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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城市尺度 
New Area-City scale 



La mémoire de l’eau: le génie hydraulique, pièce centrale du génie du lieu 

水的记忆：水利系统的精彩是这片土地的核心组成部分 
 

Île franche de HENGQIN 

珠海横琴新区：山脉田园，水脉都市 
 



新控规路网 & Ama architecture 中标方案总平面 
Nouveau réseau viaire de PLU & Plan masse de Ama architecture 
横琴与水的记忆  L’île de Hengqin et la mémoire de l’eau 

Les éléments remarquables de Hengqin: un système maritime et un 

système terrestre 

横琴岛的主要元素： 

海水体系和陆地体系的结合  

 

L’ile est fortement marquée 

par:  

-son réseau hydraulique 

gagné sur l’estran, témoin 

d’une pratique agricole 

savante qui définit l’identité 

du lieu; 

-ses reliefs montagneux qui 

sortent de la mer et 

protègent les estrans. 

 

－横琴岛水系因原驻民围海造
田而产生，田地与水网的肌理

已经成为岛屿的主要形态特征， 

－ 凸出海面的大小横琴岛山体，
保护着滩涂和田地。 

 



横琴水网，是土地演变的主要元素 

Le réseau hydraulique, l’élément essentiel de la transformation du territoire 





水利系统的分级 Hiérarchie des régime hydraulique 



山体水流系统分析 Analyse du régime hydrographique 



绿网 Trame verte 

巴黎圣马丁运河 



街区和建筑 Ilot et bâti 



街区和建筑 Ilot et bâti 



街区和建筑 Ilot et bâti 

















芝加哥 

横琴 



芝加哥 

横琴 



芝加哥 

横琴 



芝加哥 

横琴 



芝加哥 

横琴 























新建——片区尺度 
New Area-District scale 



•Shunde, prise dans le réseau des cours d’eau du delta 

•水路位置 

Quartier support de la zone industrielle écologique de Shunde 
顺德生态工业区商务配套区——水边之家 

La ville jardin: installation de l’occupation humaine en tant que pièce constitutive du 

paysage sensible 

花园城市：人类的居住成为敏感景观的组成部分 
 









































新建——街区尺度 
New Area-Block scale 



AMA    ARCHITECTURE 

地块在规划中区位 

parcelle dans master plan 

 

Hefei HOPSCA, Anhui 
合肥湖滨新区城市综合体-城市高窗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    ARCHITECTURE 







ama-architecture / Babylone / Egis 

 



ama-architecture / Babylone / Egis 

 



ama-architecture / Babylone / Egis 

 



ama-architecture / Babylone / Egis 

 



ama-architecture / Babylone / Egis 

 



更新——城市尺度 
Old Area-Block scale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 

——京城文化基因传承，国际和谐城市示范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Songzhu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rea 



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但在城市化进程，
鉴于经济发展和国际都市的建设目标，文化被挤压、消失、没落，面
临城市失去精神和灵魂的无奈与无助。老北京许多文化在这样的过程
中消失或淡化，亟需寻找文化传承和再生地。 



    宋庄，初期，一群艺术家无奈和自发式追寻的结果，现在，需要

梳理和引导并有组织的打造，成为老北京理想的文化传承和基因
再生地。 



宋庄如何
承载京
城文化? 









村落，果园与农田 





1. 中国宋庄 

2. 小堡驿站   

3. 万盛园  

4. 宋庄A区艺术中心   

5. 画家大院 

6. 大转盘 

7. 宋庄美术馆 

8. 原创艺术博览中心 

9.虹清艺术馆        

10. 和静园艺术馆    

11.龙德轩当代艺术馆 

12.东区艺术中心 

13.上上国际美术馆   

14.尚堡 

15.当代艺术馆 

16.国防美术中心 

17.上上美术馆 

18.小堡文化广场 

19.宋庄文化工厂 

20.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 

21.宋庄镇人民政府 

22.宋庄镇人民法院 

                                                                                                                        一、现状分析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been seen to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economic well-being, proponents suggesting that "human creativity is 
the ultimate economic resource,"  

创意产业被认为是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倡导者认为创意是人类的最
终经济来源。 

——Florida, Richard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and Everyday Life, Basic Books 

 

 

 

 “the industr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depend increasingly on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21实际的工业是知识年代的工业，它取决于创意和创新。 

——Landry, Charles; Bianchini, Franco (1995), The Creative City, Demos 



 

 

为何文化创意产业在宋庄能够取得成功? 



