢随便
找个电梯去车库，怕迷路找不到车……感觉自
己就像《西游记》里在山洞里迷路的唐僧。”

还有网友吐槽说：“去日月光遛娃，宝宝开
始吵闹，就开始找母婴室。三楼跟着指示牌找
到了母婴室，在无障碍卫生间旁边，但门口没
有任何标志。母婴室毫无私密性可言！门锁是
坏的，门上的窗是透明玻璃的……”

大学生小杨告诉记者，要不是为了和同学

打卡餐厅， 自己并不想来打浦桥日月光广场。和
很多商场不同，日月光的设计中大量运用了圆形
和环形构造。在小杨看来，不论是从地面层进去，

还是从地铁站出来后直接进去，总感觉自己在兜
圈子。她说：“虽然现在有手机导航，商场内也新
贴了很多导视图，包括用数字和颜色区分不同的
电梯，告诉我们分别通向哪里，但真的要找起来，

还是挺麻烦的。”

被指像“迷宫”的还有环球港。家住普陀的朱
先生常常会和朋友周末在环球港见面，但令他们
无奈的是，如果不在地铁口碰头，分散进入商场

后很可能会找不到彼此的位置。其中很大一个原
因在于商场空间较大， 三个圆形中庭并不好认，

行走在相连的两边共 6条南北向走道，场景又过
于相似，店铺分布也缺乏规律。曾有网友吐槽说：

“商场内绿色系的花园中庭、黄色系的中央广场、

红色系的太阳大厅……三个厅， 名字挂牌不显
眼，又难记，沟通起来万分心累。”

朱先生表示，若是走在商场内老是看到重复
的场景，缺少变化，时间一长就会觉得喘不过气。

“尤其是在节假日，老老少少都喜欢到商场来逛，

人一多， 直来直往的走道就显得格外拥挤而嘈

杂。”朱先生笑称：“那感觉就像在赶集一样，总想
赶紧出去透透气。”

对此，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
陈胜馨认为，合理的商场动线设计应该给人们
“喘息”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建筑内外
预留专门的消费者行为空间，如小中庭、公共
座椅、绿化、水池等，让大家在这些空间内放松
休息或是产生交谈。从这方面来看，一些巧妙利
用室外走道和半开放露台的商场就显得更为人
性化。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商业综合体内的体
验愉悦感尤为重要。人们进入商场购物时更注重
消费环境，商场内可供休闲的有品质的公共空间
可以让消费者脚步放缓，停留时间延长。”陈胜馨
说：“优美的购物环境，惬意的购物体验，步行距
离和公共休闲空间的人性化设计， 具备了这些，

大家自然而然愿意经常到访。对商场来说，消费
者黏度也相应得以提升。”

进车库难，停车难，找车更难

在上海， 一些大型商场离市区中心距离较
远，虽然有轨道交通可达，但不少前去度周末的
家庭还是会选择开车前往。 令他们烦恼的是，商
场停车动线缺少合理规划，造成入口堵、停车难、

找车更难的情况，让人吃足苦头。

市民王先生至今难忘在一家购物中心停车
的经历。那一天，他开车载着一大家子，准备去商
场内的餐厅吃饭。因为恰逢周末，人很多，他提前
把家人放了下来，随后自己继续找车位。没想到，

光是排队进车库就等了老半天， 好不容易开进
去，却一直没找到空车位，只好不停地在里面兜
圈子。最后，家里人把饭都吃完了，车子还一刻未
停， 王先生索性接上他们后直接离开。“从那以
后， 我再也没敢开车过去， 不是打车就是坐地
铁。”王先生说。

王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记者在线上汽车
论坛也看到了人们对于停车难问题的诟病。有网
友表示，商场车库出入口太单一，行车路径高度
一致，特别容易造成排队、拥堵的情况，“没半个
小时根本停不进去，一直堵在进口处。”进入后，

虽然有 3层地下车库，但有网友提出，经常遇到
B1层入口被拦住，跟着指引到了下面两层，兜兜
转转“找车位找到怀疑人生”，最后发现“B1层反
而很空”。对于那些载着老人和孩子的车主来说，

地下车库空气质量欠佳，光线也不太好，停留越
久，心情可能就越烦躁。大家纷纷希望“车库设计
者能从车主角度多考虑考虑”。

同一家商场去了很多次，为何每次停车还是
“心里没底”？ 家住长宁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每
逢周末，她都会和女儿去龙湖虹桥天街的生鲜超
市采购食品，因为买得多、拎不动，所以会开车
去。不过，虽然已经是商场的金卡会员，每次车子
驶到商场区域，看着一幢幢外观相似的玻璃幕墙
大楼、一条条模样和名字都差不多的道路，街上
又无明显导向牌，她们总是无法依靠一己之力找
到停车库入口，必须要靠手机导航指路。

