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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城市设计范围和建筑设计范围

1. 课程介绍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中，建筑·

城市·景观设计课程是本科三年级的最后一个设计课，

属于本科设计教学的专业平台阶段。该课程强调专题

性，共分为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历史、建筑技

术和景观园林 5个设计专题，由学生根据兴趣自主选

择。2009 年以来，该课程的建筑设计专题由朱文一教

授负责主持，在城市翻修理念的指导下，强调城市设

计视野下的建筑设计。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应对城市快

速发展中出现的空间问题，强调社会、文化、经济等

宏观视野下的建筑与城市设计。

1.1. 课程目的

三年级建筑·城市·景观设计课程中的建筑设计

专题在整个设计课程教学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它

既是对于前 3 年分项训练设计题目的集成，也使学生

对高年级专业平台有初步了解。本课程要求学生从城

市出发思考建筑，既让学生扩展建筑思考的范围和深

度，也让他们对城市设计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有所了解。

作为面向本科三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考虑到学生已

有的建筑设计基础知识和城市设计的基本概念，不同

于以往的建筑单体设计，本课程选取了有较高难度的

改造更新类型的建筑设计题目，并从以下 3方面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课程训练学生以城市设计的视角，

综合全面认识建筑单体与周边物质环境和社会文化之 

间的关联，培养学生的整体建筑观；第二，课程训练

学生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策划建筑物的功能及场地

活动，培养学生初步的前期策划能力；第三，课程训

练学生充分考虑场地历史要素，并结合策划统筹改造

和利用现有遗存，强化学生正确对待历史遗存的观念。

1.2. 课程题目

2012 年秋季学期的建筑设计课程地段选址在天津

滨海新区，题目是于家堡京海石化旧厂区利用和改造

设计。参与本次专题设计的学生共有16人，每4人一组，

共有 4组，参加此次课程的全部是清华大学 2009 级建

筑学专业本科生。建筑设计课程每周两次授课，分别

安排在周一和周四，指导教师是朱文一教授，博士生

孙晨光担任助教。

天津滨海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热点建设地区，

渤海湾与海河是滨海新区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轴。滨海

新区中心商务商业区包括响螺湾商务区、于家堡金融

区、解放路商业区、大沽生态新区和蓝鲸岛国际社区，

规划面积 20km2。于家堡金融区位于塘沽区海河北岸，

东、西、南三面临海河，北到新港路，规划用地面积

3.44km2，是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商业区的核心地区。

本课程选取的地段位于滨海新区于家堡金融区最

南端，临近海河，和大沽造船厂旧址隔河相望，具有

特别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同时，地段现在是天津

京海石化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地段内具有以储油罐为

主的独特工业景观。全部储油罐共有 12 种不同尺寸，

分为内浮顶和拱顶式结构 2种，总计 83 个，最大直径

为 24m，最大高度为 15.85m。天津京海石化运销厂原

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9706 工厂、天津塘沽京海石化油

脂运销中心，始建于 1971 年，目前还在运营，承运的

化工产品包括煤油、柴油、滑油、液态苯等多种产品。

按照于家堡金融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这片厂区今后将

被迁至它址，而该地区被规划为城市绿地，成为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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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家堡土里利用现状卫星图（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3 于家堡土里利用未来规划图（图片来源：天津滨海新区规划局）

