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预测报告
影响建筑环境的催化因素、颠覆因素和恒定因素

前言
2020年注定要载入史册。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开启并加速了社会、经济、地缘政治、可持
续发展和宏观政策的变革。
疫情重创了很多行
业，即便是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领域也受到
了打击。
在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2020
年也诞生了很多创新的事物或解决方案。
从适
合户外用餐的口袋公园到零售行业的技术变
革，这些解决方案将在2021年进一步发挥作用
2021年或许成为复苏和重新定位的一年。
CRTKL此次推出2021跨行业展望报告，旨在从
建筑设计与规划的角度，对未来一年全球即将
发生的事情提供切实可行的洞察。
这份报告以
CRTKL对建筑、场所、环境的研究为基础，涵盖
了从大到AR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小到到
住宅建筑中增设宠物设施等方方面面。

2 | CRTKL 2021年预测报告

在CallisonRTKL，我们致力于了解今日之变化
如何影响明日的城市、建筑、空间和体验，同时
我们也意识到，传统的设计方法或许不再适用
于2021年。
在本次报告中，我们探讨了酒店、办
公空间、综合体、城市规划、医疗和住宅建筑的
全球趋势。
作为设计师、规划师、建筑师和创新
者，我们试图从自身角度出发来审视各行业的
趋势和变革。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有责任让居住在我们设计
的建筑、社区和城市中的人们的生活更具韧
性——而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加坚定了
这份责任感。
本报告反映了我们的愿景，希望您
能够与我们一道为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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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景观和城市设计
(PLUD)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重新评估生活方式对周边世界、特别是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建设更加
美好、更加社会化、更具灵魂、更可再生的城市环境，将是城市规划的重要方向。

除了生活方式，还要考虑社会价值观与社区街区的关系、社会经济差异对城市的影响。
从

城市更新到城市复兴等概念的演变，再到对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探讨，让我们也进一步关心
阶层、年龄、性别、企业、产业等其它因素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注意到，在集体意识越来越强的地区，兼具公有、私营、社会属性且拥有
共同社会目标的企业越来越受城市建设者和民众的欢迎。

在疫情、动态城市解决方案、再生性设计理念和生态系统方案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
条新的发展路径出现了。
为了给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给地球创建更美好的环境，自给
自足的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倡导秉承10项关键原则建设更宜居、更具韧性的城市。

实现这一理念的关键是加大对主要基础设施升级项目的投入，包括住房、交通、水、能源、
医疗、互联网、自然资产保护和减少碳足迹。

虽然人类社会短期内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复苏，但上述投入措施有助于提升人们对长远可

能发生的灾害事件的管控能力（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生物医学灾害）。
长远来看，社会的首
要任务是保护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增长，并为所有人开创发展机遇。

在实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将经历重新调整，涉及就业岗位创造、教育、
医疗、住房自有、公共交通、替代性交通模式以及环境保护。

在未来的一年里，明确各项新指标的定义将能够为这些目标相关的决策提供指导性意见，
并针对生态系统演变及其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给出见解。
考虑到环境和社会效益与商

业效益并重的情况，建筑环境的成功将取决于多方面的评价，涉及幸福指数和清洁度等多
方面因素。
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的传统市镇中心

规划、景观和城市设计

“我们如何才能在实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目标的同时捍卫城市的未来？答案便是以

行人而非车辆为中心设计交通出行方案。
”魏力认

为：
“我们应重新定义当前的交通运输设施，寻找替
代性出行模式，同时更加注重步行、骑行和公共交
通出行模式。
”

数字化基础设施

当前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城市和公共空间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维多利街区G + D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

据估计，到2050年，全球城镇人口将再增加25亿。
到2119年，只有通过重新建立与自然界的联系，尤
其是绿植，城市才能正常运转并供养城镇人口。

CRTKL的Noel表示：
“这其实需要我们对空间和场

所进行正确的管理和照看（curation）——我们负责

规划和设计硬件设施，软件则是空间与场所的生命
和灵魂。
”

在疫情期间，开放空间的优势和重要性与日俱

增，市民活动区域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和自我意

识的关键。
相较于以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近便的

我们应该将城市视为一个鲜
活的有机体——公园和绿地
正是赋予有机体生命的“肺”
，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TOD）是有机体的连接动脉。
Noel Aveton
副总裁
达拉斯

TOD模式倡导在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的短时步

行距离圈内满足人们的大部分日常需求。
这就是所

谓的“15分钟城市生活圈”
，它将住宅、商业、休闲和
开放的绿色空间结合在一起，打造具有浓厚地方特
色的繁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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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ble）公共开放空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

施，这些空间不但具备环境效益，而且兼顾公共健
康需求，为民众提供理想的社区活动空间。

重新思考城市流动性

在后疫情时期，全球近一半（46%）的消费者将更依
赖私家车出行，并减少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

由于人口越来越活跃，流动性越来越大，传统交通
运输设施正在接近承压极限。
但是，仅仅依靠系统

优化并不足以缓解这种压力。
我们还需要在交通运
输领域实施重大变革，除推动技术进步以外，我们
更要关注人们的体验和生活质量。

CRTKL上海办事处规划与城市设计业务副总裁魏力

（Lily Wei）表示：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出行框架，使
其更安全、更环保、更健康、更具社会吸引力”。

1.
2.

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制定、管理和设计
迅速广泛部署的数字基础设施

根据Gartner的最新预测，到2021年，一半的大型

工业公司将使用数字孪生技术；Juniper Research
的数据表明，数字孪生技术的收入将从今年的98

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130亿美元；
Grand View

Research则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字孪生市场将
达到260.7亿美元。

城市环境与数字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能够捕捉
实时数据并实现交通运输自动化操作与管理的传

感器无处不在。
宽带和Wi-Fi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关
键基础设施，电子政务正逐渐渗透到各个层面，路
边管理数字化以及数字孪生正在逐渐成为城市规
划的基本要求。

ESG —— 可衡量且可供投资

投资具有良好社会责任履历的企业将能够获得丰
厚的回报。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截至2020年3月底管理
资产总额达6.5万亿美元（5.3万亿英镑））的一项分
析表明，在危机期间，就用于追踪公司绩效的投资

基金而言，94%的情况下，在ESG问题上评级较高的
公司损失的钱比评级较低的公司少。
（ESG，即环境

（Environment）、社会（Social Responsibility）、公

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是一种除财务信
息外，整合环境、社会、治理多维因素，以衡量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与长期价值的理念和实践方式。
）

投资组合面临的ESG压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投资
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股东对于建筑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咨询量相较以往
增加了五倍。
相较于短期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许

多企业都更加积极地寻求相关指导意见和支持，以
便实现自身的ESG目标，让企业资产顺应《巴黎协
定》相关目标的要求。

CRTKL迪拜办事处EMEA规划、景观和城市设计业

务负责人Matthew Tribe表示：
“如果你把重心放在
打造一个既能给人以便利又兼具相关性和差异性
的场所上面，那么其他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
”

CRTKL副总裁兼数字化转型业务总监Bill Kwon表
示：
“如果我们能够将人类技能与AI能力有效结合
在一起形成新的系统，那么我们将能够制定颠覆

性的商业战略，帮助人们管理日益增加的复杂事务

（complexity）
，并增强人们的体验。
”

