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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ate-owned and planned economy system of urban land, China's cities have formed a collective 
housing mode, and the housing supply mode tends to high-rise housing.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ial 
form to high-rise and super high-rise buildings, the shadow area of multiple types of buildings is formed. The 
author hopes to explore the residential landscape design road in the cold area by studying the shadow areas 
produced by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aiming at the climate conditions in the cold area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e hope to improve the residents' unwillingness to socialize, exercise and other 
activities in the activity space in the shadow area of winter buildings, and create a residential landscape space 
suitable for all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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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形成了集合式住宅模式，住宅供给模式趋于高层住宅。由

于住宅形态转向高层、超高层，形成多类型建筑阴影区。希望通过研究建筑体、构筑物所产生的阴影

区，针对寒冷地区的气候条件，结合地域性，探索寒冷地区住宅景观设计道路。希望进而改善住户不

愿意在冬季建筑阴影区活动空间进行社交、健身等活动，营造四季皆宜的住宅景观空间。  

关键词：高层住宅,建筑阴影区,冬季景观,石家庄市

1.我国建筑气候区划与特征 

1.1.我国建筑气候区划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多种多样，不同的地理位

置与地形地貌导致各地区的气候也复杂多样。（图 1）

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将我国划分为 7 个主

气候区、20 个子气候区，使得建筑适应当地的气候条

件。我国的建筑气候划分为五个气候区，分别是严寒地

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温和地

区。寒冷地区主要是指我国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山西、宁夏、陕西大部、辽宁南部、甘肃中东部、新疆

南部、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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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建筑气候划分图 

1.2.寒冷地区气候特征 

寒冷地区的气候特征为冬季较长而且寒冷干燥，平

原地区夏季较炎热湿润，高原地区夏季较凉爽，降水量

相对集中；气温年较差较大，日照较丰富；春、秋两季

短促，气温变化剧烈；春季雨雪稀少，多大风风沙天气，

夏秋两季多冰雹和雷暴。寒冷地区气候主要指标为 1 月

平均气温-10℃～0℃，7 月平均气温 18～28℃, 日平

均温度≤5℃达到 90～145 天。（表 1） 

表 1 中国分地区建筑基本要求 

 
 

 

 

（接上表） 

 

2．中国住宅 

2.1.中国住宅发展历程 

自 1978 年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住宅建设

实现了快速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房地产主要是在

量上解决公民住房问题，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被动接受住

宅，无法选择环境与质量。20 世纪 90 年代住房数量已

经缓解的前提下，居民也更向往“质”的提升。在 1998

年，经国务院发文实行城镇住房体制改革，由从前的单

位分配转化为市场经济，在住宅选择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宅建设也由无住宅质

量选择权发展至讲究环境、品质的住宅。将中国住宅发

展主要可分为五个阶段。在第一、第二阶段，主要是简

单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问题；第三、第四阶段住宅已逐

渐发展为追求住房产品质量与生活品质的层面；第五阶

段开始着眼于环境，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在有限的生存

空间中，与空间、环境、文化、效益等方面有机结合，

建设健康、舒适、安全的住宅，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2.2.中国住宅供给模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中国形成

集合式住宅模式。在住房制度改革下，中国城市住宅趋

于高层、高密度型住宅供给模式。在建造过程中，高层

住宅耗能、耗材且造价高，同比多层住宅费用成本要多

出 50%～100%，在住宅使用年限到期后拆除难度也较高
[1]
。 

住宅供给模式趋于高层住宅主要原因为土地政策、

资源短缺以及追求高效率资源利用方式。政府追求土地

收入最大化，住宅用地的市场需求较高，导致住宅用地

容积率不断提高；开发商为获取高额利润，也在不断调

整容积率，导致发生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建设现象。 

2.3.建筑阴影区 

太阳光是我们人类以及地球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

基础。太阳光杀死有害细菌的同时，也为植物提供充足

光线从而进行光合作用。需要太阳光的同时，阴影对我

们也有所影响。比如上街戴帽、打伞的行人，利用帽子、

伞具遮挡太阳的辐射，从而形容阴影区，在小范围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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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环境状态；夏季人们聚集在树下进行活动也是同理。

建筑阴影区主要是指建筑体周边区域由于日照作用，该

户外环境处于一定阴影面积。建筑阴影区主要分为三类：

a.永久阴影区、b.一般阴影区、c.近阴影区。a.永久阴

影区主要是指全年任何时段太阳都无法照射到的区域；

b.一般阴影区是指在大多数时段太阳无法照射到的区

域；c.近阴影区是指在太阳高度角较低的时候，如早晨、

傍晚，处于阴影的区域，但大多数时段有太阳照射。（图

2）  

建筑阴影区在除夏季的季节优势不明显，在冬季只

有起到遮蔽一定紫外线的作用，同时冬季建筑阴影区缺

少阳光照射，气温较低，应运用设计手段，提高建筑阴

影区对于住户的吸引力。在阴影区中应避免设计绿地和

室外活动场所，保障住户最大程度上获取阳光。在《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组团绿地设置应满足不少

于 1/3 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

的要求，并便于设置儿童游戏设施和和适于成人游憩活

动
[2]
。 

 
图 2 建筑阴影示意 

3.石家庄住宅冬季景观营造策略 

3.1.植物设计 

在住宅植物的选择与配置上，遵循适地、适树原则，

选用适宜本土生长的树种，并对本土树种选育栽培，营

造属于石家庄的地域性植物景观
[3]
。在植物类别配置上，

选取乔木、灌木、地被等多种植物进行组合，在空间利

用和景观层次方面都能呈现丰富效果；选取色彩丰富、

形态各异的植物进行搭配，做到既有变化又与整体环境

相协调。（表 2、表 3、表 4） 

 

 

 

 

 

 

 

 

 

 

 

 

 

表 2 乔木植物类别及形态特征 

 

表 3 灌木植物类别及形态特征 

 
表 4 草本及藤本植物类别及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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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铺装设计 

石家庄冬季多有降雪，造成路面湿滑，选取摩擦力

大的铺装材料，降低滑倒摔伤的危险性。选取浅且暖的

颜色，搭配以装饰性的花纹图案，给住户以温暖的心理

暗示，同时注意与周遭环境的融合
[4]
。根据场地主要使

用人群特性、活动特点，进行铺装配置。如儿童活动场

地，应选取活泼、明艳的颜色，同时考虑童车通达性以

及儿童好动的性格。 

3.3.构筑物设计 

休息设施。老年人是住区构筑物使用频率较高的人

群，在座椅布局上，应缩小座椅间隔，同时考虑座椅季

节使用性，减少在建筑阴影区设置座椅，考虑见阳处。

选取的座椅材料应具有较高强度、良好质感、以及导热

性差等特点，铁艺、石材座椅夏季吸热快，冬季冰冷，

降低住户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应选取塑料、木制座椅

进行设置。 

健身设施。体育器材类设施在实现住户健身的同时

成为住区景观一部分，以明艳的色彩与良好的形态设计，

更能在冬季吸引人注意，激起住户对运动的渴望
[5]
。 

3.4.水体设计 

水体在夏季可以增加住区景致及趣味，冬季容易存

在安全隐患，对水资源也是极大的消耗，维护成本也较

高。考虑石家庄地区冬季气候特征，运用旱溪景观，模

仿自然界干涸的河床，同时搭配以植物，形成溪水意境。

同时也可以运用到缺水或气候条件恶劣地区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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