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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UTD

关于我们
About us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 1981 年，经历 40 余载，2021 年 6 月按广东省教育厅

要求改制为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DUTD”），是广东高校中建筑

规划设计的重要力量，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服务政府社会的智库、高校师生实践的基地，广东

省领先的综合技术服务企业。

GDUTD依托广东工业大学高水平重点建设高校，作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土木与交通工程

学院、管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等院系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基地，重视政策研究、技

术开发、科研课题与成果转化。GDUTD 是“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

工程咨询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耕地保护协会副

会长单位”，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

GDUTD拥有“建筑设计、规划编制、科研咨询、培训教育”四大核心业务，拥有建筑工程设

计甲级、城乡规划编制甲级、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和土地规划甲级（广东工业大学）等资质，

正在申报市政工程设计资质。

GDUTD始终坚持“人才强企”战略，拥有经验丰富、创新进取、专业齐全的设计队伍，设有

6个建筑设计所、5个规划编制所、1个市政设计所、2个技术研究中心以及 2个教授工作室。现

有技术人员 216 人，其中高级职称 33 人、中级职称 50 人、一级注册建筑师 15 人、注册城市规

划师 15人、一级注册结构师 3人、其他专业注册师 14人，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人才支撑。

近年来，GDUTD荣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美国建筑师协会（AIA）、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等省部级以上奖项 30 余项，并参编了多项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充分发挥

背景优势，积极发展交流合作，先后与 1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国内 30 多所知名高等院校、50

多家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共建，形成了长期、全面的稳定合作关系。

成立至今，GDUTD始终严把质量关，通过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涵盖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

工作标准三大体系的企业标准体系。秉承“创作精品、超越自我”的奋斗目标，为国内外社会各

界提供优质的设计和服务。

四十年前我们走在前沿，四十年后我们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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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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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项目位置：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
建筑面积：63 万㎡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 ( 原名揭阳理
工学院 ) 位于揭阳市惠来县神泉镇，校园
规划 7000~10000 学生规模，总建筑面积
63 万m²，项目分两期建设。校区包括公
共教学楼、院系楼组团、实验楼、图书馆、
行政楼、学术交流中心、学生宿舍、教师
公寓、食堂、会堂、体育馆及运动场等，
是功能配套完善的独立本科校区。校园背
山望海，西侧是开阔的湿地农田，东侧是
山体林地，景观区位绝佳。设计融入自然
景观、叠书成院的设计理念，打造山水林
田一体的新时代高校。

( 项目设计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我司合作完成 )

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

总鸟瞰效果图•	 	

实验楼效果图•	 	

教学楼效果图•	 	

学术交流中心效果图•	 	

实景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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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文化活动中心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建筑面积：39800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科创实训楼位于广东工业大学教学区
中轴线的北侧，建筑面积 39800m²，地面
8层，主要功能为生物医药、化学等学科
的实验室和办公综合体，其中有洁净要求
的实验室、通风系统是设计的重点。项目
充分融入了广工大学城校区元素，以简洁
的横线条设计和特色柱廊空间，烘托出工
科院校新时代的科技感。同时中心对称两
侧展开的视觉设计，强化了广工特色中轴
空间，它既是该园区的结束，也是下个园
区的开始。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科创实训楼

沿街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院内效果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建筑面积：13955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本项目位于广州大学城的广东工业大
学校区的教学区中北部。项目总建筑面积
13955m²，地下1层为设备用房;地上2层，
其中首层为 1152 座的中型剧场，观众大
厅、室外剧场的舞台、多功能厅、合唱排
练厅、综合展览厅及剧场后台等，二层为
观众厅的楼座、多功能厅、办公室。

本项目运用虚实对比的手法，流畅优
美的曲线，力求表现校园文化活动中心的
灵动、柔美、艺术性，水平曲线的设计风
格与周边教学楼规整的水平线相呼应、相
映衬，为校区核心区域创造丰富的空间感。

东南角透视图•	 	

西南角鸟瞰图•	 	

东北角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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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高级专家公寓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建筑面积：21200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位于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
生活西区，建筑面积21200m², 层数 8层，
宿舍共 500 间，标准 2~4 人间，带独立
卫生间。根据平面地块形状，建筑平面以
外廊结合内廊形式布置，在开阔地块部分
做天井庭院，营造院落居住氛围。设计利
用山丘地形等高线，立面横向展开，减少
对南侧山体的破坏。建筑整体肌理与校园
现有建筑协调统一，立面设计清晰简洁。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西区教师公寓

正立面效果图•	 	

客厅效果图•	 	

卧室效果图•	 	

实景图•	 	

立面日景效果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建筑面积：1400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广东工业大学高级专家公寓 A栋是
广东工业大学引进高水平领军人才的配
套项目之一，建筑面积约 1400m²，层数
5层，包含4套复式公寓和首层配套空间。
项目坐落于大学城风景优美的湖边，背
山望水，建筑整体形象端庄大方，充分
考虑景观视线，打造了符合高水平领军
人才定位的舒适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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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本项目位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
路，南面隔规划路与原校区相望。新校区
强调营造“人文校园”和新航校“精神空
间”的规划理念，规划空间形成“三轴、
两湖、一带”的规划结构及景观设计。在
人文、自然、传统、和谐的规划主题下，
强调创造崭新学习方式的建筑景观空间，
继承和发扬航校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保
留和呼应现有的空间结构。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用地面积：172333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广州交通大学北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广州交通大学北区学生食堂及交流中心

校园整体鸟瞰图•	 	

湖边效果图•	 	

实景图•	 	

主入口效果图•	 	

 校园总平面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10208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广州交通大
学北校区内。总建筑面积为 10208m²，
地上 5 层，建筑总高度 23.90m。一 ~ 三
层为学生饭堂，四层为多功能报告厅，五
层为附属配套的办公用房。