4 储油罐结构分析图（图片来源：B组学生作业）

5 基地调研照片（图片来源：学生自摄）

堡金融区和海河之间的开放城市公园。本次设计就是

在尊重地块已有的城市绿地性质的基础上，进行具体

的城市公园城市设计和活动策划，讨论基地现有建筑

和构筑物，特别是储油罐的改造和利用的可能性。

本次课程设计的城市设计范围为 15.5hm2，并划

定了城市设计地块内的 2万 m2 范围为具体的建筑设计

范围。建筑设计范围内有 10 个储油罐，并有码头和海

河岸线，对地块建设现状具有代表性，能够通过该地

块的城市功能策划和具体建筑设计，探索一套适用于

整个地块的改造利用思路和方法。

 1.3. 课程要求

这次设计课程没有严格限定设计任务书，要求学

生在设计范围内自行提出问题，完成活动策划和概念

性城市设计并拟定任务书，据此探讨厂区改造的可能

性和建筑设计方案。活动策划主要是指对于基地未来

使用功能的定位进行开放想像，这些策划应该结合地

块特色和地区文化，符合场地文脉。概念性城市设计

主要指针对 15.5hm2 面积范围的地块的交通、景观、

功能等的概念性设计。

课程具体要求包括：第一，根据于家堡金融区详

细规划，地段的用地性质为城市公园用地。本设计应

在此前提下对地段进行活动策划和概念性城市设计，

探讨地段厂区工业遗存的改造设计；第二，设计要求

探讨对现有厂区工业遗存的保留和改造问题，充分利

用地块特色并结合城市公园未来发展和地区文化，通

过建筑手段实现旧厂区的再利用，特别是储油罐的再

利用设计； 第三，本课题地段包括城市设计范围和建

筑设计范围。城市设计范围内要求进行概念性城市设

计和场地设计，建筑设计范围内要求进行深入的储油

罐再利用建筑设计。

1.4. 课程进度

本课程包括前期调研、活动策划和城市设计、建

筑设计和方案深化、成果表现 4个设计阶段。

前期调研是设计工作的基础，用时 2周。学生在

这一阶段对设计背景和场地现状进行研究，并亲自前往

地段进行实地调研，对整个设计任务形成全方面多层次

的认知。学生还应该在这一阶段详细调研场地已有现状

工业构筑物，尤其是储油罐的用途、结构等基础资料，

并查找类似改造案例等参考资料。调研成果为 PPT 形

式的场地调研报告、基础资料整理和相关案例分析。

活动策划和城市设计是决定方案概念的阶段，用

时 2周。学生应通过调研，结合自己的分析，明确场

地改造概念，以策划场地行为的方式将概念具体化形

成活动策划。这一阶段的任务还包括完成场地的概念

性城市设计和拟定储油罐再利用建筑设计任务书。

建筑设计和方案深化是在确定设计概念之后，结

合场地现状条件进行的深入的储油罐再利用设计，用

时 3 周。在这一阶段学生应该进行深入的建筑设计，

包括场地布置、功能布局、空间营造、交通组织等。

学生还应该结合概念确定储油罐改造后的外观形态，

决定结构技术形式。

设计工作的最后一周是方案的表达和成果制作，

学生应完整的将调研－策划－设计的过程加以整理，

结合前期设计过程中的各项成果形成最终图纸，充分

表达调研成果、概念逻辑构思和具体方案。要求学生

以 A0 图纸的形式进行排版，平均每人工作量 2张图纸，

一组 8张。

2. 教学亮点

天津滨海新区现在的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城市设

计基础良好、设计到位，课程地段拥有难得的 CBD 与

海河之间的城市绿地，又具备以储油罐为主的大量工

业遗存，必然能够产生独具特色的城市公园。

本次设计课程充分利用基地特色，从城市角度出

发探讨了工业遗址改造的建筑设计课题，通过良好的

教学组织达到了课程预期目标，学生作业思路清晰、

方案完整、个性鲜明，是一次成功的课程教学。通过

总结，可以归纳以下 4条教学亮点。

2.1. 资料调研激发设计热情

设计基地内最主要的工业景观是储油罐，它们数

量众多、大小各异、特色鲜明，成为决定基地空间特

点的核心要素。学生根据课程对背景研究的要求：一

方面通过现场调研和查找相关资料，学生初步掌握了

储油罐的结构特征和物理参数，另一方面通过案例研

究，学生对把储油罐改造为民用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学生通过了解工业设施使用流程和对工业建筑的

