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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新区居住区会所的调查与思考
周

静，贾德恒

( 南京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江苏南京 211167)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会所已成为新建居住区不可或缺的配套设施． 本文结合南京新区居住区会所

的实地调研，从会所的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建筑造型、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透视会所存在的问题，并
对改善会所设计提出建议，为业主创造良好的居住空间及环境感受，以期为南京及其它城市的新区会所发展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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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New
Urban District Clubhouse in Nanjing
ZHOU Jing， JIA De-heng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clubhouse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to new
residential district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clubhouses in terms of plan layouts，
functions， architectural model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survey in a residential clubhouse in a district in
Nanjing．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clubhouse design are also proposed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fine living space and
environment for resident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help for building clubhouses in new residential districts in Nanjing and
other cities．
Key words: new urban districts; community clubhouses; Nanjing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日益增长，为了刺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缓解老城区的社会压力，
我国大中城市积极以挖掘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新区作为突破口来扩大城市规模 ． 新城区中的居住区因其规
模、数量和速度而成为新城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 城市新区居住区建设空间广阔，规划设计理念不断更新，建
设水平不断提高，新区已经成了市民购房的热点地区 ． 因此，研究新城区中的居住区设计规律和方法具有
［1］

重要的现实意义

．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休闲娱乐时间的增加，对活动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有更多的人希望在
家门口可以实现健身、休闲、娱乐等一系列活动． 会所，可理解为“聚会之所 ”，是一个共享场所，它承担了
业主暂时性的社会化商业场所的职能 ，是业主社会商业生话中的替代品和有益补充 ． 会所空间可以是独立
的某建筑或一系列建筑，也可以是“寄寓”于某建筑之内的一部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京新区开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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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展开，自月牙湖花园小区 1998 年最早建成会所之后，许多居住区相继引入了会所概念，在一段时间
内，会所一度成为开发商用来吸引购房者眼球的重要手段之一 ． 居住区会所建筑面积从几百平米到上万平
米不等，其建筑形式之新、设计之独到，已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1

南京居住区会所的实况调查
笔者对南京城市新区中建成的居住区会所进行了调查研究 ，调研对象主要是 1998 年以后建成的中高

档居住区，小区规模相当，较能反映南京新区中上层居民的居住需求与会所的发展方向 ． 从调研情况来看，
2
南京城市新区中居住区会所的建筑规模一般在 1 800 ～ 3 500 m ，设置率很高，但大部分小区会所存在经营

不力、闲置率高等问题，在促进邻里关系上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 可以正常运营的会所主要集中在诸如银
城、万科、仁恒等知名开发商的中高端项目内 ，其他建成后无法运营的会所基本停业或变更经营性质 ，有的
改成了幼儿园，有的变成了超市或停车场，也有的直接转让，变成了酒店、KTV 等场所． 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南京城市新区居民的入住率低 ，房屋大量空置，会所因此缺乏服务对象； 另一方面，处于发展成熟的河西
［2］

新城、宁南新区、月牙湖板块的会所，在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建筑造型、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2
2． 1

．

居住区会所的设计
居住区会所的规划布局
会所选址不当，将直接影响日后使用． 与居住区中心绿地相结合、居住区内主干道上的会所，对于居住

区内部居民来说，可达性较好，比较安静，而且利于结合人防与停车系统，缺点是小区内部居民的消费人群
少时，需吸引住区外群体来保证会所的正常运营 ，如云锦美地小区． 位于居住区一角的会所，私密性高，居
民来此不易被人打扰，来往人流单一，其缺点是使用率较差，如梅花山庄小区．
综合来看，会所的位置应处于居住区主入口处或城市道路交叉口 ，会所可以与社区商业设施、住宅等
建筑结合设置，涵盖多种业态，既服务于居住区又服务于社会层面的客户 ，成为区域的中心． 原因有两方
面： 一是经营需要． 开发商为了体现其实力，提升居住区档次，不断提高配套标准，建造大规模的会所． 会所
的经营性质决定位置外移，争取更多的顾客． 二是新区中开发的众多大型居住区 ，被城市道路分隔，从服务
范围考虑也要外移．
2． 2

