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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空间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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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高层建筑的出现，不仅为城市建设提供着有利条件，
更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着优质的场所。但是，超高层建筑主要用于人们的办公，而且这类建筑多位于城市中心
或交通发达地段，为上班族的出行提供着便利条件。短高层办公建筑在施工设计阶段也会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其
中核心筒的设计就是超高层建筑施工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超高层办公建筑核心筒四大主要空间的优化设计进
行研究，提高核心筒使用效率，减少楼座公摊面积，合理控制成本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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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筒设计工作是超高层办公建筑施工过程中重要
的内容，对建筑整体的受力性能和抗震性能有着重要的
作用。近年来，很多超高层建筑工程团队不断提高了对
核心筒设计工作的重视，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设计工作的
顺利开展，为建筑整体质量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为了
完善与更新核心筒设计理念与方式，引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在顺应时代科技潮流的同时，为城市化建设奠定良
好基础。但是核心筒设计工作中会涉及很多的细节问题，
如电梯井、通风井以及公共卫生间设计问题等，一旦一
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就会严重影响建筑整体的质量。因
此，如何提高核心筒设计水平，成为很多超高层建筑工
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

1 超高层办公建筑核心筒设计的意义
核心筒是超高层建筑的基础受力结构，影响着建筑
的经济性及安全性。核心筒指的是办公场所外的公共部
分的统称。它包含疏散走道、电梯、楼梯、卫生间、设
备管井、设备机房等。超高层办公建筑往往要求有较高
的实用性，但提升实用效果势必会对舒适性造成影响。
这时候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通常在核心筒内分布
着垂直交通和公共用房，这种布局决定着建筑整体流线
的合理性。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布局，会造成电梯等候时
间过长、客用与后勤流线混合、噪声干扰等不良影响，
而且直接关系到办公建筑的整体形象和经济收益。
超高层办公建筑的主要疏散方式是楼梯疏散，它的
位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用户的安全，也是防火设计的
重中之重。同时核心筒的面积和形状对标准层的实用率
有着很大影响。如果说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幕墙是其外观

设计重点，那么核心筒就是它的内部设计重点。
2 垂直交通空间设计
当确定好核心筒的基本形状和位置后，设计师重点
进行垂直交通空间的设计。超高层办公建筑层数多、电
梯使用人数多、电梯数量多，上下班高峰期大家排队等
候电梯的情况非常普遍，通过合理的设计能有效减少等
候时间。
电梯的数量与整栋建筑使用舒适度和总建筑面积成
正比，使用舒适度越高，电梯服务建筑面积越大，需要
设置的电梯数量越多。
2.1 确定电梯数量
按建筑面积估算电梯数量数据如下：经济型办公楼
6000m2/t 客梯，常用型办公楼 5000m2/t 客梯，舒适型办
公楼 4000m2/t 客梯，豪华型办公楼 5000m2/t 客梯；建筑
面积估算法是设计师最常用的方法，在计算建筑面积时
应扣除首层面积、避难层面积和不使用主楼电梯的裙楼
面积。按有效使用面积估算电梯数量数据如下：经济型
办公楼 3000m2/t 客梯，常用型办公楼 2500m2/t 客梯，舒
适型办公楼 2000m2/t 客梯，豪华型办公楼 1000m2/t 客梯；
办公楼有效使用面积不包括交通核、走廊、卫生间、设
备房、管井等，仅为办公区使用面积，有效使用面积估
算法可以作为辅助手法配合建筑面积估算法使用。
按使用人数估算电梯数量数据如下：经济型办公
楼 350 人 /t 客梯，常用型办公楼 300 人 /t 客梯，舒适
型办公楼 250 人 /t 客梯，豪华型办公楼 180 人 /t；在计
算适用人数时，经济型办公楼按人均使用面积 4-5m2，
常用型办公楼按人均使用面积 5~6m2，舒适型办公楼按
人均使用面积 6~7m2，豪华型办公楼按人均使用面积
工程技术探索

·1·

2020 年 2 卷 4 期 ISSN:2737-4114(Print); 2705-1242(Online)