本项目使用简洁、有时代感的设计手
法，运用体现航海学校专业特征的设计元
素。建筑面向人工湖的一侧采用舒展的弧
线，顶部波浪型的屋顶，结合跌级退台式
的处理手法，并利用高出的梯屋做标志性
的处理，既体现高新技术的结晶，又给人
以海洋、船只、灯塔等丰富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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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18541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广州交通大学北区教学楼位
于北校区主入口处，是学校标志
性建筑，主要功能是公共课室和
相应的教师休息室，包括大型的
报告厅、大中型阶梯课室、合班
课室。设计通过连廊过度和高差
处理，合理的解决不同竖向功能
的空间组合，交通疏散等问题。
立面简洁舒展，结合前广场，具
有强烈的仪式感。

本项目为适应广州航海学院发展的需
要，配合筹建广州交通大学的建设而设计
的运动训练馆方案和初步设计。新建训练
馆充分整合了周边的室外游泳池、跳水池，
以及广场绿化，利用了高差为 5m的自然
地形，将屋顶打造为开放的公共的屋顶花
园，并用坡度较缓的楼梯引导学生上去屋
顶花园进行休憩、交谈、观景等活动。造
型上提取了航海相关元素，充分利用现有
地形，将波浪、大地景观等概念融于训练
馆，体现航海特色。新建训练馆将成为一
个满足使用需求、提供公共空间、融于校
园环境、展现航海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21000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综合运动馆•	 	 教学楼日景效果图•	 	

教学楼夜景效果图•	 	
局部效果图•	 	

总平面图•	 	

广州交通大学综合运动馆 广州交通大学北区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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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雷州鼎龙实验学校雷州市第九中学工程

项目位置：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
建筑面积：27609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本项目位于雷州市清端大道，是一所
130 班九年制学校。本项目分两期建设，
第一期是小学部建设，第二期为初中部建
设，本次设计为第一期（小学部）总建筑
面积为 27606 ㎡，共布置了六栋建筑及配
套运动场所。

建筑设计结合雷州传统建筑、雷州
传统文化和岭南书院院落式布局的设计理
念，以古典雅致的主要设计手法，打造一
个富有文化韵味、具备雷州风格、朝气蓬
勃的校园环境。

校区整体西南角鸟瞰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
建筑面积：20160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20160 平方米，其
中计算容积率面积：19650 平方米。项目
地上四层，局部利用台地设-4.500标高层。
首层为课室、风雨操场、图书馆及架空活
动层，二～四层为课室及教师办公室，-
4.500 标高层为教学附属用房、报告厅、
教工餐厅、架空舞台及设备用房。

本项目结合雷州传统建筑、融合岭南
书院院落式布局及结合岭南园林的设计理
念，以古典雅致为主要设计手法，打造一
个富有文化韵味、具备雷州风格、稳重端
庄且朝气蓬勃的校园建筑。

校区整体鸟瞰图•	 	

门楼透视图•	 	

运动场透视图•	 	

西南角透视图•	 	

小学部西南角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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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东两阳中学

广东两阳中学新校区设计按照国家
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标准建设，办学规
模为 75 个教学班，学生 4200 人，学生
全寄宿制。学校设计采用传统中式风格，
红墙绿瓦，院落式布置，建筑、院落、
廊道等与水体结合，营造浓厚的校园文
化和书香气息。

本项目于 2013 年 12 月投入使用，
成为阳江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对于进一步
提高阳江市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推
动高中教育优质发展起着里程碑的意义。
本工程设计获得 2015 年广东省优秀勘察
设计奖迁建工程项目三等奖。

项目位置：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建筑面积：84000 ㎡
供稿部门：总工室
获 2015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学校门口实景图•	 	

整体鸟瞰图•	 	

湖边实景图•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番禺附属小学重建工程

项目位置 :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建筑面积 :26269m²
供稿部门 : 设计一所

本项目位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是
一所 72 班全日制小学。项目总建筑面积
26269 平方米，包含一期教学楼 1栋（已
建），综合楼 1栋（已建），新建二期教
学楼 1栋，图书馆 1栋，体育馆 1栋及配
套运动场所。

本项目设计要突出求真淳朴、含蓄典
雅、爽朗率真的设计理念。以现代简约的
主要设计手法，打造一个富有文化韵味、
稳重大方且朝气蓬勃的校园环境。

校区整体鸟瞰图•	 	

体育馆透视图•	 	

二期教学楼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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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项目位置：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
建筑面积：19265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19265m²，地面 5
层，地下车库 1层，规模为小学 48个班，
主要功能为教室、办公、教工休息室。

建筑总体布局取材于中国传统园林中
的庭、廊、园、囿，空间大小错落，庭院
或开放或围合，配以绿化小品等，结合立
面白墙灰瓦，构成具有典型新中式风格的
庭院式建筑。

清远市清新区第六小学

整体鸟瞰图•	 	 入口内厅实景图•	 	

庭院实景图•	 	 屋面檐角实景图•	 	 走廊内景实景图•	 	

架空层实景图•	 	

正面效果图•	 	 沿街立面实景图•	 	

清远市清新区第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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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朱村街第二小学 清远市陈广纪念小学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建筑面积：11285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11285 ㎡，建筑
基底面积 4203 ㎡。地下 1 层 1368 ㎡，
主要功能为设备房和风雨球场，风雨球场
两层通高；地面建筑层数最高 5层。规模
为小学 24个班，学生总人数为 1080 人。
建筑方案总体布局为庭院回廊式，建筑风
格属于简洁、新颖、轻快典型的南方现代
建筑，充分体现人文理念的的小学校园。

鸟瞰图•	 	

正面入口透视图•	 	

操场透视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
建筑面积：31030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31030 ㎡，为多
层公共建筑，地上最高 5层，局部地下 1
层作风雨球场、设备用房。本项目是在保
留现有部分建筑的基础上加建和扩建，在
总体布局上采用 U形和 L 形互相咬合的
形式，结合中庭及首层架空，传统半围合
院落结构和现代风格的立面设计相互融
合，营造出书香院落的意境。