改造设计，学习了一种建筑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探索

方式，对建筑设计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2. 自由选题带来多元思考 

课程虽然明确了地段在未来总体规划中的城市公

园定位，但课程没有给出具体的任务书。课程鼓励学

生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解读地段，使得 4组学生沿着

差异化的 4个方向探索不同类型的使用方式，策划了

风格迥异的城市公园，并对整个城市公园进行了概念

性城市设计方案探讨。这帮助学生学习了工业遗存的

改造方法，并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生活对未来城市空

间的影响。

2.3. 活动策划指导建筑设计 

课程设计以活动策划和概念性城市设计为先导，

对活动策划的研究和概念性城市设计方案的探讨给建

筑设计构思带来直接的引领作用。学生将储油罐等工

业设施的改造与概念性城市设计的总体构思结合起来，

确定各自的建筑设计方案。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相结

合的任务模式，在鼓励有特色的设计的前提下，培养

了学生设计的宏观思维，也避免了设计概念过于空泛。

城市翻修/URBAN FIXING城市翻修/URBAN FIXING



124 世界建筑 2012/08

这样的课程设计方式增强了学生对建筑设计方案生成

逻辑的认知。

2.4. 注重表达辅助深化方案 

课程特别注重各个阶段成果清晰严谨的成果表达，

要求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始终将概念研究和设计

方案与清晰的表达结合起来，每次讨论的内容都要落

实在图面上。在设计过程中，学生不断探索与方案主

题相适应的表达方式，这样的工作模式反过来也促进

了学生对于方案设计的思考和深化，提高了最终成果

表达的工作效率，为更加精良的图纸表达提供了时间，

帮助学生养成更好的设计习惯。

3. 作业解析

通过 8周教学，各组学生都很好地完成了设计作

业。A 组作业题目为“80 后集体回忆中心”，B 组作

业题目为“Catastrophe”，C组作业题目为“Socail 

Network Space@CBD”，D组作业题目为“漂流瓶协会

国际总部基地”。 本次作业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3.1. 设计思路开阔

本次课程强调对场地的感知和对城市的分析，鼓

励学生大胆探索设计方向。课程 4个设计组表现出开

阔的设计思路，从不同角度切入设计概念。

A组学生以天津外来务工人群的年龄和生活特点

入手，把场地的空间特质、历史文脉和预期使用者的

心理需求与储油罐再利用相结合进行设计。B组学生

关注未来于家堡金融区工作的白领阶层的生活特点，

深入挖掘白领工作压力大、人际沟通少等现实问题进

行设计，同时也顾及到周边生活的其他人群。C组学

生从在于家堡工作的白领需要宣泄压力的需求入手，

结合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研究，并尝试风格化的

表达。D组学生则放眼于家堡及海河的地理位置特点，

从全球范围思考，希望将地段的设计和世界主题相联

系，同时对储油罐的艺术处理本身进行了深入探索。

3.2. 主题概念各异

4份作业在围绕工业遗址改造和利用主题的基础

上，为场地使用策划了不同的活动，充分挖掘了概念

特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概念主题，为探索工业遗址

建筑改造的可能性提供了丰富的想像，并设计出了特

色鲜明的城市公园。

A组学生结合天津外来务工人员 80 后组成居多的

现状，研究了 80 后人群的心理特点，并搜集了具有

80 后人群的印记的生活要素：比如，玩具、教室、零

食等，利用储油罐特有的空间特点将其设计成为“80

后集体回忆中心”。

B组学生希望通过设计为 CBD 工作的白领提供一

个放松交流和对话的环境。设计利用储油罐设计了 9

种“不同步交流”的对话空间模式，并结合室外景观

和广场将整个地段打造成了社交主题公园。

C组学生利用工业遗址的建筑特点，为高压生活

的白领创造了以灾难体验为主题的城市公园，通过对

灾难的研究归纳出 10 种具有代表性的灾难体验模式，

并分布在储油罐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游乐设施，同时，

整个场地也设计了灾难性景观和与之相关的活动广场。

方案主题带给了人类在恶化的生存环境中的危机感。

D组同学注意到海河与全球水体的联系，引入漂

流瓶的概念，希望将基地设计成全球漂流瓶爱好者基

地，结合漂流瓶体验、展示、庆典等活动，设计了“漂

流瓶协会国际总部基地”。同时，该组将地段进行全面

策划，形成了完整的功能序列。

3.3. 建筑风格迥异

储油罐的形体特征鲜明，空间特点突出，是一种

典型的工业景观，本次课程要求同学对储油罐的改造

加以特别重视。通过资料调研阶段对储油罐内部结构

和物理参数的研究，学生对储油罐的改造产生了浓厚

兴趣，在设计中反应出风格迥异的改造形式。

A组同学利用地段内本身存在的储油罐防火墙上

的红砖材料，对储油罐进行加建和改造，方圆形状穿

插结合，并保留了原有储油罐顶部曲线特征，完整地

实现了建筑要求的保温隔热和辅助设施配备等要求，

手法美观、实用、合理。该组对于海河岸线的处理独到，

设计了亲水休闲广场和码头。

B组同学对储油罐内部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空间设

计，形成了不同的交流空间。同时，对于储油罐本身

采用罐壁挖洞的改造形式，并在罐子之间设计了曲线

的坡道廊桥系统，将 10 个储油罐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该组从城市角度出发，设计了从 CBD 通向储油罐场地