城区设计应侧重于满足社
会需求而非解决硬件问题。
Matthew Tribe

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规划、景观
和城市设计业务负责人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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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鲍尔斯顿区

规划、景观和城市设计

提高运营效率

我们须确保手中可支配的的材料是正确的、适宜

的。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曾指出，运营排放（建筑加热、制冷和照明

能源产生的排放）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8%。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城市“分区规划”的历史本质。
通
过这场疫情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上班族群体的支

撑，城市金融区的功能受到影响，其周边行业也陆续
受到影响——商店、餐馆和酒吧的市场变得冷清。
为

CRTKL洛杉矶办事处性能驱动设计负责人Pablo La

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或降低相关风险，我们应在

候，通过被动式技术实现能源节约。
只有这样，才能

以类似于循环经济模式运作的本地化生态系统。
有

Roche表示：
“我们设计的建筑应能够适应当地气
生成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可持续性能源。
”

数据中心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当前，由于
云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远程工作的人数也远胜以
往，数据中心的数量不断增加。
多年来，工程师们一
直在尝试解决大型技术中心的冷却问题。
随着现代
创新技术的发展，数据中心产生的巨幅热量可以得
到回收再利用，通过区域供热系统转化为可供其他
办公、住宅建筑使用的电力或热能。

Pablo表示：
“同样，作为大规模商业项目的组成部

分，修建城市农场和花园可以作为一种可持续性方

案来解决供养城市居民的问题。
虽然目前来看，这种
想法比较激进，但随着水培和垂直耕作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这不失为一种减少人类碳足迹的好方法。
”
Pablo补充道：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全局，
让新的开发项目能够与周边环境相辅相成。
如果说

人们需要驾驶燃油汽车才能抵达超可持续性建筑，

那么建造这样的建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要想
打造面向未来的空间和场所，我们必须采用以公共

交通为导向（TOD）的设计理念，在以公共交通站点
为中心的短时步行范围圈内创建集住宅、商业和休
闲功能于一体的多用途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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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是未来发展趋势

城市设计过程中引入更加全面的综合性方法。
具体
而言，城市应被设计成为一个具备自我维持能力并
了住宅区，就会有居民；有了酒店，就会有入住的客
人；
，这些居民和客人也将成为周边设施现成的客
源。

将多种用途集合为一体的模式也必将成为未来发展
理念的核心。
建筑可以并应当具有多种用途，即一天
中不同时间点应具有不同的用途，如早上作为瑜伽

馆，白天作为咖啡馆，夜晚作为演艺厅。
同一项资产，

若能得到灵活利用，则能够满足一系列用户的需求。
Matthew表示：
“当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越来

越灵活，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这样的融
合（blended）空间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房地产也正

在演变成为一种更具响应能力、更具韧性的服务行
业。
”

“随着单一用途的建筑逐渐演变为数字化水平更

高、更具适应性的混合用途环境，十年后，针对所有
类型的房地产将出现新的估值方法。
”

在下一个新常态中，重构现有资产的用途已是势在

必行。
通过调整再利用，城市与现有建筑及体系将协
同运转，并可根据未来发展的需要补充新的建筑和

结构，同时满足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要求，并迎合我们
当前对空间的使用方式。

CRTKL 2021年预测报告 | 11

医疗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将医疗推向最前沿，成为各地及全球事务的重中之重。
伴随这场疫情

给人们工作、出行和消费能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卫生与健康的商业性影响也开始显现。
在评估一个经济体的健康程度时，个人健康和集体健康也被纳入其中。
在抗疫一线，基因组代码、疫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词汇接连涌现，而科学、数据、技
术和健康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医疗行业持续为其他行业的运营、物资和实践提供指导信息，而住宅、办公空间、零售空
间和酒店等场所也在不断地从医院和医疗场所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基于这样的背景，再加上疫情期间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行业仍然是一个适合
长期投资的领域。
疫苗和相关治疗方法的研发承诺促使制药、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成为
首选投资领域，因此与其他S&P行业相比，医疗行业将出现适度增长。

2021年不只是遏制疫情、走向复苏的一年。
新的医疗产业格局将推动众多必要举措的
整体改革，在此过程中，远程医疗、心理健康和代际关怀将成为焦点。

住院治疗服务的发展步伐将逐渐放缓，并可能导致医疗体系的过度建设。
三级医疗机构
将专注于慢性病的收治工作，而学术性医疗中心将致力于推动医疗创新和发现。
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许多医疗卫生体系开始在可用资金不足的情况

下进行整合。
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将以一个“主要”的中心医疗设施为主，以多家外围医院
为辅，其中外围医院负责提供非紧急医疗服务，因此所需的基础设施较少，患者停留时
间也较短。

不同代际人群需求的均衡考虑以及使用便利性将成为全新医疗卫生体系的关键 。

新泽西州樱桃山，肯尼迪大学医院樱桃山医院

医疗

为不同代际人群而设计

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人口结构的变化
也会给医疗体系的设计带来影响。
在美国，
“沉默的
一代”和“最伟大的一代”人数越来越少（共计2500
万）；
“婴儿潮一代”人数约为6800万，X世代约为

6500万，千禧一代为8200万，Z世代为8600万。
5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约为9300万；中间年龄段人数较

未来，我们将看到服务于社区
的分布式医疗体系，同时远程
医疗也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
Beau Herr
副总裁
达拉斯

少；40岁以下人口总数超过1.68亿。
婴儿潮
一代
千禧一代

68M

65M

X世代

82M

86M

Z世代

*美国统计资料

远程医疗将改变建筑环境

理、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患者教育、健康信息服务以及
借助电信和数字通信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护理。

技术支持的护理模式指那些需要借助电信和其他移

群的人数占比差距要小得多，其中15岁以下人口约

床服务的远程护理。
远程医疗的出现提升了医疗服

占欧洲总人口的16%，65岁以上人口约占19%。

那么，应如何基于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来设计并规

动技术提供辅助的护理模式，借此实现临床和非临

务的可及性，简化了医疗服务管理，使患者能够掌握
对自身长期护理的知识。

划与之相匹配的医疗体系？我们需要从为这些人群

Medicare按服务付费（FFS）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2

辈制定医疗决策，而X世代则开始为婴儿潮一代的

诊总人数的0.1%，到4月该比例已攀升至43.5%，也

制定医疗决策的群体入手。
婴儿潮一代负责为父母
父母们制定医疗决策。
大多数医院都侧重于为婴儿
潮一代和其他老年群体提供住院治疗服务。
鉴于婴

儿潮一代饱受慢性病困扰并且对医疗服务具有高度

月Medicare基础医疗就诊人数占当月基础医疗就

就是说，每周通过远程医疗就诊的人数从2000人左
右增加到128万人。

依赖性，目前这样的体系设计很合理，但是我们也必

未来，数据和算法的收集将更多的借助技术、大数

化的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同时还需要照顾自己千禧

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设备以及基因组

须认识到，X世代正在慢慢开始照料逐渐迈入老龄

一代或Z世代的子女们。
因此，X世代对医疗行业的
影响力最大。

这些世代人群正在逐渐接受远程医疗服务，并且X

世代人群正在将科技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医

便利性及个人时间的占用将成为影响医疗决策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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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Henry

