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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院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建筑类型，是为病人提供医学治疗、协助病人尽早

康复的场所。医院外部空间环境则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之上，具有特殊针对

性的一种社区型外部环境类型。基于医院的康复性功能要求，其外部空间环境也

需要从康复性的健康理念出发，指导其外部空间环境设计实践。 

本文以健康景观理念为视角，分析并总结了当今我国医院外部空间环境设计

所面临的问题，明确健康景观理念在医院外部空间环境设计中的作用，尝试提出

以健康环境为目标的医院外部空间环境设计及营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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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pecial type of public building, the hospital is a place to provide medic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and assist patients to recover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hospital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city, with a special type of 

community-based extern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hospital's rehabilitation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its external space environment also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rehabilitation health and to guide its external space environment design 

practice with this concep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y landscap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sign of the external space 

environment of hospitals in China today, and clarifies the role of the concept of healthy 

landscape in the design of the external space environment of hospitals, and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ropose the design and build strategies towards the external space 

environment of hospitals with the goal of a better health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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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医院外部环境设计的现状问题  

近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给城市环境造成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

风貌单一化、同质化，缺少城市文脉传承及人文关怀等。医院是城市公共服务类

建筑的重要类型，其外部环境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诸多

问题。 

首先，在城市人口激增与公共资源紧缺的矛盾冲突下，多数位于主城区的医

院面临“停车难”的问题，其解决方案往往是将本应为绿色景观的医院外部空间逐

渐让位于停车功能，减少其绿化面积而改建为停车场；其次，医院外部环境的景

观类型单一：有些老旧医院受场地限制无法满足绿化要求，有些新建医院尽管设

置了符合国家要求的绿化面积，但基于建设及维护成本考虑多采用简单粗放的绿

化方案。另外，多数医院建筑设计时未同时考虑与外部空间的协调与流通，使得

建筑室内外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独立，患者少有机会方便有效地使用医院外部环境

空间。   

文献整理表明，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与转变，健康理念不再是单一地考虑物

理性医疗技术，而是一个集环境、社会、生理、心理多方面要素的综合健康理念，

先进的现代医疗机构开始更多关注患者的生理、心理以及环境等康复需求。因此，

医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性建筑，其环境设计则更应该考虑其受众的物质与精神

的综合需求。 

1. 健康景观理念的定义 

健康景观的提出和发展与康复花园理论和“健康城市”口号的提出密切相关。

康复花园（Healing Garden）理论发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由修道院园林衍变而来，

其最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结合考虑健康问题[1]。而“健康城市”理念是在 1984 在

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的“超越卫生保健”会议上首次被提出。同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起“健康城市五年计划”，将该主张在其成员国内推广[2]。中国作为世

卫组织的成员国，也逐渐开始大力提倡“健康城市”理念的推广与实行， “园

林城市”、“卫生城市”、“生态城市”、等口号相继提出。 

在此背景下，国内将健康理念引入园林景观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直接

对“健康景观”下定义的主要有以下三篇：黄夏阳（2007）尝试将健康理念引入居

民区外部环境设计，指出其理念的本质是指导以人为本的设计，以达到为了人类

健康的最终目标[3]。黄筱珍（2008）的《从健康景观到康复花园》则是首篇直接

将康复花园理论与健康景观相结合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健康景观是指能够对人的

健康和康复产生有益影响、促进人们形成积极生活方式的景观[1]。而王一鸣（2016）

则认为健康景观是“通过对城市景观设计来创造清洁、自然的生态环境，舒适、

人性化的空间环境，以倡导健康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4]。 

综上所述，健康景观理念应该是基于社会、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

性健康理念、以提供一个有助于人们身心康复与保持健康，且舒适、积极、可持

续的城市外部空间环境为目标的景观理念。 



 

 

2. 医院健康外部环境的作用  

2.1 利于患者生理健康，促进恢复 

在环境科学兴起的背景下，植被对环境影响的研究逐年增多。国内外多项研

究表明，城市绿化对于调节小气候、保持水土、降尘防风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等改

善城市外部物理环境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5]。城市外部空间环境质量直接关系着

人们生活环境质量。医院外部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外部空间，其服务人群包

括院内病患、医护人员以及探访者。病患相对于普通人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因此，

医院外部环境设计需首要考虑其使用者的生理健康。 

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基于自身的感官而形成的，医院外部环境设计也需从

其感知出发：分布合理的绿色景观，能够通过视觉的感受，放松患者以及医护人

员的眼部压力，舒缓身体疲劳；多样植物带来的花香能淡化医院消毒水的气味，

给患者提供一个亲近自然和放松的修养环境。另外，绿化可以阻隔部分周边的噪

音与灰尘，提升空气质量。总之，一个良好的医院外部空间环境可以在生理上促

进患者的恢复，同时提升医护人员工作环境质量。 

2.2 利于缓解医护人员、探访者的精神压力，舒缓身心 

    基于环境行为学的研究，绿色植被有缓解紧张情绪和舒缓身心的心理作用[5]。

医院的使用人群长期处于医院环境中，会面临一定的精神压力：患者有抵抗疾病

的压力；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的工作环境；探视者有看护患者的压力等。医院

外部环境中设置自然或人工景观有利于缓解使用者的精神压力、为其提供一个放

松的空间。例如植物散发的香气有助于调节人的神经系统：丁香有助睡眠，玫瑰

使人心情愉快等[6]。 

2.3 提供生态服务，增强社区间联系，提升医院活力 

 