居住区会所的功能设置
目前南京城市新区中的居住区会所的功能主要是各类休闲 、康乐、运动项目，辅以餐饮、超市、儿童益

智培训、物业管理等其他功能设置，较大规模的会所可提供如商务项目等特殊服务 ． 表 1 列出了南京部分
［3 － 5］

新区居住区会所的功能项目设置情况

．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所调查的居住区会所中，功能设置项目多数考虑游泳池、健身房、乒乓球、棋牌室、
阅览室等项目． 其中健身房、游泳池的配置率最高，这些设施一般都对小区外部居民开放，客户范围较广．
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入住的业主表示最喜欢的场所是游泳池 ，愿意和家人或者带孩子出来玩，同时增加
了与他人交往的机会． 棋牌室、乒乓球室和桌球室，配置率都较高，但设置的数量有限，使用率差． 有的会所
里只有一个乒乓球案、一个桌球案，许多想在小区会所内休闲娱乐的业主 ，可能会因为排不上队而失去了
兴趣． 中高档居住区的居民交往圈较大，加上交通日趋方便，这类人又是“交通强者 ”，较容易克服距离带
来的不便，具有跨区消费的可选择性． 桑拿房、酒吧、壁球室，对于居住区业主的消费能力要求高 ，是提升会
所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楼盘的卖点． 然而，居家过日子为主的业主们很少去享用这些设施，使用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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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若要保持正常营运，前期需采购大量的书籍及定期采购书籍，维护成
本较高，现实中这类项目空置率较高．
表1
居住区
名称

总建筑面积 /
（ × 10 4 m2 ）

南京部分新区居住区会所的功能项目设置

户数

功能设置

月牙湖花园

7. 8

780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保龄球、壁球室、桌球、乒乓球、棋牌、KTV、健身房、桑拿、阅
览室、游泳池；
其它辅助项目： 餐饮、茶座休闲吧、会议室、多功能厅、超市、美容美发、儿童益智
培训、健康咨询公司、汽车租赁处

梅花山庄

32. 8

1 938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乒乓球、桌球、阅览室、健身房、室外游泳池、动漫城；
其它辅助项目： 简餐、多功能厅、儿童益智培训、美容美发、中介公司、食品店、美
容美发、药店

银城东苑

50

3 000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乒乓球、健身、动感单车房、恒温泳池、阅览室、棋牌、跳操
房、热力瑜伽房、壁球、篮球、羽毛球；
其它辅助项目： 简餐、茶饮、会议室、、儿童益智培训

西堤国际

53

4 358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乒乓球、健身、动感单车、搏击房、高温瑜珈、恒温游泳池、大
操房、SPA、室外网球场等

云锦美地

23

2 000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乒乓球、健身、棋牌、网球场、羽毛球场、阅览室、室外游泳
池、室外篮球场；
其它辅助项目： 餐饮、美容美发、儿童益智培训、小型会议室

仁恒翠竹园

38

2 180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乒乓球室、棋牌室、壁球室、羽毛球室、桌球室、健身房、有氧
操房、桑拿、儿童娱乐室、书吧、游泳池；
其它辅助项目： 露天餐厅、中西餐厅、酒吧、美容美发、儿童托管站、儿童益智培
训、干洗店

文化名园

18

1 213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乒乓球、棋牌、健身、儿童游乐室、阅览室、羽毛球、室外游泳
池、室外网球与篮球场；
其它辅助项目： 物业管理中心、物业宿舍、装修公司的办公处

东方龙湖湾

24

3 052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健身、棋牌、恒温游泳池、桌球、乒乓球；
其它辅助项目： 红酒雪茄吧、咖啡吧、VIP 休闲室

金域蓝湾

54. 5

4 149

休闲娱乐项目设置： 健身、棋牌、有氧操房、恒温游泳池、室外游泳池；
其它辅助项目： 售楼处

功能的设置应符合使用人群的特点及消费习惯 ，这样才能称得上是适用的会所． 老人、儿童和家庭妇
女往往是居住区生活的主体，对居住区内的设施有较强的依赖性，同时又是大众性活动，使用频率高和消
费能力强． 因此，在会所的功能设置项目上必须考虑这类人群的消费需求 ． 南京拥有优良的教育条件和悠
久的历史底蕴，居民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小孩要上很多兴趣班，会所中应考虑普遍设置儿童的益智与活动
项目． 例如香港的柏景湾会所给家长开设育儿知识的培训 ，口碑极佳，常年需要排队． 其次，会所设计要充
分考虑建筑空间功能的可变性． 很多会所在社区建设的初期将其作为售楼处或开发商办公楼来使用 ，在社
区将要建成的时候要改造成居住区会所的使用性质 ； 另外，会所由于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市场化运作，其功
能也常随经营情况和市场需求而变化 ，会所建筑功能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会所空间
的动态适应性．
2． 3