低点透视图•	 	

外立面效果图•	 	

校园整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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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建筑方案 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建筑方案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建筑面积：40687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获重要国际竞标优胜奖

我司设计的原创方案为国际金融论坛（IFF）永
久会址建筑方案，国际竞赛最终评选的三个推荐方案
之一。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于中国的独立国际
组织，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
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20）”，
于 2019 年 4月 26 日发布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
址建筑方案国际竞赛公告。本方案以“云山珠水、湾
区原点”为概念，呼应珠江入海口形态，延伸金融大
道开放的城市主轴，连接湾区广场，塑造汇流入海、
连接世界的整体形象。以 IFF 徽章为平面原型，布置
领袖会议厅——寓意金融岛的发展极核和大湾区原点。

效果图 1•	 	 效果图 3•	 	

效果图 2•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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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

鸟瞰图

•	 	

•	 	

效果图•	 	

宜章县中医院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是一间门
诊楼、住院部、科研办公等功能配套齐备
的综合性中医院，建筑面积 71983 ㎡。设
计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文化融合进
建筑设计中，寻求自然、建筑和人三者和
谐统一。简洁的形体、中国传统的院落空
间、外立面的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精致的
细部设计，构筑了既具有传统建筑的特色，
又带有现代感的中医院的建筑新形象。

项目位置：湖南省郴州市
建筑面积：71983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获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建筑方案鼓励奖

正面效果图•	 	

内部实景图•	 	

外部实景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
建筑面积：5000 ㎡
供稿部门：总工室

本项目作为广东省封开县重要工程项目之一已建
成，其位于封开县广信文化园内。封开县作为粤府文化
发源地，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众多，博物馆内所藏
文物具有年代久远，时代连贯，种类齐备，典型性强
之特点，从馆藏文物中就能见证岭南文化发展的进程；
其馆藏文物近万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 544 件，是广
东省文物藏品最丰富的县级博物馆之一。项目设计结合
当地及粤府文化特点，采用白墙灰瓦红线条手法，与文
化园内有“岭南第一塔”之称的广信塔相呼应，形成
封开县创立的“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打造文化封开高地，
争创全省山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文化园区。

广东省封开县博物馆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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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效果图•	 	

整体鸟瞰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
建筑面积：5086 ㎡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韶关市翁源县坝
仔镇半溪，下庄地区内。下庄基地旧址内
遗留着各类珍贵历史遗迹。设计充分利用
其珍贵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协调基地及
周边环境的内部联系。将其铺以现代展示
技术，全面的普及介绍核工业发展历史，
核科研现状，我国核能发展历史及核地质
情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翁源下庄铀矿科普教育基地项目

总平面图•	 	

效果图 2•	 	

效果图 1•	 	

总平面图•	 	

项目位置 : 安徽省滁州市
建筑面积 :85000m²
供稿部门 :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获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建筑方案奖三等奖

本项目规划设计包括两个主题部分：
1. 城市舞台：设计上建筑形体自身

具有极强的透视效果，在水边、在城市都
将成为一个戏剧性的片段。

2. 水岸客厅：设计通过架空骑楼、
缓坡绿化、景观平台、大型景窗、过街楼、
商业街、亲水景观等多种建筑手法，将建
筑的开放和亲民体现得淋漓尽致。

滁州经开区产业研究、展示及邻里中心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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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中国古典园林意匠，
营透白然山水办办环境”，人们
需要一个能今人感受到宁静、有
然，松弛的环境来调节身心、舒
缓压力、启发创意。在这一角度
来看，我国传统的园林有功能需
求上的一致性。中国传统的园林，
体现了建筑与山水环境的和谙统
一，具有较高度艺术性，其中许
多空间组织和处理的手法对现代
的建筑创作仍有现实的参考意
义。

局部效果图•	 	

整体鸟瞰图•	 	

项目位置：贵州省黔西南州
建筑面积：15000 ㎡
供稿部门：韶关分公司

义龙公安分局警务技能训练中心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建筑面积：60266 ㎡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本项目位于广州从化市温泉镇内，用
地规划两栋酒店塔楼建筑，层数 13 层，
高度 58m，其中裙楼 3 层作为酒店各共
公服务空间，塔楼共 10 层为客房层，第
4 层架空和裙楼天面作为公共温泉泡澡
区。规划中主体建筑面向流溪河，建筑相
互统一和协调，裙楼 2层设一连廊将建筑
连成一体，塔楼尽量向西边（流溪河）靠，
除满足室内外景观要求外，也减少了塔楼
对东边居住小区的影响，留出空间设 3层
裙楼，满足了五星级酒店所需的大空间要
求，西边面向流溪河建筑也加大退缩，丰
富沿河空间及景观。

效果图•	 	

广州从化碧泉空中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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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效果图•	 	

清远樵顺商业广场

项目位置：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建筑面积：21977 ㎡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樵顺商业广场的定位是清
远市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弧面
的体块设计使整个建筑更典雅，
对城市的界面起到很好的优化
作用，也给商业氛围起到很好
的效果。

借助先进的电脑系统和其
他的设备设施，商业广场可以
使不同的区域根据自己所处的
环境来自由控制室内的气候，
保证了顾客的舒适性的要求。
在绿色节能方面，在视野的通
透性下还极大的降低了室内照
明的运营能耗。

广东江门江海广场（中环广场二期）建筑设计

项目位置：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建筑面积：127065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江海广场项目地处江海区中心地段，
面向交通主干道，总建筑面 127065 ㎡，
由地面 4层商场和两栋商业塔楼组成。江
海广场作为江海区首个时尚家庭生活购物
商场，未来将成为江海区核心商圈的标志
性建筑综合体。