（图 1 Sidney & Lois Eskenazi 医院都市农业区） 

(Figure 1 Urban Agriculture Area of Sidney & Lois Eskenazi Hospital) 

（来源于网络） 

    医院外部环境作为城市景观体系的一部分，可以丰富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

https://www.hok.com/design/service/landscape-architecture/eskenazi-healthbrsidney-and-lois-eskenazi-hospital/


 

 

其整体可概括为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7]。供给服务主要包括食物与原材料供给。

这与近年来都市农业的兴起联系紧密，并且医院外部空间与都市农业的结合在国

外已有先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州的 Sidney & Lois Eskenazi 医院在楼层架空区以

及过道区设置农业园（图 1），所产的食物直接供给医院及周边社区，其维护和打

理依靠社区的居民志愿者，无形中增加了社区与医院之间的互动性以及景观的参

与度，从而提升医院外部环境的活力。调节服务包括微气候调节与空气净化等。

由于我国医学资源分配的特点，医院多集中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区，因此适宜的

外部环境对于城市热岛有一定缓解作用。 

3. 医院外部空间环境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  

3.1 植物的选择与多层次性、多样性 

无论国际上提出的康复花园理论与园艺疗法、森林浴疗法(Forest therapy)和

绿嗅觉环境理论(Green olfactory environment)[6]，还是国内研究提出的芳香疗法

(Aroma therapy)[8]，其核心都是关注植物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在医院

外部环境设计中植物的选择与安排是关键。 

康宁（2007）的文章《园林景观对人体心理影响的研究》中以游人的脑电波

为测算数据对游客进行随机样本抽取，并选择铺装广场、水际与植物群落三种层

次的景观为评价对象研究游客面对不同类型景观时的心理变化。实验结果表明水

际景观与植物群落对人体情绪积极影响最甚，铺装广场次之[9]。所以靠近病房的

区域适宜布置多层次的植物群落以及水景。 

除了植物选择的层次性之外，多样性也是打造健康外部环境的重点。植物群

落的选择应考虑到四季变化与季节性凋零—选择四季常青及季节性植物进行搭

配，乔木、灌木、草本、花卉、藤本等植物错落有致，从而达到四季有景，景致

灵活多变。 

另外，医院外部绿化需要考虑患者的特殊性，从而避免特殊功效的植物对其

的不良影响。如夜来香夜间释放大量废气使高血压和心脏病人感到郁闷，此类植

物则不宜放置于医院心脑血管部附近。花粉多的植物易导致人体过敏或使咳嗽加

重[6]，需要远离耳鼻喉科区域。总之，医院植物的选择需要考虑使用者的针对性

需求以真正达到植物景观的治疗作用。 

3.2 人与景的交互 

在园艺疗法中人与景的交互是健康景观治疗的关键。其核心是通过处理植物

配置使人主动参与园林环境以提高外部景观空间的使用频率[10]。交互类型可分

为人景的直接交互与间接交互。 

直接交互包括在医院外部设置针对特殊病症的植物区。例如中老年病患可以

去松柏类植物区通过感官系统缓解关节酸痛，去银杏区缓解气喘。而间接互动则

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一方面，设置插花课程到户外景观区采摘花草，从

而引导患者主动亲近大自然；另一方面，设置引导性景观小品与景观标识系统[11]，

为患者提供一个积极与外部环境交往互动的空间。 



 

 

3.3 剩余空间的利用 

当下众多医院建筑的室内外剩余空间未合理利用。转角空间、室内外过渡空

间以及屋顶空间在进行医院外部环境设计时多被忽视。合理利用剩余空间是增加

医院外部环境绿化率和增强景观多样性的有效手段。在进行医院外部环境设计时，

尤其是用地紧张的城市中心医院，应该重点关注剩余空间，从而最大限度提高外

部空间景观利用率。 

3.4 与无障碍设施等的结合 

    无障碍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对具有行动障碍的患者而言。将

其与外部景观设计相结合，可以为行动不便的患者增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与交往

的空间。例如把无障碍通道与观景游步道相结合，在增添景观设计多样性的同时

也满足交通需求，是人性化设计与健康景观理念的结合。 

4. 我国未来医院健康外部环境设计发展的方向  

4.1 景观空间多元化，注重个性化需求设计 

近年来，医院外部环境作为医院建筑与城市交通之间的过渡带，逐渐纳入城

市景观体系。景观层次与空间也朝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针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类

型病症的患者以及不同医护工作者的个性化需求，在医院外部环境中打造迷你花

园、游步道、植物广场、景观走廊的案例逐渐增多。 

 