健康与卫生业务负责人
达拉斯

远程医疗涵盖健康及健康相关的服务，包括医疗护

相比之下，全球范围内15岁以下人口约占全球总人

口的26%，65岁以上人口约占9%。
在欧洲，两个年龄

如果对精神健康问题置之不理，打造健康社区的目标将无从谈起。
身
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之间有着根本性的联系，但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将
两者分开对待。
因此，行为健康治疗中心的数量将有所增加，相应的
社区危机处理中心和住院治疗设施也将有所增加，这些场所将着重
为患者提供降阶梯治疗（de-escalation）、咨询、康复和持续性病情
管理服务。
此外，随着降阶梯治疗、咨询、康复和持续性病情管理服务
的开展，更多患者将能够获得所需的治疗。

为行为健康而设计

精神健康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类疾病通常被称之为“

行为健康疾病”
，这也是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一个重

要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全球有近10亿人正在遭受精
神健康疾病的困扰，而中低收入国家超过四分之三
的精神健康疾病患者根本得不到所需治疗。
患有严

重精神疾病的人比一般人群（没有精神疾病的人）早
死20年，而自杀是15-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亡原

因。
2020年上半年，行为健康领域的初创企业获得

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在2020年，投资者

向精神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初创企业累计投入了超过
10亿美元的资金，这也是所有健康类别中获得投资
最多的领域。
精神卫生与健康领域的交易活动也最

为频繁，在2020年上半年累计进行了106笔交易。
随着人们对精神健康的认知不断提升，以及心理疾

病的去污名化，这些投资的结果将在2021年开始显
现。

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福音堂医院

据、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AI）来预测可行的护理
代码的应用将使医疗服务变得更加个性化。

CRTKL研究总监Sarah Wicker表示：
“我们可以看

到，远程医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具体体现在FitBits等医疗可穿戴设备

和视频会议预约等。
这场疫情给行业带来了颠覆性
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大规模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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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建设更好的就医环境——未来的医院是什
么样子？
未来，我们可能不再将其称之为医院，而是交互式治

未来的医院还将出现协作式空间，优先设置办公工

心将采用物理治疗与虚拟治疗相结合、技术与科学

约工作室等。
这些空间采用通透设计，既可以保护隐

疗中心（interactive healing center）。
交互式治疗中

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提供高度交互的面对面诊疗服

务，同时更侧重于综合性治疗。
在这些治疗中心中还

作室，例如团队护理空间、远程问诊工作室或网络预
私，又便于观点交流。

将增设样本采集和测试实验室、团体治疗室、保健食

大型指挥调度中心将负责监控远程医疗设施以及患

用于监控心率、血压、步幅、睡眠）专卖店等。

域可供其他专科团队使用，空间设计有利于激发创

品零售店以及时尚的可穿戴技术设备和医疗设备（

未来的专科医院将配备磁共振成像、CT、X射线等大
型诊疗设备以及其他专业设备。
咨询室和体检中心

也将继续存在，但是规模更大，且对智能技术的应用

者出院后的居家康复护理情况。
中心周边的办公区
新和横向思维，可以为团队营造一个静谧的纯学术

研究氛围。
这里没有患者和家属的打扰，是医疗工作
者的专属空间。

度和集成度更高。
届时，诊所仍将继续提供护理服

未来的医疗空间可能会摆脱刻板的无菌消毒空间印

一侧重肿瘤疾病患者，周二侧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多接触自然有助于患者改善身体健康）。
健康步道、

务，但是可能会制定具体的每周时间安排表，例如周
等等。

象，引入更多的绿植，采用亲近自然的设计理念（即，
禅宗花园、绿化墙等简单的设置都能够为有需要的
患者提供极大的帮助。

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瓦萨
兄弟医疗中心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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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英国莱斯特共享办公空间The Wullcomb

纵观全球，城市及郊区人口都在进行迁移。
因此，助力营造社区氛围、鼓励社会化的解决方
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助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无论过去或现在，家都不仅仅只是我们睡觉、做饭、洗衣、吃饭、穿衣和娱乐的地方。
家的作
用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已经成为我们的办公室、健身房、购物点和零售空间。
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不得不在家中完成更多的事情。
在此期间，我们可能发现了许多
令人享受并可以继续在家做下去的事情。

CallisonRTKL伦敦办事处住宅业务负责人John Badman表示：
“2021年，在摆脱疫情阴霾
的同时，我们也将努力平衡各项生活需求。
我们可能会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满足自己的
生活需求，例如使用本地服务和供应商、就地办公、采购本地产品、减少出行等。
所有这些
行为都有助于提高场所的社会价值，促进住宅区居民对环境的影响。
”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维多利街区G + D

住宅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威尔逊大街4040号

在便利设施上加大投入，稍加改进
（WITH A TWIST）

虚拟健身设施或便携式工作空间等有助于保持社

交距离的便利设施，正在住宅区兴起。
同样，尺寸适
中的阳台、公共露台及外部露台也成为住宅建筑的
必备要素，接触自然和亲近自然的设计，成为购房

者和租房者考虑的差异化因素。
CRTKL在《新住宅

体验——第2部分》中探讨了住宅设施的全新定位。

不是所有阳台都一模一
样——占地面积理想、配备
电气和照明基础设施的阳
台更受人们青睐。
Marc Fairbrother
办公空间业务负责人
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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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表示：
“让自然渗透城市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
们会发现，从屋顶到温室、再到绿树成荫的城市人

行道——以及家中的阳台——绿化正在悄然渗透城
市生活。
”

享受户外自然美景带来的身心愉悦，哪怕只有一点
点，也将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诉求。意大利建筑师
博埃里（Stefano Boeri）的建筑“垂直森林”所展示

的那样，即便住在高楼的20层，打开窗户也能看到
一片绿色森林。

此外，美国多户住房委员会（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与金仕力房地产协会（Kinsley ）
联合发布的《2020年公寓居民喜好报告》指出，居民
普遍关注基本设施配置，包括经改进的暖通空调系
统、隔音墙、垃圾处理设施、Wi-Fi网络、一体式洗衣
机和烘干机等。
CRTKL在《公寓生活空间增加的新

潮流》中深入探讨了人们对更多灵活性空间的持续
需求，这些空间可用作办公区、教室、媒体影音室或
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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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老年公寓——关注老年群体的身心健
康，铸就更健康的未来

Daun表示：
“最后，应该摘掉这类家庭和社区的“老

围绕医疗护理和家庭资产展开。
如今，对于健康、财

技术驱动的体验成为新常态

老年公寓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从前，行业对话主要

富和家庭的新态度已经成为引领行业的新话题。
住
宅开发项目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旨在打造能够
给人以激励和抚慰，并与家庭、社区及周边设施建

立联系的环境，以便更好地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
口的需求。

国际健康老龄化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ctive Aging）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

为，到2023年，健康的生活方式将成为退休群体的
最基本保障。
从远程医疗到代际项目，老年公寓行
业还将继续发展演变。

年人”标签，让老年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上健
康、有所作为的生活。
”

道理很简单：具备适应能力的建筑将能够存活下

来，不具备适应能力的建筑会慢慢淡出舞台。
John

Badman认为：
“建筑功能重构和再利用将越来越普

遍，从前的单一用途资产（例如办公室或购物中心）
将慢慢转变为具有多重用途，并能够满足生活方式
需求的环境。
”