居住区会所的建筑造型
做出有特色的居住区环境是设计师面临的重大课题 ． 会所设计恰恰是居住区建筑形式设计的点睛之

笔，是居住区景观的亮点，一般都处于居住区的重要节点位置 ． 通过形象各异的会所变化创造出各异的居
住环境，从而让使用者对不同的居住环境有所区分 ． 同时，会所代表了社区的精神，具有综合性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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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的综合，提高了对会所建筑形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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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区居住区会所的建筑风格不一 ，各成一派，如金域蓝湾会所与小区一样是西班牙风格、东方龙
湖湾会所与小区二期开发的楼盘一样具有鲜明的英国都铎风格 ，塞纳丽舍会所与小区一样是法国的新古
典主义风格……，虽然整体色彩比较和谐，但建筑造型缺乏地域性，其城市特色的体现基本雷同，无法从建
筑色彩、体量以及空间方面感受到南京的居住方式与生活气息 ． 反观现在一些外地楼盘，则在建筑的空间
布局和空间体验方面透射出地域特征 ，在成功塑造建筑形象的同时增加了楼盘的人文气息 ． 例如苏州新区
的中新置地湖东 9 号会所（ 图 1、图 2） ，建筑形象层面是现代风格，但是借用苏州园林中“亭子”、“假山”和
“花窗”等元素，通过若干个空间的盒子、两片连续的屋面以及四片覆盖建筑侧面的隔栅 、水体这几个建构
［7］

语言的富有诗义的演绎，最终设计出这个独特的建筑

． 位于城市道路交叉口以及居住区入口位置的会

所建筑造型，还应在考虑城市形象的基础上，与周围的建筑环境相协调，建筑的尺度既要具有与城市相适
应的城市尺度，又要有与内部居住区相适应的生活尺度 ，它应该既明确醒目，又使人走起来有趣，看上去愉
悦，可以触摸，可行可驻，具有友善的人性化尺度和细部．

图1

2． 4

中新置地湖东 9 号的会所入口

图2

中新置地湖东 9 号的会所屋顶平台

居住区会所的经营管理
在楼盘的建设中会所一般都作为重头戏推出 ，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会所处于空置状态 ． 目前会所经营模

式普遍倾向于对内兼对外使用，可见会所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会所不得不牺牲小区的公共环境、业主的
私密性以换取更好的收入． 多数情况下，物业管理公司成为会所的实际经营管理者 ． 但就专业性和经营水
平而言，物业管理公司并不适合担当该角色 ，因为会所要实现服务居住区的功能，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部或
部分物业的商业化经营，保持盈利状态，而这已经超出了物业管理公司维护管理的专业能力范畴 ． 少数是
外包给专业公司． 国外的会所经营管理行业已经成熟 ，存在一大批专营会所的公司． 而我国专业的会所经
营管理公司非常少，商业物业经营公司又常因会所物业规模过小而视之为鸡肋 ，并且会所的运作涉及到开
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全体业主、居委会等多方主体，利益关系复杂． 所调研的居住区多数是知
名开发商开发的楼盘，这些开发商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 会所的经营可以由这些开发商成立的专门公司来
管理． 比如栖霞地产 1999 年成立南京星叶中心会所有限公司经营月牙湖花园和天泓山庄会所 ，银城地产
2008 年成立江苏银城体育健身有限公司连锁经营银城东苑健身会所和西堤国际健身会所 ，这种专业的运
营方式更能满足业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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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国居住区会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重要的居住区配套服务设施 ，目前大部分会所都是由

开发商投资建设与经营控制，对其设计与问题的研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 随着居住模式的变迁和消
费时尚的变化，会所建筑一定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 未来的居住区会所设计需要建筑师结合实际的居住发展
需要，沿承传统建筑文脉，与时俱进，创造满足大众物质、精神需要的建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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