实景图•	 	

总平面图•	 	

整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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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建筑面积：66361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真功夫总部大楼项目，地上 10
层，地下室 2层，建筑高度 39.4m。
负二层为车库、设备用房及绿化架空
层，负一层为车库、设备用房及沿下
沉广场周边小商铺；首层局部为架空
层及沿街商铺餐饮；二层全部为餐
饮，三 ~十层为公司总部办公楼。

真功夫总部大楼

整体透视图•	 	

局部实景图•	 	

GUANGGONG DESIGN INSTITUTE

整体鸟瞰图•	 	

局部效果图•	 	

“珠海市锦绣荣城一期 E区”各栋楼
呈围合组团设计，每栋楼的住户既可以拥
有良好的组团景观，也可以远眺华发水郡
及湿地公园；南面的 2栋“V”型 6.5F 退
台宽景花园洋房，强调其亲水性，两侧设
置 3栋 1梯 6户点式住宅，较小的面宽最
大程度使外景渗透到小区当中，同时又满
足了小区容积率的要求，布局最大程度的
借用了项目的外景，又各自形成内部的组
团景观，景观风格独特体现出了人性化与
和谐的居住氛围，建筑高低错落的设计，
为黄杨河填上了一道美丽的天际线。

项目位置：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建筑面积：174886 ㎡
供稿部门：珠海分公司
获珠海市 2012 年优秀建筑设计二等奖

珠海市锦绣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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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建筑面积：503820 ㎡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本项目位于番禺区石楼镇灵兴片区
内，项目总用地面积 263888m²，其中
居住可建设用地 187960m²，规划可住
面积 375920m²，小学用地可建设用地
19551m²。规划布局采取“一环、两轴、
分区、多组团”的布置方式，北高南低，
西高东低，形成与东侧莲花山及南侧山岭
合抱之势。建筑采用岭南建筑特点设计，
基本可概括为 :兼容，民俗，重商，创新 ,
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现代中式建筑群。

广州番禺倚莲半岛

沿江立面效果图•	 	

1# 楼、2# 楼及主入口透视图•	 	

尚美 - 依莲半岛鸟瞰•	 	

整体鸟瞰图•	 	

局部透视图•	 	

瑜丰 - 沙湖御景住宅小区位于韶关市
武江区，小区由 14 栋 26~31 层的高层住
宅楼及一所 9班幼儿园组成。小区靠市政
道路侧设商业裙楼，充分拓展商业价值。
小区下设地下车库，人车分流，互不干扰。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70556m²，总建筑面积
231682m²，最大建筑高度 99.85m。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建筑面积：231682 ㎡
供稿部门：韶关分公司

瑜丰 - 沙湖御景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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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总建筑面积：200 万㎡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茶滘城中村改造作为广州荔湾区最大的旧改项
目，是今年广州市旧村改造重点推进的项目之一，
其规划占地面积达 58 万 m²，整体建筑面积近 200
万 m², 开发单位为力诚集团。茶滘村位于荔湾区重
点打造的广州市第二 CBD 白鹅潭商务中心的辐射圈
内，西联佛山，是广佛同城拓展的纽带，地处广州
西部开发建设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承担了更多交流
转换功能。2号、4号、8a 号、14 号和 15 号等多个
地块的设计，4号地块欣悦湾已于去年竣工验收。此
次 8a 地块和 16b 地块两个安置房项目建设的开工，
对整个茶滘城中村改造工作有着极大的推动和促进
作用。

茶滘城中村改造安置房

实景图•	 	

8 号地块效果图•	 	

本项目是湾区首个以大型水荟、云
医院为特色的健康休闲生态社区。设计
通过现代手法再现 Artdeco 建筑经典。
白色素雅的建筑调性，回应了滨海城市
特质，挣脱屋顶束缚的竖向线条，强化
了建筑的挺拔感，体现了一种不拘一格，
积极向上的城市形象。

项目位置：广东省惠州市
建筑面积：172208 ㎡
供稿部门：深圳分公司

大亚湾恒兴连城别苑

整体鸟瞰图•	 	

局部效果图•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40 41

广工设计 GDUTD

项目位置：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建筑面积：57233 ㎡
供稿部门：设计一所

本项目位于江门市东海路和五邑路交
汇处西南角。项目总建筑面积 57053m²，
地上 38949m²，地下 18104m²。本项目地
上部分由 4栋建筑组成 :1 栋酒店、2栋住
宅楼及 1栋商业体，4栋楼的地下室连成
一整体，共 2层。本项目于 4栋单体中心
设置可达性极强的围合庭院形成商业聚集
效应，寓意“四海归一”，注重营造趣味
性商业界面，加强人流和商业物业间良性
互动 , 充分利用场地特点，塑造具有活力
的购物环境，刻画有故事、重体验的休闲
广场 , 设计双首层地表、互动式的购物路
线，创造沉浸式购物体验。

文昌大厦

东北半鸟瞰图•	 	

西南低点效果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建筑面积：69702 ㎡
供稿部门：设计五所

广州增城建鑫发展有限公司商住小区

外立面效果图•	 	

整体鸟瞰图•	 	

本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增城区新塘镇。
新塘镇地处广州、深圳、东莞等多个城市
区间，是广佛都市圈和深莞都市圈的交集
区域。

本项目地下共 4 层，主要功能为停
车库及人防地下室 ; 地上 32 层，为裙楼
带双塔楼设计，其中 1~4 层为商铺、配
套公建、架空层及屋顶花园，5~32 层为
住宅。总建筑面积 69702m²。另外，本
项目 2# 采用装配式建造，装配率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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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是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
和广州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隶属于中
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机构。科研园区选
址广州科学城东南区，规划以中国传统
建筑文化为指导思想，借鉴“四合院”
的建筑形式，根据广州市气候特点，设
计出同时体现岭南文化及地域性的高科
技研究园。

本项目于 2010 年底玩完成竣工验收
工作。设计获得 2013 年广东注册师协会
鼓励奖。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68715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主立面效果图•	 	