他还表示：
“现有住宅建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够
在保护当前建筑的同时，使之经得住变革的速度？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建筑基础设施已经很难追赶
这样的发展步伐，更不用说我们的认知能力了。
”

相较于现代技术的蓬勃发展，建筑的使命寿命可谓

从根本上说，未来的老年公
寓应该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
多选择，并创造新的开端；应
该能够以酒店、住宅和医疗
设计理念相结合的模式取代
传统的机构医疗模式；应着
重发展城市特色，涵盖零售、
文化和市政等领域；并应该
成为连接社区和城市的纽带
和延续。
Daun St. Amand
住宅部负责人
洛杉矶

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将设计重点放在最重要的特

征上——连通性（connectivity）。
只要我们能够赋予
基础设施以连通性，那么未来的技术自然能够适应
建筑本身。

租房已经成为一种选择

尽管失业率高达13.3%，但公寓行业依然取得不俗
表现。
对于租房者来说，租住区域的灵活性具有很

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字也与此类似，英国和澳大利亚
开始效仿德国和迪拜，租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对于那些存在短暂租房需求的人，公寓可以满足他
们在当前和未来的各项定制化需求。
无论你是刚刚
走出校园的学生，还是想要缩小住房规模的老年

人，或者是正处于工作更换或调整期的专业人士，
租房都能够满足你不断演变的住房需求。

城市难民和数字游民——向郊区转移

随着企业居家办公政策的延续，2021年人口还将持
续发生迁移。
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预测，到

2021年底，25%~30%的劳动力将每周在家工作多
天。
Daun St. Amand表示：
“现在的人们都倾向于

在离家最小的半径范围内活动。
相较于大型购物中

与这种小半径范围活动理念相一致的是我们在前

面提到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人们可以在15分钟
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达的范围内，满

足所有基本生活需求（休闲、餐饮、服务和娱乐）。
这
种超近距离的综合体模式不仅有助于降低风险，而
且有助于重建受疫情影响极其严重的地区

可持续发展

了解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并能够将建筑与环境联
系在一起，这种策略仍是2021年的工作重点。
John

Badman表示：
“我们期待在整个欧洲看到这样的房
产组合项目，借助产品和设计的改良，通过全局性
方案适应气候、运营商和未来居民的需求。
这并不
是一种简单的‘复制-粘贴’模式。

心，这些较小的郊区综合体更有助于人们平衡和把

开发商和项目方会采取有针对性的独特的环保举

度较低，并且拥有各种各样以往仅市中心才有的便

的客户，自然也会注重他们的住宅的可持续发展

控风险。
这些综合体更具韧性，对驾车出行的依赖

利设施，可以充分满足居民、购物者和游客的需求。
小型‘夫妻店’往往更能遵守疫情期间的各项安全

措，因为他们知道，能意识到人类活动会地球生态
性。

要求。
”

佛罗里达州椰子林The Markers

大的吸引力。
Zumper在《2019年美国租房者状况报
告：房产拥有者和美国梦报告》中指出，32%的受访
者认为美国梦并不涉及拥有住房，20%的受访者表
示从未有过购房计划。

32%

受访者认为美国梦
并不涉及拥有住房

*Zumper《2019年美国租房者状况报告：房产拥有者和美国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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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空间

在疫情出现之前，办公空间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如今，它依然处于持续演变的状态，只是
演变的速度更快了。

在前景尚未明朗之前，很多租户都迟迟不做决策。
当然也有许多企业已经将灵活的办公空间
视为其整体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此外，考虑到当前的具体环境，企业还需要评估所需的灵活
空间数量以及其目的。

企业对位于关键位置的甲级写字楼的需求仍将居高不下。
利益相关方一致认为，企业对办公
空间的要求和需求将逐渐减少，但不会彻底消失。
鉴于此，越来越多的租户开始放弃原有的

高品质、设施完善的空间，部分甚至从未使用过，增加商业空间的数量和种类，使办公空间租
赁市场变得更加有利于租户。

伦敦、纽约、上海、迪拜和墨尔本等全球主要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并且随着新建空间或
全面翻新空间的交付，这些城市的办公空间租赁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
种种早期迹象
表明，除非租赁活动大幅增加，否则在新的一年供应水平可能还会呈上升趋势。

要想缓解当前的供大于求局面，业主和运营商可以对现有办公空间进行重构，或使其能够用
于其他用途，这种混合应用理念也将成为未来办公空间的主宰。
就中短期而言，未来仍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
租户在制定长期战略时，会更多地将灵活办公空间作为临时解决方案。
办

公分散化的趋势也将对办公空间租赁市场产生影响，降低对传统租赁办公空间的总体需求。
对于某些特定行业来说，传统办公室及典型的业务功能仍然必不可少。
展望未来，随着家庭、
酒店和办公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种传统办公空间模式与其他替代性办公空间模式
共存的现象将成为常态。

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泰森斯角Appian全新总部大楼

办公空间

空置率已经下降——并可能保持这样

从短期来看，一旦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雇主认为安

办公空间密度以及我们的追踪方式将
发生巨大变化

效率不高的员工或那些愿意在办公室办公的员工

公空间将成为大多数地区的持久性变化趋势。
然而

全返岗条件已经成熟，则办公室将为那些居家办公
使用。
从长期来看，虽然一些企业可能会缩减办公

空空间需求，但是新增业机会和办公空间低密度化

（de-densification）趋势带来的需求可能会与之相

抵。
因此，总体而言，对办公空间的需求的缩减带来
的影响不会很大。

此外，研究公司仲量联行（JLL）发现，第三季度全球

普华永道CEO小组调查显示，CEO们认为低密度办

这些CEO的地区文化背景差异影响着其对于办公空
间密度的认识。
在拉丁美洲，69%的受访CEO认为

低密度办公空间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19%的受访

CEO倾向于在未来采用以员工为导向的办公模式；
相比之下，在北美，CEO们对低密度办公空间是否将

成为一种持久性变化的观点意见不一（各占49%）。

租赁活动比去年同期下降46%——尽管这与第二季

2021年，办公空间将采用哪些新的衡量指标？

炎疫情最先爆发的地区，亚太区似乎是唯一的亮点，

诚然，如果办公空间密度降低，那么建筑师们将拥有

52%，美国下降55%。
仲量联行的报告还显示，作为

助理Claudia Beruldsen认为，这些新选择取决于办

度相比有所进步，但市场需求仍然低迷。
作为新冠肺
第三季度的租赁活动同比仅下降5%，而欧洲下降

美国写字楼市场的一个主要晴雨表，美国转租市场

正面临着比互联网泡沫时期更大的泡沫，到2020年
底可租用空间可能达到1.5亿平方英尺。

那么，这些短期和长期预测与本地及全球发生的事
件有何关联呢？

更多新的设计选择。
CRTKL德国慕尼黑办事处高级

公空间的占地面积以及企业从房地产角度出发对于
办公空间密度降低的反应。
她表示：
“从设计的角度

来看，办公环境的灵活性和连通性变得非常重要，因
为可能存在面对面开会的需求，也可能存在以技术
为支撑的远程会议需求，人们对混合办公解决方案
的需求会有小幅增加。
”