进入车库后，颜色、字体、大小不一的指路标
识又让金女士母女头晕，有的是悬挂式的黑底白
字，有的是墙体印刷的绿底白字，还有一种贴在
墙面上、广告牌似的粉底白字。甚至有的悬挂式
路标和墙体印刷路标同时给出了相反方向的出
口箭头指示，使人愈加迷惑。尽管每层墙面上都
贴了详细的综合平面信息图， 但对驾驶者而言，

焦头烂额找车位时，根本不可能停下来，特意找
到这张画得密密麻麻的小图获取想要的信息，只
能依靠醒目、准确的指路标识。

把车停好之后，金女士母女又会“一步三回
头”， 反复记忆车位到最近的电梯口的路线。“这
里实在太大，有购物中心 A馆和 B馆，办公楼好
几栋，还有一家酒店，车位分布又没什么规律，一
旦走错又要绕好一会儿。”

去哪里？看图便知

阿根廷 Las Toscas购物中心位于坎宁镇，

是当地知名地标之一， 当地居民以及旅客都喜
欢去那里消费、 游玩。 阿根廷建筑师 Morocho

Estudio受邀为其设计全新的导视系统方案。他
设计的购物中心导视系统以图像符号为导识，

黑白为主色调，搭配蓝、紫、绿，简单大方，一目
了然，不需要文字说明也能看明白。（图 1）

波兰 Galeria Katowicka购物中心内，每一层
采用一种暖色调作出强化，清晰明了。地下停车场
墙面使用大面积橘色配上黑色文字， 方便司机辨
认方向。 公交和地铁通道则采用蓝色背景墙加白
色字体，让行人在行走时也不会迷失方向。

日本大阪有一家全球最大的无印良品商场，

店内有各式各样的美食、生鲜。由于品类众多，需
清晰的导视系统，方便顾客寻找。设计方 Nippon

Design Center设计了两种颜色的标牌，将商店内
部分为普通销售区域和生鲜食品销售区域。其
中，红色代表普通销售区域，深灰色代表生鲜食
品销售区域，而收银区则用白色标牌。所有标牌
虽然只用一个字表示， 但信息传达度却很高，删

繁就简的方式利于信息传达。特别的是，他们将
其改造成一个交叉悬挂的标志，便于从各角度观
看，消除了盲区，使整个商场变得简洁明了。

从商场穿，换乘更便捷

城市综合体中的开放公共空间更易于对立体
交通流线进行树立， 并创造更为高效的城市通路
和步行捷径。 比如在日本东京涩谷未来之光
（Hikarie）项目中，由于基地位于涩谷坡地的底层，

所以建筑的垂直中庭空间每到一层就与周边的道
路连接起来， 建筑公共空间内的自动扶梯和电梯
成为涩谷地区立体交通和换乘的捷径， 给使用者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 上下班的人群和高龄老人
完全不需要爬坡， 便可以轻松到达与相应楼层同

高的道路， 同时还可以乘坐电梯和自动扶梯前往
更高层的美术馆、剧场等。往来涩谷的人群自然而
然地聚集在这里，提升了整个建筑的活力。（图 2?

在我国香港，金钟太古广场结合地形，在
建设过程中通过自动扶梯的设置，将南部高处
的城市空间与北部低处的城市空间和公共交
通层相连，形成步行捷径。太古广场西侧的中
庭空间除了作为步行捷径之外，还经常作为演
出和展览的场地，这一空间成为人们往来金钟
地区乐于经过并富有活力的城市场所。

值得称道的是，太古广场还利用所处的地形特
点，将车流交通布置在裙房屋顶上，从城市高架上
引入匝道，不仅实现了人车分流，也避免了对地面
繁忙交通的影响。此外，裙房上的开放屋顶花园，不
仅延续了南部半山公园的生态环境，还将太古广场
的内部步行系统与城市绿色休闲步行系统相联系。

对 标

让商场成为城市的节点，而非终点
解放周一：如今，人们逛商场时不仅会

注意其外观和内部品牌，“商场动线”也成为
一个频频被提到的词， 究竟什么是动线？商
场动线包括哪几个方面？

王桢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动线是一种建筑与室内设计用语，一
般我们讨论动线，指的是人在建筑里行进的
活动路线。就商场而言，最核心的是顾客的
动线，比如消费者在出入口、中庭、各楼层、

