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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综述 CONCEPT]
“十分钟北京”这一概念关注的重点是当旅客通过铁路进入北京时，从列车
进入城市边缘直到最终到达北京中心火车站的约十分钟的旅程中对北京的最
初空间体验。由于铁路的噪音对城市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干扰和阻隔，铁路沿
线空间常常是整个城市中最消极的。另一方面，北京火车站每天平均近百万
客流量使得大多数到达北京的旅客对城市的第一印象也正是城市最萧条的空
间。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铁路沿线的城市空间进行梳理。我们希望通过绿
化降噪、视线引导、空间缝合、里程标志物设置以及铁路文化发掘等方式来
改变这种不利的现状。在形成深入城市核心的连续活动绿带、促进铁路沿线
地区的活化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希望结合列车入站过程中不同时刻的广播软
体设计，打造出具有空间、时间和声效的多维城市名片。

The concept “Ten-minute Beijing” focuses on the initial space experience 
of passengers for about ten minutes when they arrive in Beijing by train 
which slides along the track from the urban edge to the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As the noise of railway imposes a huge disturbance and barrier on 
urban life, the space along the railway is often the most negative one of the 
whole city. Besides, an average of nearly one million passengers arrives 
at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every day, which makes most passengers’ first 
image on the city very depressed. Therefore, we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renew the urban space along the railway. We hope to change the current 
unfavorable situation through greening lowering noise, sight guidance, 
space seaming, mileage markers, exploration of railway culture and other 
ways. While setting up the continuous movable greenbelt along the railway 
that reaches the urban center and ac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long the railway, we also hope to combine broadcast software that 
is used in inbound trains at different time and create a multidimensional 
city card with space, time and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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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评价 COMMENTS]
机场、铁路等交通枢纽作为一种特殊建筑类型，本身就是城市的门户。本组作者从“城
外人”进入城市的心理感受出发，重释了铁路站点建筑及其沿线建成环境作为城市“第
一视觉印象”的意义，并通过一系列地景设计和所谓“探头”的定点构筑物设计，以获
得定位及视觉吸引，其通过时间性的延展来重塑城市积极空间的设计策略和独特视角值
得赞赏。

需要说明的是，对照某些城市粉刷沿街立面的虚假化、布景化处理方式，城市百态应该
是一种真实风貌的呈现。由此，如何通过设计来进一步“激发”城市自身的活力，通过
自组织性来获得城市自我完善和可持续性发展，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PS 教学备忘：设计对城市与城市人群间互动关系，以及主体行为与心理等方面的关注
很有价值。作者此后能在南非 UIA 国际学生竞赛中获得大奖，得益于这种对城市和人的
持续研究与思考。

单军

北京客运铁路沿线企划

[ 概念分析 CONCEPT]
铁路上下的对话 

10 分钟北京 10M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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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与城市剖面关系 SECTION]

下层世界看到上层世界的视线通道，一
般市民和铁路旅客发生互动的主要方
式，地理位置的标注，地标指引，社区
多功能体

探头的多种形态可能
探头的可能平面

[ 探头：串通上下城市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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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北京西站的模
式复制到北京其他三
个主要客运站
1、建设绿云
2、建设可生长探头等
基础设施
3、形成活动层

为了避免 10 分钟北京
出 现 烂 尾 情 况， 我 们
希望 10 分钟北京建设
的全过程可以在任何
一 步 停 下， 并 给 城 市
带来积极的影响。

[ 车站节点设计 STATION  DESIGN] [ 发展计划 EXTEN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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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想 STUDENTS' FEEDBACK]

对 “十分钟北京”的启发更早来源于对北京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关注。
北京最为发达的区域，例如金融街、西单、王府井、国贸等，都集
中于长安街的北侧。又以通惠河、内城南墙、和莲花池东西路一线
为界，其以南区域愈显萧条。这种发达和欠发达的贴临及鲜明对比
仿佛光和影的关系一般，于是最开始我们提出了“影子北京”的概念。

然而我们逐渐发现这样一个概念过于宏大叙事，33 公里长、3 公里
宽的研究范围远远不是我们 3 个人在 8 周之内能够完成的。于是我
们开始寻找压缩工作范围的方法和探索深层的形成这种城市“光影
关系”的缘由。这时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通惠河、内城南墙、和莲
花池东西路一线基本是和连接北京站与北京西站的铁路线重合的。
我们有理由猜想正是由于铁路的建设才逐渐使得北京南部的发展逐
渐落后于北部，我们的研究范围也就从 3 公里宽的一片区域压缩到
了平均 0.3 公里宽的一根铁路线。

我们依据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对铁路沿线的空间进行逐点的改
善设计：从改造高架桥下的空间作为社区公园和商业，到探索一条
能够在不干扰铁路的条件下蜿蜒曲折地穿过 1.5 公里长宽阔且封闭
的机动段的道路，我们努力地将铁路两侧原本被阻隔的空间重新缝
合起来。

然而如何定位所有这些散布的节点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却成为了这一
设计过程中新的难题。或许这是因为另外一群人的利益在这样的逐
点设计的过程中被忽视了。平均每天有近百万的追梦人从全国各地
来到北京。他们路过了永定河，却不知道这是诗情画意的卢沟晓月；
他们看的到壮观的电视塔，想要拍照却被近处一段段围墙阻挡；他
们心切地想要知道距离列车到站还有多久，却又舍不得 4G 网络定
位的流量费用。

我们意识到在改善铁路各点静止的环境的同时，还不应当忘记铁路
上动态的环境。而当我们真正身处在动态的 D132 次列车上，我们
突然发现时间的单位——分钟成为了比距离的单位——千米对整个
铁路沿线空间更好的度量：距离到站还有 10 分钟，列车穿出鹰山隧
道、跨过永定河；9 分 42 秒，路过首钢工业遗址；8 分 14 秒到达五环；
5 分 34 秒，跨过四环，可以遥望电视塔；5 分，列车开始报站，驶
入机动段范围；2 分，缓慢路过三环；0 分，到达北京西，十分钟北
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