达拉斯办事处副总裁助理Michael Horton表示：
“这

此外，5G技术和新传感器技术的出现将可对房地产

们正减缓搬入新办公场所的速度。
那些已经搬入新

需求。

与我们从租户客户那里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客户

办公场所的客户，在密集程度、社交距离或是对返回
办公室办公上的要求都大相径庭。
CRTKL西雅图办公室

投资组合进行全面优化和管理，使其能够满足未来

中国北京联想园区全球总部

办公室作为企业文化中心的功能性需
求更胜以往

健康便利设施

过面对面的形式加强社交合作和建立良好关

查力度，并借助各项系统持续监测居住者的健康情

随着居家办公状态的持续，人们可能无法通

系。
CallisonRTKL调查结果显示，员工想要返回办
公室办公的首要原因是希望能够与团队成员进行
面对面合作。

在未来的混合办公空间模式下，办公室需要为返岗
办公人员提供文化上的交流，并为居家办公人员提
供沟通和联系所需的技术。

伦敦办事处办公空间业务策划人Jeanne Wood表

示：
“要想让员工返回办公室办公，我们需要给出合
理的理由。
办公室应该能够为员工提供必要的技术
和运营支持，帮助他们轻松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
这是推动办公室成为企业文化中心的一项重要因

素。
此外，创造一个有利于分享、社交和向他人学习
且更具协作性和专业性的办公氛围，有助于形成更
强大的职场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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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住宅空间一样，2021年的办公空间将注重打造

户外空间，加强写字楼入口处的健康检查和体温筛
况。
要想实现这些增强型目标，办公空间需要具备
很高的灵活性。

我们会这样问自己“用户在某
一特定时刻会有怎样的感受
或影响？
”
“我们应如何让每一
个时刻都变得更美好、更便
利、更简单、更愉快、更具人性
化？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后，
我们便可以设计相应的方案。
Dena Yamaguchi
总监
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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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空间

办公空间2.0包含以
下三个方面的定义：
人 PEOPLE

可以被解读为对员工和客户的情感需求和功能需求

感同身受——他们需要借助办公空间内的哪些要素来
提升工作表现，并感受到身心安全？

场所 PLACE

工作环境需要具备灵活性、可选择性以及非传统工作
方式，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形成。
场所建造过程中，离不
开专为协同工作和分散工作模式而设计的各种新的
设施和服务。

目的 PURPOSE

明确工作目的对于打造成功的办公空间来说至关重

要——注重内部团结、培养员工团体意识，并使雇主和

员工始终谨记最终目标是有助于推动企业蓬勃发展。

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Enjoy.com Electronics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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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娱乐与混合功能区
(SEDS)

疫情引发的行为变化对邻里街区和商业街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邻里街区和商业街区在提
升自我维持能力的同时，打破了传统规划理念，致力于更好地满足周边社区的需求。
一栋建筑
一个用途的理念不再是硬性要求。

虽然商业街区的重构已经开始，但许多受疫情激发而生的现代化的建筑结构早已投入使用，
例如可适应社交距离准则并提供多种循环路径、同时兼具灵活性和通透性的单层建筑结构

等。
这些结构的使用有助于提高现有大型零售场所的绩效。
户外、现场速得（drive-through）

的混合性购物体验将演变成未来的新趋势。

“关上一扇门，另一扇门就会打开”
，挣扎中的传统百货商店模式会迎来创新，以更好地满足

消费者和社区的需求。2020年11月，企业家兼Tortilla创始人Brandon Stephens带来了对百
货商店进行改造的愿景。
Stephens把百货商店改造成了混合空间，其中包含办公空间、会议
室、餐厅、酒吧和咖啡馆、社交区以及健身设施和康乐设施。
他希望能够“创造出具有本地特

色、能够满足当地民众所想所需的场所”
，而不是将一种理念生搬硬套于各个不同的城市。
无论是打造新型商场，还是具备高度适应性与灵活性的数字展馆，善于创新的人都会发现想
与体验式空间进行互动的社区。

住宅区也为传统购物中心提供了零售以外的新机遇。
许多商业地产开发商正在积极探索并将
其业务范围扩大到住宅领域。
在购物中心周边或上方打造住宅投资组合，能够为老旧资产开

辟新的创收渠道。
同时，这样的住宅组合能够助力产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为渴望城
市生活的郊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务。

由于零售业的价值降低，对零售设施进行重构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议题。
目前，兼具零售与
住宅功能的建筑已经形成发展势头，兼具零售与办公空间功能的建筑机遇也开始涌现，并有

望在未来变得更加普遍。
购物和娱乐区可以借助这一新势头，在刺激当地经济的同时，发展成
为社区中心。
2021年，购物中心将结合本地化特征和零售与休闲理念，为城市提供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选择。

我们预测，这些使综合体成功发展的因素将为2021年的购物和娱乐区将带来巨大的变化。
卫生与健康

英国伦敦ICON Outlet

SEDS

卫生与健康

民众的健康和福祉是我们一切的核心。
在后疫情时
代，消费者和居民们想要在保障家人安全健康的基
础上，拥有新的社交生活圈。
邻里街区层面的服务

将变得更加重要，包括杂货店、药店和诊所，以及能
够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零售空间等。

为城市（郊区）发展奠定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场所营造就是建立连接。
如何实

现连接？打造兼具灵活通道和自由整合功能的公共
空间，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如果一个空间既可以

连接公共交通网络，又融合各种不同用途，那么它

不仅可以满足包容性的需求，还可以促进未来的业
务增长。

适应性、灵活性和阶段性

根据我们的经验，采用分阶段的战略方式来推进购
物中心向综合体的过渡，有助于拓展新用途，并凝
聚周边的社区。
一定要深思熟虑，以确保即使增加
新的用途，各空间仍能够很好地衔接在一起。

从商场过渡至综合体以及社区结构

零售综合体不应成为社区的障碍或分隔线，而应具
有包容性并能够融入社区。
此类零售空间的设计方
案应注重打造能够促进深度互动的空间，模糊场地
与公共区域之间的界限，不做社区内的“堡垒”
，而
是成为社区活动室。

增强用户体验

利用数字原生品牌和快闪店优化闲置
空间

数字原生品牌将成为零售新纪
元。
虽然个别零售商关门，但
仍新的零售理念和现象在不
断涌现。
对于正处于低迷期的
百货商店来说，数字化陈列不
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例
如品牌灯箱和neighborhood
goods（新型百货商店）等。
随
着这些数字初创品牌的成长，
它们可能会在购物中心占有一
席之位。
Jeff Gunning

购物、娱乐与混合功能区业务负责人
达拉斯

疫情期间，DTC品牌（Direct To Consumer）一直在

利用快闪店、不同的商业形式或关键商业街区位

置来推广他们的品牌，以避免亏损。
据《女装日报》
(Women’s Wear Daily)报道，减少面对面销售、增
加橱窗购物和橱窗展示将成为这些临时空间未来
的发展方向。

综合体的成功取决于能否为用户提供积极和良好

此外，零售即服务（RaaS，retail as a service）租赁

括了服务、信息流通和数字化体验。
用户应能够同

称之为租赁模式的终结者——但据Essential Retail

的体验。
这些体验不仅指表面上的空间设计，还包
时体验这些服务，享受愉悦的购物行程。
除了空间

内部的用户体验外，这种体验还必须涵盖公共领域
和场所之间的区域，并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