实验室实景图•	 	 大堂效果图•	 	

实景图•	 	

项目位置 :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 :4000m²
供稿部门 : 总工室

生物岛实验室生物医疗器械实验室及平台建设项目装修设计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瑞发路 83 号中巨华禧智
造谷内 ( 园区管理编号 B栋 )，生物岛实验室医疗器械
部租用广东中巨华禧智造谷园区作为生物医疗器械实验
室及平台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元，装修面积约
4000m²。装修设计的功能是生物医疗器械实验室，主要
内容为 : 弛豫铁电单晶晶锭制备、弛豫铁电单晶晶片加
工、静电放电 (ESD) 抗扰度、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等实验室。

展厅效果图•	 	

前台效果图 2•	 	前台效果图 1•	 	

休闲空间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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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开
源大道与开泰大道东南侧，是广州再生
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的莱迪园区，
B10 栋生物实验楼装修工程的总建筑面
积为 10494 ㎡，是一个集生产科研、检
测实验和辅助服务为一体的精密高端工
业厂房。大楼主要功能为科研人员办公、
会议室，以及大实验区、万级仪器室、
万级细胞操作间、恒温恒湿室，还有洁
净空调、消防配套设备等。设计通过各
专业配合，合理地解决了医学与健康实
验室的专业性很强，工艺设备系统复杂
的问题。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10494 ㎡
供稿部门：总工室

广东省实验室莱迪创新科技园 -B10 栋生物实验楼装修设计

细胞间实景图•	 	

学术报告厅实景图•	 	

•	 	生物实验室实景图

林安（重庆）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规划

内街效果图

林安（重庆）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规划

西面沿街效果图 1

林安（重庆）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规划

整体鸟瞰效果图

项目位置：重庆市渝北区
建筑面积：380058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林安（ 重庆）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规划项目

项目地块位于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
片区，是重庆国家临空经济示区“一核
五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用地面积
172161 ㎡ , 建筑占地面积 92245 ㎡，总
建筑面积 382258 ㎡，容积 2.21。项目
通过商贸配套、生活配套的完善，强化
宜商宜居功能，建设重庆面向全国的“产
业 +生态 + 宜居”的智慧物流产业新型
小镇，优化城市功能，推进城市功能配
套和生态建设，使之成为综合性、多功能、
具有产业特色的服务型产业新城。

西面沿街效果图•	 	

内街效果图•	 	

整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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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中山智慧物流园古镇项目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7.07

方案总平面

林安中山智慧物流园古镇项目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7.07

低点透视图

林安中山智慧物流园古镇项目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7.07

鸟瞰图

林安中山智慧物流园古镇项目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7.07

低点透视图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190502m²，用地一侧临近
城市绿地有较好的景观优势，用地内部相对完整，
便于布局核心功能。依靠古镇站形成的商业人流优
势，在沿街位置形成完整的商业带，带动地块价值。
靠近城市绿地的景观资源优势明显，布置创客孵化
中心有助于企业良好发展。靠近次一级的城市干道
有利于生活人流以及物流到达，布置人才公寓及快
递快运中心。在中心区域布局独栋式总部办公，围
合大型绿地中心，形成核心优势产业。沿古镇站轴
线穿越用地，布置会议中心，形成有效的较强的吸
引力。

项目位置：广东省中山市
建筑面积：444366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林安（中山）智慧物流新型小镇规划设计

低点透视图•	 	

局部效果图•	 	 整体鸟瞰图•	 	

总平面图•	 	

项目位置：河南省信阳市
建筑面积：71225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林安（信阳）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保税区）规划概念方案

本项目位于河南信阳，本项目以打造
“智慧物流”、“产业物流”、“金融物流”、
“商贸物流”、“绿色物流”和“生态物流”
为指导思想，以现代智慧物流和信息化平
台为引擎和抓手，以生态居住、城市配套
为助推器，打造经营规模集聚化、经营品
种辐射化、经营模式创新化、经营手段现
代化、经营理念国际化、经营环境诚信化
的特色小镇，打造欣欣向荣的新商圈。

总平面图•	 	

整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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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江西高安市昌栗高速与中汽大道交汇
处西南角，距老城区中山路商圈仅 10 公里，18 分钟可
直达，距高铁站直线距离 8公里项目以整合高安现有
的汽运物流产业为基础，结合林安全国城际配送的林
安班车、同城配送的林安货的以及高效便捷的林安支
付等模式和产品，打造“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
技术流”五流合一的一站式O2O物流信息交易平台和
电商网购平台，为高安汽运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撑，
促进产业链垂直整合和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位置：江西省高安市
规划范围：10 公里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林安（高安）智慧产业新型小镇规划概念方案

整体鸟瞰图•	 	

局部效果图 1•	 	

局部效果图 2•	 	

局部效果图 3•	 	

沿街效果图 2•	 	

沿街效果图 1•	 	

项目位置：广东省中山市
建筑面积：29 万㎡
供稿部门：深圳分公司

金雅福黄金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概念设计

金雅福黄金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错
落有致的总部 BOX，自上而下，如同一
颗颗珠宝散落在湾区西岸。自由、灵动的
空间，展现了现代空间布局与传统空间
聚落的完美融合，兼具人文环境和谐共
生的理念，为新区发展奏响律动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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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工业园标准厂房规划设计
Xingning Industrial Park Promotion Planing Design 2018.1

Planing and Design

Project 1
黄塘背地块方案

黄塘背地块方案一厂房透视图

触媒项目设计方案

兴宁工业园标准厂房规划设计
Xingning Industrial Park Promotion Planing Design 2018.1

Project 1

Planing and Design

黄塘背地块方案一南入口透视图

黄塘背地块方案

触媒项目设计方案

本项目以“一轴、一中心、四区、
双平台”的设计思路，结合景观绿化节点
以及创新纽带形成园区主轴 : 不仅是串联
起整个园区的优美景观，更具有加强园区
内部交流增加创新气氛的复合功能。

项目位置：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
建筑面积：707649 ㎡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兴宁工业园标准厂房规划设计