（图 2 荷兰 Tergooi 医院户外凉亭） 

（Figure 2 Tergooi Hospital Outdoor Pavilion in the Netherlands） 

（图片来源于网络） 

医疗模式的发展影响着景观形式的改变。近年来户外诊疗室、园艺疗法与康

复花园（Healing Garden）等一系列实践的成功表明了户外环境治疗趋势的逐渐

成熟。例如荷兰的 Tergooi 医院的化疗凉亭设计为供癌症病人在露天环境进行化

学治疗的场所（图 2）。美国俄勒冈州的 Randall 儿童医院为孩童设计了波浪式公

http://www.yj2000.com/newsshow-208-578-1.html


 

 

共草坪，在为孩童提供娱乐休憩空间的同时兼有储存雨水的功能，每年蓄水超过

六百万加仑，是景观生态化与景观个性化需求结合的体现。目前国内采用该模式

的案例较少，但针对老人与病人的康复花园的实践已在部分医院试点，如河南省

康复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泰州人民医院等等。未来我国医院外部空间环境在

基于医疗模式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侧重个性化需求的设计有着巨大的潜力。 

4.2 增强可互动性 

目前国内研究的互动景观主要分三个方向——通过植物配置调动人体感官；

借鉴中国传统园林移步换景、步移景异打造互动；通过景观设施打造体验式主题

互动景观[10]。除此之外，淡化室内外界限是促进人们与户外景观之间互动的好方

法。如美国密苏里州 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alth Care Center 的康复花园地处建

筑中庭，建筑四面落地窗以模糊室内外过渡空间，使置身建筑内部的人们能部分

体验外部的花园从而鼓励他们走入花园内部产生互动（图 4）。 

现下我国医院建筑设计独立性较强导致人与景观的互动性体验较差。因此在

强调生态性和人性化设计的趋势下，我国医院外部环境应该重视内外部的人景交

互。 

 

（图 3 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alth Care Center 康复花园） 

(Figure 3 Healing Garden i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alth Care Center) 

（图片来源于网络） 

4.3 打造可持续景观 

 “海绵城市”的相关理论政策是近年我国城市景观体系建设的研究热点。

其核心是优化城市雨水管理，打造可持续景观。医院外部空间环境同样可从可持

续景观入手，如美国罗德岛州沃威克 Kent 医院利用医院外部走廊两侧、房间阳

台外、建筑转角处、停车场周边以及集散广场周边设置小型雨水花园来利用剩余

空间打造小型可持续景观，在满足观赏性的同时协助城市雨水处理与利用。类似

还有美国伊利诺伊州 Palos Community Hospital 和纽约州 Cayuga Medical Center，

后者将用餐区与雨水花园和生态沉淀池相结合（图 3），使其外部环境提供审美

服务的同时也提供生态作用。 

https://www.hok.com/design/service/landscape-architecture/university-hospital-healing-garden-courtyard/


 

 

 

（图 4 Cayuga Medical Center 户外就餐区） 

(Figure 4 Outdoor Dining Area in Cayuga Medical Center) 

（图片来源于网络） 

    目前国内医院外部环境设计中采用该类景观实践的案例较少，但可持续景

观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可以指导医院外部环境设计。从而在未来逐步

提高院内景观生态利用率。 

4.4 立体绿化与屋顶绿化相结合 

立体绿化（Living Wall）与屋顶绿化（Roof Garden）是近年来结合绿色建筑

发展形成的实践性理论。其核心是在绿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利用建筑立面和顶面

空间增加绿化覆盖率，减轻城市绿化用地矛盾并打造节约型生态景观[12]。目前将

立体绿化与屋顶花园和医院景观结合的较好的案例是新加坡的 KTPH 医院。其

利用垂直外立面、空中走廊、建筑承重梁及屋顶空间设置多层次景观绿化。其中，

屋顶花园设置给院内人员开放，具有互动性（图 5）。 

我国目前屋顶花园与立体绿化的实践案例也在不断增长。例如武汉亚心沌口

医院、苏州市立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等都有建成或在建

的屋顶花园。这表明了立体绿化和屋顶花园在医院外部环境设计中发展的潜力和

趋势，这两种景观处理方式将是未来我国医院外部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www.collegepublishing.us/jgb/samples/JGB_V6N2_a02_Michaels.pdf


 

 

 

（图 3 新加坡 KTPH 医院立体绿化） 

(Figure 5 Vertical Green in Singapore KTPH Hospital) 

（图片来源于网络） 

5.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生活质量以及生

活环境有了更高要求。国外医院在健康型景观方面的研究较早，并提出了康复花

园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健康型医院外部环境设计实践也逐日增

多。但我国健康景观理论提出仅十年，康复花园等理论的引进有十二年，因此我

国在医院建筑设计与外部环境设计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浅，体系不成熟。但是，随

着国内外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增多，以及人们对高质量环境需求的增长，相信我国

未来的医院外部环境设计将会向着系统化、生态化与健康化的方向发展。 

 

 

 

 

 

 

 

https://3blmedia.com/News/First-Annual-Stephen-R-Kellert-Biophilic-Design-Award-Goes-Khoo-Teck-Puat-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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