模式也是传统零售业的新选择。
这种模式有时也被

报告称，RaaS能够为零售商提供建立客户关系的实
体空间，并且零售商无需为获得此类空间进行大量
投资。
未来，零售商可能根本不必再与公司签订合

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泰森斯角

学习ThirdLove、Warby Parker、Casper、Allbirds和

Away等线上到线下（online-to-offline）零售商的成

功经验。
研究公司仲量联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
将有超过850家数字原生品牌开设门店。
那么，快闪空间应如何融入其中呢？
快闪空间可以作为孵化器，为未来的独立零售商提

供引导。
快闪空间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因此成为引
领零售业未来的理想选择。
CRTKL西雅图办事处副
总裁Michael Lee表示：
“零售商可以在没有固定零

售店面的情况下，借助快闪空间赚取零售流量和利

润，省去固定店面投资。
快闪店有时会出现在百货商

店，有时会出现在户外公共场所，如波士顿海港等。
快闪空间的吸引力在于，它们可以使综合体兼具电

打破常规：医疗/生命科学综合体

2021年，生命科学研究场所的投资将持续扩大。
举

例来说，开发商Hines正在与2ML房地产公司合作，
在休斯敦毗邻德克萨斯州医疗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的位置建立占地52英亩的生物技术中心综

合体，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医疗设施和产业集群；另一
个案例是位于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的购物中心改
造项目，此项目毗邻Atrium Health急症护理中心。

在生命科学中心周边新建与之相辅的项目可以为当
地民众带来更多便利，比如带有健身步道和远足小
径的公园绿地、高科技实验室、医疗保健提供商（创
造性综合医疗中心）、高等教育卫星、健康类餐饮服
务和健身俱乐部等。

商和实体店的特征。
”

同、安装固定设施、签订长期租约或投资引入昂贵

的零售终端技术。
RaaS还能够让线上零售商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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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S

的互动，而非与当地社区隔绝开来。
全天候创意规

多年来，CRTKL一直在预测零售业和消费者需求的

社区激活与体验规划等，都有助于将体育场馆的角

商家建立真正的联系而非机械的互动。
用户体验规

划、与社区组织合作开展青少年体育项目、专注于
色从壁垒式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聚集空间。

CallisonRTKL在设计全球知名购物中心和综合体
建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美国盈利最高的10个

购物中心中有5个来自于CRTKL的设计。
基于我们

在商店和购物中心设计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对业
主、零售商和购物者的观点有着独到的见解。
零售
行业近年来一直在经历转型变革。
消费者对包容

性、独特性、互通性和真实性的需求促使零售行业
的重点重新回归到体验规划。
永远在线的电商零

售让高下立等可见，并激发了一系列全新理念来通
过全渠道服务获取最终用户。
对于多元化的迫切需

走向。
我们的情报显示，购物者很机智，他们渴望与
划对设计购物中心至关重要，但我们也需要投入同
等的时间来规划购物行程，就像我们管理相关的购
物空间一样。
购物中心不能是一个孤岛，它必须成

为一个能够融入社区并反映其价值的聚集地。
从更
广泛的意义来看，零售业是一个结缔组织，能够将
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合在一起。

“演变”已不仅是必要的，更是是关乎人类健康、行

业健康乃至世界健康的重要因素。
多种功能的综合
体空间能够营造或实现上述健康的环境。
这样的空
间更看重用户互动质量、服务质量、以及容积率。

求促使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积极寻找具有创造性的

新方法，将购物中心变成充满活力且不断跳动的社
区“心脏”。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瓜达拉哈拉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

综合体机场

乐业和零售空间的专长后，机场将能够全面改善乘

前，航空旅客的愿望就已经发生了转变。
如今，要想
获得并保持旅客（包括飞行常客）的忠诚度，机场亟

为城市增设多功能运动中心

考虑到旅客行程中每一个可能的接触点：入口处、售

观收入。
体育场是城市再开发的驱动力量，能够刺激

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给航空业带来重大影响之
需专注提升旅客体验。
机场的设计方案中必须充分
票处、安检处、重新安置点、特许接待处、休息处、便

利设施、飞机进站处等。
航空业和酒店行业之间的交
汇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考虑到乘客
的不同需求和偏好，这些项目能给旅客和航空公司
都带来很大的价值。
机场应成为提供优质体验的场
所，而非仅仅只是出行服务提供方。

若能够将空间营造、酒店、艺术和文化、卫生与健康、
可持续性和科技因素综合考虑在内，机场将成为深

受旅客和航空公司员工欢迎的场所。
CRTKL洛杉矶
办事处航空业务负责人Kap Malik表示：
“这场疫情

客的全过程体验。
”

新型“运动场所”可以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并带来可
市区的复兴，以及新住宅、娱乐和办公空间的开发。
多功能运动中心项目的影响远远超出体育运动本

身。
研究公司仲量联行（JLL）开展了一项可行性研

究，帮助亚特兰大勇士队及其所在县寻找理想的位

置，在周边开发占地120万平方英尺的多用途“微型

街区”——The Battery Atlanta。
去年秋天，乔治亚理
工大学企业创新研究院下属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分
析了棒球场和The Battery Atlanta的经济影响。
计

算结果显示，新开发项目将在未来20年内每年为当
地创造1890万美元的净财政收入。

告诉我们，机场必须干净、高效、安全，这是最低要

除了创造收入外，这些主打体育运动的综合体场所

并能够快速通过安检点和测温站。
在汲取综合体、娱

府都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场所和空间增进与当地社区

求，让人们即便身处机场也能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34 | CRTKL 2021年预测报告

杭州龙湖江村A13

还可以为当地社区带来正面影响。
各大球队和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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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零售业历来都是最早对文化转变做出反应的领域。
各品牌都尽可能保持着灵活性，从而在

恪守自身价值观的前提下，从容应对快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随着“无接触”在2020年成为
零售领域的最新流行语，以及零售店大规模向电子商务模式转变，能够成功顺应这些转变
的品牌将在市场上胜出。

CRTKL拥有专门的零售设计部门，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行业的最新趋势，并借此来不断证实
我们对消费者行为的理解，确保对零售客户进行准确的品牌定位和体验分析，顺利实施客

户委托的设计项目。
我们认为，零售店如果能够做好品牌定位与体验分析，将塑造和引领未
来的实体店体验。
这对于零售店至关重要，对其它领域亦是如此。
顾客体验将决定零售业的
未来，最关注顾客体验的零售品牌将获得蓬勃发展。

英国伦敦万宝路大街3-4号SoulCycle

零售业

零售品牌有望为社区乃至全世界做出
更多社会贡献

宣传信息融入到企业运营当中。
与昙花一现的促销

将越来越有影响力。
无论其使命是改善环境还是

餐饮业将成为下一个最佳之选

具备品牌意识并致力于实现更高使命的零售企业
为社区提供支持，都需要零售品牌认真提升包括

每一个客户触点和员工触点在内的所有体验。
根据

《Markstein调查报告（2019年）》
，70%的消费者表

示，他们很想了解自己所支持的品牌是如何解决社

会和环境问题的。
CRTKL纽约办事处零售设计部门

的Michelle Decker表示：
“Everlane（美国轻奢时尚
品牌）是一个在整合数字化零售和实体零售方面做
得较为出色的品牌，他们在每次顾客互动中都体现
了“高度透明”的理念。
当我们受Everlane委托与其