整体鸟瞰图•	 	

厂房透视图•	 	

南入口透视图•	 	

建筑设计秉承“极致边界”的布局理
念，将园区功能沿基地边界最大化布置，
外部实现最大化的形象展示面，内部形成
最大化的生态产业绿谷，打造“硬核”数
谷典范。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
建筑面积：30 万㎡
供稿部门：深圳分公司

整体鸟瞰图•	 	

低点透视图 1•	 	

低点透视图 2•	 	

韶关市莞韶城【华韶数据谷】概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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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效果图•	 	

整体鸟瞰图•	 	

巨轮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化基地

本项目设计原则 :1、崇尚生态原则 :
充分考虑基地的滨水自然环境，在继承
传统文化和尊重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塑
造生态型的科研生产环境。建筑设计注
意利用节能材料和构造。2、独特地标原
则 : 体现企业文化特征，结合当今建筑学
科的最新理念，以建设形象突出、个性
鲜明的面向新世纪的科研建筑为目标，
体现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特征。3、城市
设计原则 : 充分考虑与周边建成建筑环境
和自然环境的对话，追求和谐统一。4、
以人为本原则 : 充分考虑人的活动需求，
创造人性化的交往空间。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建筑面积：71942 ㎡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获第九届广东省建筑设计奖鼓励奖

疏林草地与展览馆改造后实景图 2•	 	

疏林草地与展览馆改造后实景图	1•	 	

疏林草地与展览馆改造后实景 3•	 	

传统与现代园区对比实景图•	 	 展览馆前序空间实景图•	 	

张竞生公园鸟瞰效果图•	 	

中西对话实景图•	 	

饶平县浮滨镇张竞生文化公园改造工程

张竞生文化公园位于潮州市饶平县
浮滨镇大榕铺村，项目设计以尊重历史、
弘扬名人文化为出发点，立足原有场地
环境和张竞生人生轨迹，突出文化特色、
新旧空间互动，采取了中西园林互补的
手法，将保护、改善和新建有机结合，
达到中西合璧、古今穿越，充分展示名
人文化精神内涵的目标。

项目位置：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
项目规模：11824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获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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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狮中村乡村振兴特色示范项目设计方案

文笔经济社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工程

狮山镇狮中村乡村振兴特色示范项目设计方案

文笔经济社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工程
运动公园

建设位置：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中村
建设范围：狮中村 12 个自然村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狮中村是南海区狮山镇选取的 44 条
村居 ( 狮中村、象岭村、颜峰社区、芦
塘社区 ) 编制美丽文明村居建设规划的
村居之一。以自然村 (12 个村民小组 ) 为
创建主体，梯次建设一批又一批的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规划以“红色狮中、生
态狮中、人文狮中”为主题，设计狮中
村规划分区，串联狮中重要景观节点，
充分展示狮中红色文化、自然生态及岭
南人文。

佛山南海狮山镇狮中村特色精品村项目

运动公园效果图•	 	

文笔自然村人居环境改造效果图•	 	

文化室核心景区改造效果图•	 	

阳山黎埠美丽乡村·精品旅游线路项目

建设位置：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
建设范围：大塘、升平、界滩 3个行政村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位于阳山县黎埠镇东北部，距离镇政府约5公里，
涵盖连线成片的大塘、升平、界滩3个行政村中的10条自然村，
各村升级改造的内容包括 : 道路硬底化、亮化、美化，还有污
水处理工程，修建公厕、文化站、休闲广场、村标及节点景观等。

大塘街为该项目改造重点，包含大塘街立面、人行道改造，
大塘街游客服务中心、韩愈纪念馆改造及设置景观小公园等。
改造后的大塘街，依托连江二十里画廊风景名胜及客家历史
文化资源，展现出区域性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独特小镇形象，
打造集民俗风情、特色美食、田园风光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客
家文化特色旅游小镇。

大塘街现状与设计改造对比图•	 	

韩愈纪念馆效果图•	 	

大塘街现状图•	 	 大塘街改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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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位置：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
建设范围：北斗镇 5个行政村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建设范围包括北斗镇拾荷村、北斗村、下溪村、茜坑村、
庆瑶村共 5个行政村。建设项目涉及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农村污水处理、集中供水、垃圾处理、村入口标志
和村道硬化主要节点等民生工程 ; 以及提升村容村貌项目，包括
配套小型综合性文体设施、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如建设村民活
动广场，篮球场，健身设施，光伏发电停车场，休息凉亭与花架，
休闲步道，绿化公园，公共卫生间等。通过规划切实解决人居环
境改善、配套设施建设、村庄风貌营造、村庄文化传承五大问题，
整合资源，构筑全方位、多业态、复合型的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
设体系。

丰顺北斗镇美丽乡村

拾荷村现状、设计对比图•	 	

荷树墩广场提升效果图•	 	

荷树墩步道现状图•	 	 荷树墩步道提升效果图•	 	

丰顺大龙华镇美丽乡村

建设位置：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
建设范围：大龙华镇 7个行政村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建设范围包括大龙华镇田东村、大田村、岗背村、长
布村、华东村、叶华村、龙北村共 7个行政村。建设涉及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农村污水处理、集中供水、垃
圾处理、村入口标志和村道硬化主要节点等民生工程 ; 以及提升
村容村貌项目，包括配套小型综合性文体设施、公厕等公共服务
设施，如建设村民活动广场，篮球场，健身设施，休息凉亭与花
架，农田风光栈道，绿化公园，荷花池及亲水平台，公共卫生间，
绿化停车场等等。通过规划切实解决人居环境改善、配套设施建
设、村庄风貌营造、村庄文化传承五大问题，整合资源，构筑全
方位、多业态、复合型的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体系。

长布村现状、设计对比图•	 	

大田村现状图•	 	 大田村提升效果图•	 	

坪坑村提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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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位置：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
建设范围：五一、六甲洞村委会
供稿部门：设计三所

