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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在建筑物上做城市绿化的世界领导者之一。在 2009 年，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发展了高层建筑物绿茵激励方案 

(SGIS) [1, 2] ，用以促进在高楼建筑物上推进绿色覆盖，也由此为新加坡打造成城市花园做出贡献。另外，SGIS 下的

高层绿茵方案也有环境，经济，社会和审美的好处。由于新加坡土地空间有限，SGIS 变成可持续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

因素。SGIS 资助下的城市绿茵方案有两个分类，已建的和新建的建筑物上的屋顶绿茵和外墙墙壁直立绿茵。此项目鼓

励楼盘开发商在高层建筑物的地面和高层的公共区域提供绿色植物的空间。  
 

城市概况 

初始背景 

高层绿茵激励方案(SGIS)在 2009 年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NParks)推出[1]，作为新加坡城市花园形象的一个贡献来源。新

加坡一直以来都对城市绿色空间有整体的规划，比如 2007 绿茵总体规划，还有连接了贯穿新加坡 200 km 直线公园的公

园连接网络规划。在 2009 可持续发展蓝图 [5]中，新加坡政府考虑到扩大绿色空间定义了以下目标: 到 2030 年，预期

达到 8m2/人的绿色面积和增加高楼建筑物的绿色面积达 50 公顷。在 2013 年，50 公顷的高楼绿茵目标已经超额完成，

为 61 公顷每人，[6]并且在 2015 年增加到了 200 公顷[2]。这些巨大的高楼绿茵的增加主要是来源于 SGIS 的紧密方针。

因此，SGIS 可以被看做是额外的城市自然结合到建筑物环境的创新性和高度集合形式。好处从遮阴凉爽降低城市温度和

空调负荷，到提高空气质量，减少噪音，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由此提高了人民的健康和身体素质，更得到了审美的享受

由此增加了建筑物的价值。同时，形式多样的公共绿茵计划包括了从绿色屋顶到可以吃的花园，休闲屋顶花园和葱郁繁

茂的绿色墙壁就是由这个激励方案资助。到 2015，发展了 SGIS 的增强版，鼓励更密集的建筑物绿茵形式。 

项目介绍 

SGIS 已经成为新加坡可持续城市花园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5 年四月，增强版的 SGIS 2.0 开始实施，计划持续 5

年[1]。SGIS 2.0 和最初的 SGIS 第一版由两个主要的应用分类: 

1. 屋顶绿茵指的是在屋顶表面上增加绿化(屋顶花园)。SGIS 2.0 的新内容包括小区屋顶花园和创造教育学习花园。  

 

 

市，州 

人口 (2014)   550 万 [4] 

土地面积 (km²)  718[3] 

人均 GDP (2014, 国际货币 $, 购买力水平)                               82,763[4] 

地区                                                        亚洲东南, 沿海 
(1°17’N 103°50’E) 

城市地理位置 位置  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南端由 63 个低海平面岛屿组成 (洪水风险,，恶劣天气事件，水资源影响) 

 正在进行的土地复垦项目已经增加了新加坡的土地面积 
 主岛 Pulau Ujong 已经人口稠密  

(城市热岛效应) 

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 (平均温度: 22-35 C°) 
 2,342 mm/年 年降雨, 东北和西南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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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立式绿茵指在竖直墙面上结合植物种植 (绿色墙)。这包括在建筑物墙面种植攀缘类植物，在棚架上种植藤蔓

类植物，以及在裂缝上种植适宜的植物。室内墙壁的直立绿化不包括在资助项目之内。  

只有投资费用是资助的，维护费不包含在 SGIS 中。在 SGIS 2.0 下两个分类中都包括了的新内容是推广当地植物和创新

性的美化方式设计和绘制新加坡的空中画布，将绿色墙体和屋顶转化为生活工作中的艺术。 

实施过程 

SGIS 由 NParks 实施，居民楼所有人，非居民楼，比如商业楼，办公楼，商铺，商务园区，工业楼，机构，社区建筑，

酒店，医院所有人都可以向 SGIS 申请。申请者需要提交一份申请表，包括屋顶或者直立墙的绿茵规划和预计的费用。

申请批准后，申请人需要在 6 个月内完成安装，之后，提交报销单。NParks 资助最高达 50% 的屋顶绿茵项目费用， 封

顶为  EUR 1311 每 m2，对于直立墙绿茵项目费用也是最高达 50% 的费用资助，封顶为 EUR 3281 每 m2。在 NParks 进行

过现场检查后，要保证至少达到 80% 的计划绿茵覆盖率和 报销的费用。 

NParks 提供绿茵项目科学上的和总体上的信息，比如，出版物，会议报告，指导方针和组织举办国际专题会议。在研究

和推广上做出了很多努力。NParks 与很多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比如城市绿化基建设施的研究人，园林公司和实施绿茵

项目的建筑公司。高楼绿茵奖项的设立时为了让建筑师意识到将绿色元素带入到建筑物最初的设计阶段，与利益相关者

协同合作使项目取得成果。更多关于 SGIS 的信息，如何申请，完成的项目介绍，和很多实用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得到: 
www.skyrisegreenery.com   

结果 

子 2009 年，100 多幢建筑楼，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办公室，学校，博物馆，公司和酒店从 SGIS 资助项目中获益 [2]。 

SGIS 非常受欢迎，因此城市的目标，2030 年达到 50 公顷的屋顶和直立墙绿色面积已经在 2015 年提前完成，结果显示

人均绿化面积提升到 200 公顷。SGIS 的好处包括环境，经济，社会和审美益处。绿色屋顶和绿色直立墙都可以作为散热

器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UHI)。一份新加坡的研究[7]表明，屋顶花园的安装可以显著降低屋顶高温的传递并且由此减少用

于屋内降温所耗的能源。研究中，预估制冷能力约相当于能源节约 1%到 15%之间，由绿色屋顶的形式决定。绿色墙面降

温效应和降低的能源消耗预估为: 取决于不同的直立墙绿茵系统，表面温度测试，在晴朗的天气可以降低到 11.58°C [8]。 

在感知学研究中，建筑师，园林师，开发人，政府机构，和居民参与关于直立绿色墙系统的调查[9,10] ，罗列了以下好

处，直立墙系统: 

 帮助提高空气质量，过滤空气中尘埃颗粒，  

 降低建筑物附近和室内的噪音污染， 

 对使用者的健康有治疗效果，  

 增强城市居民的身体素质，提供居民与绿色植物更多的接触机会， 

 增加和提高城市环境的视觉质量，美化市区环境， 

 帮助引入城市环境生物多样性并且保护动植物生态环境， 

 增加建筑物的价值。 

经验学习 

SGIS 资助方案实施得非常成功，并且成功运用到了经验基础，新的挑战和点子。这是相比其他项目关于在市中心创造高

楼系统自然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包含所必须的技术信息，植物信息，特别是合适的直立绿茵墙面系统的植

物和养护方式，新加坡 NParks 准备了特别指导手册，也包含了安全事项。SGIS 是对大城市而言，怎样在人口密集的市

中心区域扩大绿色面积的优秀范例。 

新的研究开始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评估屋顶花园和绿色墙的能源使用和相关的 CO2 排放 [11,12]。第一批结果表明，绿

色屋顶和墙面 – 取决于建造细节和系统构成 - 可能会提高碳足迹。然而植物的碳吸附没有考虑因为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

此部分的 CO2排放可以忽略不计 [13]。 

                                                            
1 Rate of exchange (OANDA),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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