创意城市的理论
模型 



英国伯明翰 



英国伯明翰创意产业区 - Custard Factory 

                  伯明翰位于英格兰中部，接近英格兰地理位置的中心，距伦敦仅160千米是英国

第二大城市，因此常被形象地称为“英格兰的大心脏”。 

          该项目是在伯明翰市内前食品工厂的原址上，改建一个革命性的艺术和多媒体中

心英国Custard Factory，成为500名艺术家和小型创意工业的聚脚点。 

2002年，项目的第二期任务是设置与现有产业相关的一百多家工作室和办公室，并怎

家也商业规划、画廊、湖边的餐厅和一座巨型的“绿人”雕像。 

在这个创意产业区有演艺排练室 ：爵士、舞蹈、音乐；还有手工艺者的工作室。为适

应该区的发展需求，相应增加了商业和餐饮业。 

         在基础设施方面，对青年艺术及年轻企业在网页和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给与支持和

帮助。 

         以重建网络、重组企业资源来吸引投资和新型人才，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这个项目展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互动，体现了房地产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这些项目

使得城市富有魅力，促使经济更有活力。这个项目也是第二阶段的准备。在进行竟选

活动时的主题为：创意之城、智慧之城。 



创意产业                      文化产业                      公共设施 

        

 

 

创意产业城 



产业与空间的结合 

艺术家等创意产业                   村庄+果园 + 农田  

大型文化产业                   高速公路沿线的办公带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中心的公共服务轴线 

居住社区                   花园城市 



2. 总体规划策略 

2.1 基地现状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2 保留村庄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3 果园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4 慢行交通系统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5 农田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6 已立项项目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7 现状规划路网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8 方案路网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9 中心轴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10 用地规划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2. 总体规划策略 

2.2 城市街区绿地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三、核心问题和总体规划策略 



1. 总体城市设计 

1.1 总平面图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1. 总体城市设计 

1.2 整体鸟瞰日景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1. 总体城市设计 

1.2 整体鸟瞰夜景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2. 用地布局 

2.1 用地规划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2. 用地布局 

2.3 产业类型规划图 



3. 景观与开发空间 

3.1 景观框架和空间系统规划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3. 景观与开发空间 

3.2 景观绿地系统规划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4. 规划控制 

4.1 高度控制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4. 规划控制 

4.2 风貌控制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5. 功能区的划分 

5.1 商业建筑布局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5. 功能区的划分 

5.2 文化建筑布局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5. 功能区的划分 

5.3 创意产业建筑布局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四、总体城市设计 

5. 功能区的划分 

5.4 花园城市建筑布局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五、重要城市节点设计 

2. 小堡原创艺术保护村 

2. 6 设计意向效果图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五、重要城市节点设计 

2. 小堡原创艺术保护村 

2. 6 设计意向效果图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五、重要城市节点设计 

3. 创意产业园和城市花园住宅 

3.8 设计意向效果图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五、重要城市节点设计 

3. 创意产业园和城市花园住宅 

3.8 设计意向效果图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应征规划设计方案 

                                                                                                                                   五、重要城市节点设计 

4. 景观大道 

4.3 设计意向效果图 

  

   



                                                                                                                   四、总体城市设计 

产业类型规划图 



 

 

现代创意城市如何与原有农业体系结合
？ 



农田 



在宋庄镇域规划范围内，集中城市建设

用地占18.78%，村镇建设用地仅占6.2%，

水域、农田和绿色产业用地则占据了总

用地面积的45.63%。 

 



景观绿地系统规划 

                                                                                                                   四、总体城市设计 



创意农业案例 – 法国 

         法国创意农业属于环保生态功能为

主的创意农业，是以大田作物为主。 



                                                                                                                        一、现状分析 

          德国创意农业属于生活社会功

能性的创意农业，主要形式是休闲农

庄和市民农园。市民农园是利用城市

地区或近郊区之农地、规划成小块出

租给市民收取租金，承租市民可在农

地上种花、草、蔬菜果树等，让市民

享受耕种与体验田园生活以及接近大

自然的乐趣。  

创意农业案例 – 德国 



                                                                                                                        一、现状分析 

在加拿大温哥华，街道旁种植的蔬菜吸引了路人的目
光。温哥华市政府推出并实施的社区花园计划，旨在
呼吁区内居民身体力行参与种植活动。通过居民种植
蔬果这种方式，不仅能美化社区环境、帮助城市绿化、
降低碳排量，还可实现自给自足，增加经济效益。目
前，温哥华共有3700个种植点，分布在市内85个地区。
市政府预计在2020年前将种植点增加至5000个。 
    图为居民们积极参与社区花园计划，细心种植、打
理新鲜蔬果。 
 

创意农业案例 – 加拿大 





更新——片区尺度 
Old Area-District scale 



上海市静安区一河两岸地区城市设计  

SHANGHAI Soochow Creek Urban Design 

 

 

 

慢堤苏河，九场静安 
1 Quay+9 plazas 



项目理解及空间战略 







设计方法及空间结论 







Master plan 























更新——街区尺度 
Old Area-Block scale 



CHENGDU  

    le chemin de 

shambala 

成都—水晶蜀道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