本项目位于清新区北部，有清连高速、
汕昆高速通过，紧邻下线口，2小时可达
广州市区，区位条件优越。基地生态环境
良好、有金龙湖地下河、小华山汤泉成熟
景区，有客家排屋、古桥、通灵炮楼特色
资源，以及百香果种植基地、稻田蛙养殖
产业资源。规划充分撬动农业、生态、旅
游、产业资源，通过旅游线路整体布局，
产业联动发展，道路、农房、绿化景观风
貌全面提升，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打造“汤
泉美居、山水浸潭”乡村振兴精品线路。

清远市清新区乡村振兴精品线路概念规划——浸潭镇下迳段

何屋村提升效果图•	 	

虎尾村提升效果图•	 	

李屋村提升效果图•	 	

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村环境整治规划

规划总平面图•	 	旅游路线规划图•	 	

特色巷道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大榕铺村整体风貌•	 	

大榕铺村位于浮滨镇区南部，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风
云人物张竞生的故乡，广东省传统村落。
规划以张竞生文化园为核心，打造“一
核一轴一带多节点”的空间布局，通过
交通优化、设施完善、街巷改造、公共
空间营造和活力功能嵌入等手段，塑造
最宜人的居住环境、最魅力的文化空间、
最生态的特色产业，全面提升大榕铺村
人居环境，擦亮名人文化品牌，带动浮
滨镇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农旅融合。

项目位置：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
项目规模：21.50 公顷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获 2019 年度广东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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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广东省东莞市
建筑面积：472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半仙山村朱氏宗祠是东莞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为五间三
进院落式砖木结构祠堂，面宽 13m，进深 36.5m，硬石顶、红石
为柱、青红石作柱基，第二进金柱为格木柱，木梁架驼峰，雕刻
精美 ; 祠堂内的红砖碧瓦、雕梁画栋上，一幅幅精美的图案记载
着一个个古时的故事 ; 石雕、木雕，彩绘着各种艺术图案，昭显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让人们感受到了南粤民居的古老和岭南
建筑文化的深远。

东莞市横沥镇半仙山村朱氏宗祠修缮勘察、设计项目

祠堂正立面•	 	

祠堂一进立面•	 	祠堂一进立面•	 	

3D 激光扫描测量切片•	 	

祠堂修缮平面图•	 	

3D 激光扫描测量切片•	 	

祠堂修缮正立面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
建筑面积：375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始兴学宫位于始兴中学内，学宫中建筑仅存大成殿与东西庑。
主体建筑大成殿为始兴县文物保护单位，坐东北向西南，殿身宽
深各三间，副阶周匝。卷棚重檐顶与镬耳山墙的结合造型颇具特色，
屋脊上是二龙戏珠装饰，垂脊、翘角上走兽翻腾。门廊空间展示
的斗拱、月梁、檐枋与隔板等都有精美的彩绘与木雕，卷棚上多
方位都填满龙凤式的绘画装饰。室内空间宽敞，八角藻井、彩绘
与门窗透雕交相辉映。

韶关市始兴学宫（大成殿）修缮设计

大成殿周围环境•	 	

大成殿正立面近景•	 	大成殿正立面•	 	

3D 激光扫描测量切片•	 	3D 激光扫描测量切片•	 	

大成殿修缮正立面图•	 	 大成殿修缮平面图•	 	 大成殿修缮仰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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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细美寨抢险加固工程

细美寨鸟瞰•	 	

细美寨一层至二层阶梯、垛口、箭道•	 	 细美寨一层至二层阶梯•	 	

细美寨主寨门•	 	 上寨阶梯•	 	

细美寨二层修缮平面图•	 	

细美寨二层至三层阶梯•	 	

细美寨头寨门•	 	 细美寨二寨门•	 	

细美寨一层修缮平面图•	 	 细美寨修缮立面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丹霞山巴寨景区
建筑面积：117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细美寨为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坐东向西，海拔
286m，为典型的丹霞石墙，海拔 286m，寨长约 10m，进深约
12m，平面呈“口”字型。建于明朝末年 : 当地车头村豪绅吴德
彰一家筑寨避难。四面绝壁，自菜籽坝逐级而上，有寨门三道，
扼上山之咽喉，地势异常险要，山顶寨内残存寨门两重。寨门、
垛口、掩体、箭道等组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

南雄市珠玑镇、乌迳镇古驿道历史遗存点修缮设计 - 迴澜门

迴澜门鸟瞰图•	 	

迴澜门修缮后立面•	 	

迴澜门修缮后立面•	 	

迴澜门修缮前立面•	 	

迴澜门修缮前立面•	 	

迴澜门修缮背立面图•	 	

迴澜门修缮正立面图•	 	

迴澜门修缮平面图•	 	

迴澜门修缮总平面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雄州街道
建筑面积：254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南雄城经过明成化二年至嘉靖四十三年近百年的大规模营
建、扩建，斗城、顾城、水城三城连环，其城墙总周长达至1131丈，
有城门11个 (其中水门6个 )。清代沿用，至民国大部分城墙已毁，
现保留部分城墙以及正南门、皇华水门、迴澜水门等城门 ( 楼 )。
近代，迴澜门几乎淹没于城市化之中。

现在作为南雄梅关、乌迳古驿道旅游的起点而重新保护、修
缮、活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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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栋十八厅鸟瞰•	 	

“天门阿公”灰塑•	 	 “天门阿公”灰塑•	 	

3D激光扫描测量切片（南）•	 	 3D激光扫描测量切片（北）•	 	

九栋十八厅鸟瞰•	 	

“玉树”门匾•	 	 “瑶階”门匾•	 	

北部防御区建成效果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
建筑面积：16390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九栋十八厅民居围楼采用前排屋、后围楼的
建筑形制，分南面生活区与北面防御区。总进深
约138m，占地面积约1.1万m²，整体平面呈“凸”
字形。建筑布局以大厅为中轴线，左右建筑均匀
对称。南面生活区的大厅左右依次为住房、巷道、
厨房、巷道，北面防御区的大厅左右依次为住房、
围墙炮楼、围坪、侧屋杂间和野外耕作区。体现
了我国古代一村一姓聚族而居的特点。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东湖坪古建筑群之九栋十八厅修缮设计方案编制