的地下交通系统。

C组同学结合灾难体验主题，在油罐下面增加了

千斤顶，意图实现油罐整体的上下移动造成空间趣味，

同时对油罐内部的灾难体验空间进行了深入设计。在

流线上利用廊架将参与游戏者单独分开，将 14 个储油

罐相互联系起来。该组在最后的图纸表达中也运用了

与主题相适应的表达手法，很好地渲染了灾难场景气

氛，有助于主题的表现。

D组同学将漂流瓶的概念利用穿插于 10 个储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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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组作业:储油罐设计剖透视表达

7 B组作业:概念设计意向图

8 B组作业：城市设计剖面图

9 B组作业：建筑一层平面图

10 A组作业: 城市设计鸟瞰透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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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玻璃通廊加以表达，同时创造了连续的空间流

线。该组还设计了大型桁架系统架设在其中 4个储油

罐顶部作为大型展示活动空间，并收束了延续向上的

玻璃通廊系统。该组还对场地内其他油罐进行了倒置、

挖补、碎片化等处理，设计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小品。

3.4. 作业案例分析

D组作业的题目为“漂流瓶协会国际总部基地”，

在概念立意、空间设计、建筑处理和成果表达方面表

现出独到的特点。

设计着眼于地段的全球性、优越性和独特性，充

分利用海河和全球水体的联系，将漂流瓶作为主要概

念进行设计。在整个城市公园布置了漂流瓶的历史展

示区、体验区、室外演艺区、漂流瓶制作区和投放区

等不同功能，完整构思了一个以漂流瓶爱好者为主体

的城市公园，并将漂流瓶博物馆功能布置在题目要求

的 10 个储油罐改造区域内。该组设计策划了众多漂流

瓶活动，对未来城市公园有丰富的畅想。

方案在场地中引入一条水系联系广场各部分功能，

并展现出有漂流瓶特点的景观设计。在对储油罐的改

造上，该组引入了象征河水的“立体水”透明玻璃通

廊联系储油罐，并曲折向上通向顶部桁架支撑的大型

展示空间。整个建筑体内结构形式和功能布局合理，

形成了变化丰富的内部空间，展现出良好的建筑造型

能力和空间组织能力。该组作业在对储油罐的处理上

大胆创新，利用倒影、倒置、切割、挖洞、穿插、碎

片化等多种手法，让整个城市公园的工业遗址改造风

格和谐统一。

该组最终提交的作业逻辑清晰、表达美观、风格

统一，灰色基调的图纸象征了未来感，而蓝色点缀其

中成为漂流瓶和水体的象征。作业在完成规定图纸要

求的前提下创造出和谐的空间意境，整套图纸表达充

分、完整。

4. 教学启示

本次设计题目训练了学生在具有大量工业建筑遗

存的场地上进行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思维能力，对

于三年级本科生具有一定挑战性。课程表达了对有价

值的工业构筑物和老厂房等既有建筑的态度，鼓励学

生欣赏和保护工业遗存建筑，特别是储油罐这种金属

材料为主的构筑物，实现对它们的再利用。通过本次

课程设计，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对建筑和城市内涵的理

解，以及对城市空间历史性与丰富性的认知。

设计题目的场地实际调研和跨学科性极大地激发

了学生探索和设计的热情，在设计过程中以现有建筑

为基础，训练学生认识了“旧建筑利用”这一当代建

筑创作和发展方向。课程开放式的任务书，引导学生

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未来，让学生对建筑师这

一职业肩负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社会责任有了更加深入

的认识。

课程选址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这一当今中国乃至

世界建设的热点地区，许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筑

大师的作品都汇聚于此。三年级学生以课程作业这种

特殊形式参与到祖国建设的热潮之中，促进了学生对

当今中国建设热点地区的直接了解，为学生感受国家

建设前沿提供了直观的体验平台和真实的操作机会。

□（感谢天津滨海新区规划局、于家堡金融区管委会、

京海石化运输有限公司、天津港博物馆等单位提供的

背景资料和给予本次课程设计的热情帮助；特别感谢

霍兵局长和郭志刚处长对本次课程的大力支持。）

11 A组作业：储油罐改造南北立面

12 A组作业：储油罐改造鸟瞰效果图

13 A组作业：储油罐和砖材质结合示意图

14 C组作业：储油罐改造鸟瞰效果图局部

15 C组作业：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场地效果图

16 C组作业：储油罐改造剖透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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