开展合作时，我们从Everlane的品牌使命出发，运用

它独特的零售体验来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的
需求。
”对品牌持久影响力具有高瞻远瞩的整体视

角，才有可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领导者。
短期
的促销活动可以暂时提升品牌关注度，但树立使命
和制定长期目标，则可以彰显品牌对社会更具深远

意义的承诺。
这样的承诺可以让74%对企业营销持
怀疑态度的顾客放下心来，认为该品牌在认真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而这反过来页有助于提升营销活动
的效果。

70%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很想了
解自己所支持的品牌是如
何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

*《Markstein调查报告（2019年）》

例如，Nordstrom（美国高档连锁百货店）已经公布

了其针对2025年制定的目标，这些目标主要围绕环

境可持续发展、人权和企业慈善事业等方面。
CRTKL
达拉斯办事处零售设计负责人David Cassidy指

出：
“Nordstrom致力于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来
服务大众，并在产品标签上讲述遍布世界各地的工

厂员工的故事，包括向他们提供公平的工资。
”另一
个零售品牌——Apolis也已经将自身的经营理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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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比，将企业使命融入发展战略的品牌将能更
有效地建立消费者忠诚度和提高零售业绩 。

75%

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克罗基特街美食大厅

的餐饮服务中心在封
锁期间继续对外开放

*《高纬环球餐饮服务中心报告》

“15分钟城市生活圈”理念专注于就近为居民提供

更为全面的服务，如涵盖零售场所、娱乐设施和酒店
服务等等，并基于此推动各领域的变革。
其实，人们
转向网上购物，对城郊一度陷入困境的购物中心和

周边地产来说，也许隐藏着巨大的机遇，因为线下场
所可以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体验。
CRTKL的Cassidy

表示：
“包括百货商场和开发商在内的许多客户都在
与我们共同构想新的设计方案。
餐饮服务中心是其

略是，除了保留用餐设施之外，可将剩余空间临时

会员app来获知全市会员活动的Nike Rise概念店，

益于餐饮服务固有的灵活性，商场可以快速调整空

克提供的一系列体验彰显了这样一个理念：商店

改造成售货点、表演场所和活动场所。
他表示：
“得
间，以更好地满足顾客的最新需求。
”

中的关键部分。
对开发商来说，由于餐饮服务中心占

提供一流的线上线下双重体验

引更多客流，这些优势可以为他们带来巨大回报。
此

但现在，我们认为零售是一个品牌触点生态系统，

地面积较小、租期较短，而且极有可能为周边设施吸
外，餐饮能提供的服务类型多样，社区氛围浓厚，而
且还有灵活的开放空间，因此可为顾客提供热闹非
凡而又方便安全的用餐体验。
”根据最新发布的《高
纬环球餐饮服务中心报告》
，就安全性和适应性而

言，75%的餐饮服务中心都能够快速调整和重新布

过去，我们认为零售就是指通过实体店销售产品。
涵盖实体店、线上渠道、面对面销售以及无人售货

店等等。
事实上，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20年全球
消费者洞察调研报告》
，45%的消费者表示，自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手机购物。

局，从而在疫情期间继续营业。

因此，设计师不应仅仅关注店铺的外观，还应该关

此外，自21世纪初以来，综合零售体验越来越受欢

特殊时期内，有些实体零售店消失了，但我们也看

迎，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餐饮无疑已经而且将继

续成为促进综合零售场所发展的主要动力。
各大百

注顾客以及与顾客息息相关的各方面。
虽然在疫情
到了能为消费者带来非凡体验的许多新机遇。

货店和开发商都正在设法合理利用空间，将零售和

在实体业务方面，耐克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者。
耐

于克服诸多挑战，同时也可以为制定临时解决方案

售业务提供支撑。
体验式旗舰店Nike House of

餐饮服务相结合。
Cassidy认为，灵活使用空间有助

创造条件。
“由于餐饮服务中心的空间通常都比较宽
敞，在此聚集的人会比较多，因此一个简单有效的策

克擅长提供独特的新零售方式，从而为其传统零
Innovation、使用数据为本地消费者提供最相关商

等等，都是Nike多样化新零售模式的典范之作。
耐

不仅仅是购买产品的场所。
鉴于此，他们将产品、设
计、体验和技术融为一体，为自己的品牌打造了一
个以用户为中心的独特平台。
未来，我们可以更具

创意的方式利用相关技术，进一步提升实体购物体
验，让实体购物更加趣味横生。

我们预计“线上下单，线下店铺取货（BOPIS，Buy

Online, Pick Up in Store）”业务模式将继续呈增长
趋势。
在短暂的BOPIS体验过程中为消费者带来无
缝和个性化的体验对于零售设计来说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
Cassidy表示：
“我们需要明白，有些产品在
网上购买更高效，也更令人愉快，但有的产品就适

合亲身体验，并需要有经验的客服人员进行面对面
接待”。
82%的消费者表示，由于能亲眼看见、亲手

感受或亲自试用，他们更倾向于在柜台购买特定产
品。
“零售业的未来取决于了解哪些产品需要实体

空间来体验，以及这些空间如何优化品牌的客户接
触点。
”

品的Nike Live概念店，以及鼓励消费者在店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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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Rogers旗舰店

零售业

顺应消费者购物习惯的重大改变——
零售商无处不在

作的关键。
同时我们可以借助技术来了解消费者，

在考虑空间设计之前，我
们会先考虑客户体验，并
且我们看到大多数品牌
也在做出这样的转变。

CRTKL为总部位于纽约的Ponce银行设计了一个“

客户体验业务负责人
纽约

那么，我们如何设计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呢？CRTKL纽约办事处的客户体验设计师Lily

Olsson表示：
“顾客对购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消费
者的需求在不断变化。
了解消费者的行为是设计工
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

测试实验室分行”
（Test Lab Branch）。
Ponce银行

可以借助这个实验室倾听客户的需求，从而制定相
应的运营模式，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该实验室还包
括一个模型空间，用于部署最新的数字技术，并对

这些技术进行测试，以便银行员工和部分客户组在
此共同创建新的服务模型。
而且他们都会对服务设
计进行更新。
经过一个月的测试，该分行开始部署
经过验证的、采用了数字技术的全新客服流程，以
及全新的室内设计。

2021年以及更远的未来，消费者行为将继续受到技
术的影响。
随着个性化，以及全天候的碎片化及时

Paul Conder

“这几年，侧重客户体验的空间已演变得越来越精
细和复杂。
以前，零售企业常采用“能给人带来惊

喜，能让人倍感愉悦，便于人们分享”的设计方案。
而现在，他们则注重于实现深度个性化，跨越不同
渠道轻松提供无缝服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

面对面服务。
这样的转变将非常有助于增加消费额

的同时提高长期忠诚度。
”2021年，零售门店设计将
引入数字化技术、服务设计和渠道战略，从而顺应
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通讯，让我们世界变得更小、更紧密。
消费者变得越
来越缺乏耐心，而且对无缝购物体验的期望值也更
高。
这些都迫使零售业快速创新，并把创新从店面
外观和购物感受扩展到更多的层面。
比如，根据仲

