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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区价值 a

东京中城日比谷
所在地 :  东京都千代田区有乐町 1-1-2
业　主  :  三井不动产
设计 , 建筑 , 总体规划     
 :  英国霍普金斯建筑设计事务所 
城市规划 , 基本设计 , 设计监理
 :  日建设计 
工程设计 , 监理
 :  KAJIMA DESIGN 
外围工程设计 , 协助监理
 :（株）LANDSCAPE DESIGN 
施　工 :  鹿岛建设
规　模 :  10702.32（主体建筑）+1990.01 ㎡（广场相关设施）
建设工期 :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2 月

位置图

日比谷阶梯广场

a 的放大剖面图

广场连接日比谷仲通与日比谷公园郁郁葱葱的景色，与大阶梯融为一体，营造出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6F 公园观景花园 可举办活动的草坪广场和观景平台 公园观景花园的夜景 用照树灯和线状光源照亮景物

9F 空中花园 可用作“third place”的写字楼员工休息场所

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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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中城日比谷 日比谷三井大厦外观

与日比谷公园的绿色植物连成一片的景观

注重与日比谷公园的景观衔接，不仅能观景，还种植了与日比谷公园相同种类的树木。日比谷公园的植被从调

查到为了减轻夕阳和冬季猛烈的风对植物造成的环境压力而采取的固定方法，均进行了细致的验证，从而在建

筑的高层创造了如同绿色丘陵般的美景。

KEYWORD OF LANDSCAPE DESIGN

诞生于电影与戏剧之城日比谷的

综合设施，低层为商业设施，高

层为写字楼。优美的建筑立面设

计以“Dancing Tower”为理念，

向周边道路和广场延展的曲线建

筑衔接日比谷公园与城市，使该

地区更增独特感，为当地吸引了

更多的客人。另外，为了打造更

优质的绿化景观，除了地面绿化

以外，还在 100 尺（31 米）以

上的高层建造了葱郁繁茂的空中

庭院，形成了日比谷的一道新风

景，有效地将人流从地面引导到

高层，实现了跨楼层的人流。

日比谷公园
东京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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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谷中通 晴海通

日比谷通日比谷通日比谷通

公园观景花园公园观景花园公园观景花园

9F 空中花园9F 空中花园9F 空中花园

8F 会议室8F 会议室8F 会议室

7F  7F  7F  

6F 餐厅6F 餐厅6F 餐厅

1F 商店 & 服务1F 商店 & 服务1F 商店 & 服务

2F 商店 & 服务2F 商店 & 服务2F 商店 & 服务

3F 商店 & 服务3F 商店 & 服务3F 商店 & 服务

5F TOHO 影院 日比谷5F TOHO 影院 日比谷5F TOHO 影院 日比谷

4F TOHO 影院 日比谷4F TOHO 影院 日比谷4F TOHO 影院 日比谷

M6F 机房M6F 机房M6F 机房

日比谷公园日比谷公园日比谷公园

防脱落的模块式种植基盘

对树木固定的 3 重考虑
（根、树干、树枝）

有助于植物攀爬的基盘材

遮挡冬季冷风的
带遮风
罩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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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１ PHOTOTECA,※2 新建筑公司写真部

总平面图（Hopkins Architects＋Landscape Design Inc.)

日比谷仲通（行人专用道路） 弯曲的长椅和路面铺装图案

Scale 1:1600

曲线型狀的灌木种植计划和道路排水沟

叶子花园 树叶形的绿化带与和泉正敏先生创作的石头艺术品日比谷阶梯广场的夜景

公园观景花园的夜景日比谷阶梯广场 2 楼 大阶梯上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广场

※１

※２

通向宝塚剧场、帝国饭店的景观步道

基于“People in the Park”理念，日比谷仲通也延续了与连接日比谷公园的公园道路相似的曲线设计，从丸

之内仲通起，路面全部用石头铺成，并种着行道树。通过随处可见的曲线造型长椅、叶子形状的路面铺装图案

即方便行人驻足欣赏，也实现了十分优雅宜的人行专用道路。

跨多个楼层，为城市创造繁华的广场 & 花园

伴随着区道的废弃，街区被重组，因此日比谷阶梯广场和叶子花园得以作为一个整体广场而问世。人们在日比

谷阶梯广场举行全城性的观剧活动“Hibiya Festival”和红毯活动，这里已经成为城市的繁华中心。6F 设有公

园观景花园，广场采用多层结构，为电影与戏剧之城日比谷带来了崭新的繁华景象和人流。

帝国饭店东京帝国饭店东京帝国饭店东京

东京宝塚剧场东京宝塚剧场东京宝塚剧场

日生剧场日生剧场日生剧场

日比谷阶梯广场日比谷阶梯广场日比谷阶梯广场

日比谷仲通

（行人专用道路）

日比谷仲通

（行人专用道路）

日比谷仲通

（行人专用道路）

叶子花园叶子花园叶子花园

日比谷通日比谷通日比谷通

6F 公园观景花园6F 公园观景花园6F 公园观景花园

7F7F7F

9F 空中花园9F 空中花园9F 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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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谷 Chanter 商厦日比谷 Chanter 商厦日比谷 Chanter 商厦

日比谷 Marine 大厦日比谷 Marine 大厦日比谷 Marine 大厦

东宝双塔大厦 东宝双塔大厦 东宝双塔大厦 

日比谷公园日比谷公园日比谷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