7~8m2，使用人数估算法一般作为辅助手法配合建筑面

超高层办公楼至少设 2 部防烟楼梯间，楼梯净宽度

积估算法使用。在实际设计中可先通过建筑面积估算法

不应小于 1.2m 并应满足楼层疏散人数要求。在布置楼

初步确定电梯数量，再通过使用人数和有效使用面积估

梯间时，2 部楼梯疏散口应对角线布置或尽量远离，这

算法校核估算结果，当估算数据有较大差异时，应适当

样可以保证各房间至疏散口的距离不会太远，更有利于

减少或增加电梯数量，也可通过调整电梯载重量和运行

空间布置和人员疏散。消防电梯宜结合疏散楼梯和服务

速度修正计算结果。

电梯设置，并与楼梯间共用前室。当建筑面积小于 2 万 m2

另外电梯数量的确定应适当考虑不同城市之间的差

时设计 1 部消防电梯，消防电梯兼服务梯使用；建筑面

异，一线城市办公楼租金高、人均办公面积较二、三线

积大于 2 万 m2 时，面积每增加 2 万 m2 增设一部服务电

城市小，办公区的人员密度大；假定办公面积相同且均

梯。为提高电梯使用效率增设的服务电梯宜与消防电梯

处于城市核心区，位于一线城市办公楼的电梯数量宜取

统一布置群控使用，在早晚高峰期亦可兼作乘客电梯使

计算结果的高值，二、三线城市可分别取计算结果的中

用。服务电梯吨位按 500kg/ 万·m2 考虑，超高层办公

值或低值。建筑师应综合考虑建筑舒适度要求以及建筑

楼服务电梯载重量不宜小于 1350kg。

所在城市和建筑所处城市区域的差异，综合确定其客用
电梯数量。
2.2 划分电梯运行区间

3 水平交通空间设计
水平交通空间的设计应重点考虑走廊与核心筒的关

电梯数量确定后应根据建筑高度合理划分运行区

系。走廊与核心筒最常见的布置关系回形环绕式、U 形

间，选择运行方式，确定运行速度。为提高运行效率，

环抱式、工形并列式和一字贯通式 4 种形式。回形环绕

当建筑高度小于 180m 时，电梯常采用分区服务方式，

式是超高层建筑最常采用的交通核布置方式，该方式常

该方式在垂直方向划分高、低分区或高、中、低分区，

用于交通核位于建筑中部且标准层面积大的办公建筑，

每个分区有一组电梯服务，一般 12~15 建筑层划分一个

此种布局方式优点是交通四通八达，利于安全疏散及房

区段，建议结合避难层的设置划分区段。当建筑高度大

间布置；缺点是公摊偏大。U 形环抱与回形环绕布局非

于 200m 时，普通分区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常接近，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U 形环抱布局可能有近端

可采用分区加中间转换厅服务方式，该方式将区段内电

房间，需考虑近端房间的安全疏散距离；工形并列式常

梯系统组织，建筑底部区域电梯仍然采用高低分区方式

用于交通核位于建筑中部、正方形平面且标准层面积较

运行，对于建筑顶部区域则采用由地面候梯厅设始发站

小的建筑，此做法的优点是公摊较小，缺点是容易产生

直达中间转换厅，乘客到达转换厅再换乘其他电梯后到

近端房间，房间分隔受走廊影响较大，办公区只能划分

达其余楼层，转换厅与首层间通过高速穿梭电梯串联，

为较大使用空间。一字贯通式常用于长方形、进深小的

转换厅以上区域电梯再根据服务高度划分高低分区，该

建筑平面，交通核位于建筑一侧靠外墙。

方式适用于标准更高、建筑高度更高的建筑。
为提高使用效率，电梯应根据高低分区情况分组群

4 设备空间设计

控，在分组群控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群控电梯台数与运

核心筒内的设备空间主要包括电气、暖通和给排水

载效率成正比，但应控制每组不大于 8 台，单面群控电

3 个专业的设备管井与机房。以建筑高度 150~200m 的

梯不大于 4 台。当群控数量小于上述数值时用增加台数

超高层办公建筑为例，探讨设备空间设计的原则与注意

的方式比增加速度更有效。单列台数大于 4 台时，容易

事项。

造成等候人流的交叉，增加乘客的焦虑心情。

4.1 电气管井设计

2.3 合理选择电梯速度

电气专业设备空间主要是强电井和弱电井，一般强

电梯速度一般根据建筑层数和运行高度确定，假定

电井大约在 4m2，弱电井面积大约在 5m2，弱电井至最

标准层层高 4.2m，通常电梯运行层数小于 10 层时电梯

远点不宜超过 80m，否则需增设管井；管井面积根据房

速度可采用 1.5~2.0m/s，电梯运行层数 10-20 层时电梯

间分隔与标准层面积可适当增减，尤其是弱电井；电井

速度可采用 2.0~3.0m/s，电梯运行层数 20~30 层时电梯

尽量宽边面向走廊以便于检修，避免细长型管井短边面

速度可采用 3.0-4.0m/s，电梯运行层数 30-40 层时电梯

向走廊。

速度可采用 4.0~5.0m/s，电梯运行层数大于 40 层时应采

4.2 给排水管井设计

用大于 6m/s 的超高速电梯，根据经验电梯运行高度每
增加 50m 电梯速度约提高 1m/s。
2.4 疏散楼梯与消防电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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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专业设备空间主要是水井，水井内主要有自
动喷淋立管、消火栓立管、消防水箱立管、卫生间给水
管、管井地漏立管、中央空调立管、屋面雨水管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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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内管线的直径、数量一般与建筑标准层面积、建筑层
数及使用要求密切相关，标准层面积越大层数越多，水
2

管的直径越大数量会越多；水井面积约 2~3m 。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核心筒布局在超高层办公建筑平面设计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设计师在方案构思过程中应多方案
比较、精益求精，选择最佳方案。通过对核心筒的优化

5 辅助配套空间设计
超高层办公楼核心筒内的辅助配套空间主要包括：
卫生间、开水间和工具间等。辅助配套空间重点考虑卫

设计提高超高层办公建筑整体设计水平，减少楼座公摊
面积，合理控制工程造价，为用户提供高效、舒适的使
用空间。

生间设计，在设计时首先按标准层使用面积确定使用人
数，再根据使用人数确定卫生间内部器具数量。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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