各商铺、服务区之间的运动路径。消费者的
流动方向是被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的，所以
人流动线也可以说是一种客导线。

解放周一：当我们在考量商场动线设计
是否合理的时候，通常要看哪些方面？对消
费者来说，好的动线可以为他们提供哪些便
利和舒适，反之会造成怎样的不便？

王桢栋：通道的曲与直、宽窄的变化、长度
的适宜，中庭等公共空间的大小和位置以及店
铺临面等， 都是动线设计时应该注意到的方
面。事实上，商场动线设计是否合理、流畅，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合理的动
线简单、明了并体验丰富，不合理的动线则会
让人不知所措、找不着北。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在商场这样的立
体环境中，除了步行可达性，视觉可视性也
很重要。有时候路虽然能走通，但是人们在
不知道自己趋向什么目标、通往哪个区域的
时候，感觉其实是不好的。研究发现，在商场
中以屋顶花园、高空绿植为代表的立体绿化
在垂直方向对消费者的视觉引导和吸引作
用很大。

要让消费者有方向，导视系统的作用也
非常重要。从外部进入商场区域，在恰当的位
置应有清晰、合理的索引牌和指示标识。导视
系统的规格、颜色、字体、设置位置和角度等方
面也应该合理设计，让人看得清、看得明白。

此外， 消费者在行进路线中的感受还与
空间品质与业态布局息息相关。 如果商场内
空间使人压抑、 环境使人不快、 绿化都是假
的，餐饮、购物、娱乐等主要业态分布毫无章
法，必然会让消费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下降。

解放周一：曾经，我国商场数量不多，类
型也比较单一，但近年来随着城市的飞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商场拔地而起。商场动线设
计理念和服务理念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王桢栋： 我们现在讨论的大型综合 “商
场”，很多都属于“城市综合体”范畴，而两者其
实是有区别的。比如在大型综合性商场发源地
美国，由于私人汽车的发展，在郊区出现了许
多大型商场。 这些商场往往是封闭和内向的，

人们把车开过去，然后进行消费和娱乐。

城市综合体的产生，则是为了解决城市发
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面临的城市问题。作为全球
范围高密度人居环境下，最重要的城市开发模
式和公共建筑类型之一，城市综合体的核心价
值体现为“1+1大于 2”的“协同效应”。具体来
说，它的内部包含了城市公共空间，同时集结
了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等多种城市活动，通
过鼓励市民绿色出行，来缓解城市车行交通压
力。目前国内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就是用一种
美国郊区大型商场的逻辑去建设城市综合体，

结果造成了周边地区严重的交通问题。

如今的上海，越来越多的综合体出现在城
市的各个角落，我们考察动线，实际上不单单
要考虑它是否方便人们购物、吃饭，还要考虑
它是否方便市民穿行去别处，是否方便公共交
通和轨道交通的换乘，是否能够满足市民对日
常生活服务的需求，有没有给不同年龄段的人
提供足够的休闲和交往空间等问题。

以往的商场可能更多地从经济角度进行
空间布局和动线设计，但现在的趋势是，也要从
社会和环境角度考虑。 过去传统商业建筑特别
看中可出租面积， 认为可出租面积低于总建筑
面积的 50%，商场肯定做不下去。后来，浦东正
大广场成为全上海第一个低于这个“红线”的商
场，提供了很多公共空间，并且经过运营方的努
力“存活”了下来，让许多人从此改变了这一观
念。还有一种现象，是传统商场的空间设计故
意封闭，动线设计故意冗长，目的是让消费者
进来容易出去难， 尽可能地经过各个店铺。这
种思路体现了商场被作为城市终点，而非节点
的理念。

随着城市的发展， 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大
家都逐渐意识到，看上去“赔钱又浪费”公共空
间和设施其实是吸引人流和留住人流的重要
因素，作为城市节点让人们随意穿行的综合体
内始终不乏各类消费的发生。

解放周一：这是否说明，城市综合体应该
强化其“城市属性”？

王桢栋：是的。它不应该仅仅成为利益获取的
工具，或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建筑，而应该是功能
高度混合的城市空间，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有机延续，

并承载丰富的城市公共活动，面向各类人群开放。

对 话

① ②

龙湖虹桥天街地下车库，悬挂式路标和墙体印刷
路标同时给出了相反方向的出口箭头指示

环球港指路机，提供的帮助有限

虹桥天地悬挂式导视牌位置过高，颜色与周围环境过于相近，不易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