量联行的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消费者表示零售商
有必要记住他们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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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

得克萨斯州敖德萨的敖德萨马里奥特会议中心及酒店

疫情给酒店业带来了严重影响，旅客、业内企业、从业人员和相关设施均无一幸免，全球旅游
观光业的可能会蒙受高达5.5万亿美元的重大损失

酒店业不像别的行业，从封闭、集中过渡到到开放、分散。
但在后疫情时代，酒店业也会做出相
应的调整，比如转向防护管理措施更严格、更注重健康的模式。
随着一系列应对计划的实施，
当前酒店业发展的重心在于设法恢复数百万个受影响的工作岗位，重建旅客信心，打造令人
难忘、倍感安全且依然可盈利的体验，以及减轻未来再度受到冲击的风险。

通过这段经历，不少酒店都提升了运营效率，而这将继续成为常态。
虽然当前许多酒店的入住
率仅为50%，但他们却能通过简化运营而实现盈亏平衡（而前几年要达到60%-70%的标准入
住率才能实现盈亏平衡）。
鉴于此，从整体上采取全新的整体运营模式时，各大酒店将致力于
提升空间层面上的运营效率，进而提升酒店内不同空间带来的收入。

酒店设计将变得更为灵活而具有包容性，不仅可以容纳宾客，还可以对社区部分开放。
随着办
公空间正在变得日趋灵活和多样，在酒店的公共区域内，我们将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共享办
公空间，而且酒店也将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利用这些空间进行创收。
许多酒店已经开始考虑
扩建会议设施，以期使用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间和酒店内可转让的资源来提供服务。

然而，酒店的转变将不仅限于室内；投资者逐渐意识到老旧资产的潜力，以及资产会不断易主
的现实。
因此对旧酒店的改造将胜于新建。

明年，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可能会集中精力规划和建设新项目。
地方政府还将更加青睐那

些可以让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及促使经济恢复发展的项目，但谁能赢得这些项目还不得而知，
同时综合体项目将迎来重大机遇。

再加上人们的旅游需求受到抑制以及和旅客越来越看重非价格因素，2021年酒店业有可能
会发生剧变。

酒店业

洁净+健康-2021的标志

在提升顾客/患者体验方面，医疗保健行业曾经致力

于向酒店业看齐。
不过有意思的是，酒店行业正在向
医疗看齐，比如悉心记录清洁流程、消毒情况和确保
顾客能够放心入住。

疫情让人们将更加关注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人们的
观念正在从“治疗疾病”转变为“预防保健”。

在旅游业，2017年养生旅游（wellness tourism）市

场规模高达6390亿美元，而预计到2022年这一数字

将增长44％。
养生旅游是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年均
增长率达6.5％。

到2020年，预计养生
旅游市场规模将增长

44%

国内外养生旅游游客的单次旅行花费要高于普通游
客。

深圳君悦酒店

遵循WELL标准，能够确保人们
的健康——因为个人健康与环
境健康有着内在联系。
这样的
做法也可以强化企业总体的价
值主张，并提升顾客对品牌的
忠诚度。

养生项目将成为彰显酒店
经营理念的重要业务，而不
仅仅限于清洁流程和健康
检查等形式。
Clay Markham
酒店行业负责人
达拉斯

为了占领这个市场，新酒店的养生设施不应仅仅局
限于果汁吧、水疗中心或冥想室。

除了整合养生产品、服务和设施，酒店还应采用环保
设计、天然材料、注重采光，并与当地供应商开展合
作，以顺应在广义上囊括了环保方案和道德选择的
养生概念。

CRTKL的酒店行业负责人Clay表示：
“现在业界已经

高科技，少接触—可定制体验

酒店搜索量和预订量正在增加，人们的出行意愿正
在慢慢恢复。。
为了抓住这难得的商机，细致地提升
宾客体验、让宾客放心尤为关键。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在寻找极具科技感的住所，但高
科技确实是后疫情时代酒店服务的另一个关键，因
为它有助于让宾客感受舒适。

有了LEED（一种建筑可持续性标准）
，WELL（一种

常驻伦敦的CRTKL EMEA地区酒店设计负责人

净）也将成为一种标准，确保疫情结束后让旅客更放

人际互动的程度和酒店所提供的服务。
”

健康建筑标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快CLEAN（洁
心地入住。
”

Todd Lundgren表示：
“在入住期间，宾客有权选择

此外，这些技术还有助于减轻工作量、简化客户服务
流程并减轻劳动成本，进而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技
术进步。
因此中低端酒店市场往往更乐于采用这类
技术。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酒店都会采用全自动化的

客服。
这取决于酒店的定位，不同定位的酒店在采用
技术方面也将有所不同。

Todd Lundgren表示：
“疫情并没有减少人们彼此接

触的意愿，未来的旅客仍然需要细心的行李员、服务
周到的礼宾人员和风格独特的调酒师。
”

Todd Lundgren还补充道：
“完全无接触式体验将被
运用到酒店服务中，而高端酒店惯用的高度私人化
的服务将有所保留。
”

无论是使用APP还是其他工具，这类技术都能促进
宾客与酒店的信息交流。
这样以来，在宾客抵达之

前，酒店就可以对其进行分析。
这些分析数据不仅能
让宾客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同时也让他们的旅程变

得美好，因为在入住期间他们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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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

加利福尼亚 凯悦山景中心酒店

旅游业新趋势

2021年，与新建酒店相比，重新定位、改造和翻新

现有酒店将成为主流方案，因为业主和运营商都在
设法开发新业务，摒弃酒店旧有的单纯夜间租赁模

式（nightly rental model）
，同时为本地社区和旅客
提供服务，从而弥补因疫情造成的损失。

“宅度假”和“一日游”只是这场剧变的开始。
《2030

年未来旅者部落》
（Future Traveler Tribes of 2030

）提到的新趋势，正在传统酒店身上发生着。
酒店服
务将根据旅游业的最新趋势进行调整；减少对商务
旅行的依赖，更多地关注休闲和养生以及小型团体
业务，在运营和营收方面提高灵活性和抗压性，以
及对疫情前的品牌标准进行调整。

随着酒店业在共享办公和多户住宿方面寻求新机
遇，跨界合作也将会发生。

酒店房间也将采用多维模式（multi-dimensional）
。
Markham表示：
“酒店房间不再仅仅是人们平时

外出旅行时的一个落脚点或休息场所，它本身也可
以成为一个旅行目的地。
”

酒店客房将提供越来越多的美容服务，客房内将设
置按摩桌和餐桌，方便客人避开人群，尽情享受水
疗或美食。

Clay说道：
“我们希望能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提供

同样的体验，让客人获得一种特别而不枯燥乏味的
感受。
”

缺乏此类客房服务的酒店可以开发具有本地特色

的业务来弥补，其中包括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并发
现新的收入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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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KL是一家全球性建筑、规划和设计机构，成立于
70多年前，致力于推动我们所在社区乃至全球社区
的积极发展。
我们的团队通过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致力于解决灵活性、健康、流动性和技术等方面的重
要问题，以及探究这些元素对建筑环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