修缮后二进梁架•	 	 修缮后二进梁架屋面•	 	

二进中厅梁架揭顶更换檩条•	 	

修缮后一进头门•	 	

修缮后天井侧廊新做杉木木雕•	 	

修缮后屋面垂脊•	 	

二进中厅梁架揭顶新铺桷板•	 	

修缮后二进屋面•	 	

修缮后新做杉木木雕雀替•	 	

修缮后一进前廊新做木雕•	 	

房祖祠修缮平面图•	 	

房祖祠修缮屋面平面图•	 	

房祖祠修缮正立面图•	 	

项目位置：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象埔寨
建筑面积：400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象埔寨位于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古一村，于南宋景
定三年即公元 1262 年开创，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是明清发展盛期的贸易商埠，也是粤东地区保存完整年
代久远的古寨之一。

房祖祠坐西朝东，总平面呈矩形，建筑为三间二进
一天井布局，面阔 14.73m，进深 25.9m，占地 400m²，
建筑面积381.51m²，是潮汕地区典型的硬山顶祠堂建筑。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象埔寨（房祖祠）修缮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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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道线路与节点图 1•	 	 驿道线路与节点图 2•	 	

南天门前赵佗雕塑设计意向•	 	 白牛桥旁神仙赶牛雕塑设计意向•	 	

南天门前赵佗雕塑建设后•	 	 白牛桥旁神仙赶牛雕塑建设后•	 	

观景平台路博德将军雕像设计意向•	 	 刘禹锡一家雕塑设计意向•	 	

刘禹锡一家雕塑建设后•	 	观景平台路博德将军雕像建设后•	 	

项目位置：广东省连州市
项目规模：53.02 公里沿线设施 44 处，绿化 2公顷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连州古道 ( 丰阳 - 东陂古道段与秦汉古道段 ) 保护与修复，沿线长 53.02 公里，设计设施 44 处、植被复原 2公顷，
计划修复沿线古遗存及建设沿途设施，包括 : 雕塑、观景小品节点、标识牌、博物馆、驿站等。

连州市连州古道（丰阳－东陂古道段与秦汉古道段）巩固提升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

司马第鸟瞰•	 	

司马第正立面•	 	

檐口修缮前•	 	 檐口修缮后•	 	

翘角修缮前•	 	 翘角修缮后•	 	

司马第正立面•	 	

司马第正立面全景•	 	

房屋修缮前•	 	 房屋修缮后•	 	

山墙修缮前•	 	 山墙修缮后•	 	

项目位置：广东省南雄市梅岭村
建筑面积：860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司马第位于南粤雄关之前。建于清代，坐北朝南，总平面
呈矩形，中间为祖堂，两边为廊间，廊间侧边为厢房，厢房为两
层结构。祖堂为两进，天井相隔。主建筑为四间一进一天井布
局，面阔 38.96m，进深 22.18m，占地面积 865m²，建筑面积
860m²，第宅硬山顶盖灰色简瓦、三间宅门为青砖筑，其余为砖
墙夯土墙。

南粤古驿道·南雄市梅关 - 乌迳古驿道重点线路
巩固提升工程 - 司马第修缮工程



文物保护与历史建筑 文物保护与历史建筑68 69

广工设计 GDUTD

项目位置：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建筑面积：8280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飞霞洞坐西向东，广三路深四进，总面阔 92.5m，总进深
89.5m。建筑布局奇巧，整体建筑依山势而建，雄伟壮观，石与木，
建筑基础与山体的完美结合，灰塑与彩绘相映，道教建筑功能与
宫殿建筑布局相互渗透，整个景点建筑面积达约 25000m²，其建
筑规模之大，内部联系路径之丰富，排水组织之智慧，在省内游
览区中也属罕见。

飞霞洞鸟瞰正面•	 	

飞霞洞鸟瞰侧面•	 	

修缮后正脊灰塑•	 	

飞霞洞鸟瞰屋面•	 	

修复走廊卷棚•	 	

清远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飞霞洞保护规划方案编制与修缮方案编制项目

修缮后屋面•	 	修缮后屋面•	 	

项目位置：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里东村
建筑面积：377 ㎡
供稿部门：朱雪梅教授工作室

里东戏台位于梅关古驿道上的里东墟街，现仍保持古墟市格
局，有较多古商铺、古民居留存。里东戏台 2003 年维修至今，
仍在使用表演戏曲采茶戏以及其他曲艺节目。建筑布局层次分明，
戏台与头门结合，面向中堂及二进天井，一进天井开阔敞亮，展
现对视觉与空间的合理利用。

里东戏台鸟瞰•	 	

里东戏台室内、梁架•	 	

里东戏台藻井•	 	

里东戏台正立面•	 	

里东戏台主体•	 	

里东戏台修缮屋面平面图•	 	

里东戏台修缮平面图•	 	

里东戏台修缮正立面图•	 	 里东戏台修缮立面图•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里东戏台修缮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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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
257-20 号广州美术学院内。广州美术学
院岭南画派纪念馆是国际和国内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艺术和交流平台。纪念馆建筑设
计是由著名建筑大师莫伯治、何镜堂共同
设计，并于 1990 年建成完工，属于重要
历史文化建筑。由于现代文化纪念馆类公
共建筑的运营理念已发生深刻变化，现有
建筑格局已不能满足运营要求，且由于建
筑建成已有近三十年，建筑、装饰、设备
设施老化严重。现需对纪念馆主楼与副楼
及周边环境进行提升改造设计。

项目位置：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建设范围：2109 ㎡
供稿部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岭南画派纪念馆及周边环境提升项目

立面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局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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