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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细胞、景颜麓局与创新网络 
— —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规划 

俞 孔 坚 张 东 等 

[提 要]本研究从细胞理论 中获得启 示 ：大地景 观是 一十 生命的有机体 ，以 中关村生命 

科学 园规 埘为例 ，探 讨了高科技园的空间结构和创新 网培 ，强 调了生态基质 、功能体 、流 

通网络和边界 四大空 问元 素在高科技园规殳I中的意义 ，尤其强 调了一十可持续生 态系统的 

建立对形成创新环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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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生命细噌、景观格局与创新网络 

l9世纪 ，科学家就奠定了在生命科学上具 

有革命性意义的细胞理沱：所有生命 包括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是由一个或多个细胞所构 

成的，细胞是一个基本的生命单元。每 个细 

胞包含了生命机体的全部雇息。细胞的功能在 

于它能高蕺地新陈代谢 ，自我繁殖，富有适应 

环境的能力，是生命硅康和进化的基本功能单 

位。同时能与其它细胞西同工作，构成 个具 

有超凡能力的生命有机体。 

结掏上，概括地讲 ， 个典型的生命细胞 

由以下几方面掏成 一是细胞液和细胞基质 ； 

二是细咆内部的功能体 ；三是细咆内外流通结 

掏；四是细胞的边界结构。 

细胞的_二述结构和功能的特质，对于我们 

在 个更普遍的意义上认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启发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地本身也是 个生命体 ， 

同样具有类似于生命细胞的生命基本单元．这 

便是 景观 生志学所 定义 的 景 观 (Land— 

scape)：一个地域综台体，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 

的生态系统。 

通过景观空间格局和景观元素形状的设计， 

蛙护各种生态过程的健康和安全，使生命的大 

地得以持续，并能最大限度地以满足人类生活、 

休闲和娱乐的需要。景观的基质 (Matrix)、斑 

块 (P啦h)、廊遒 (corrldor)及边界 (B0und— 

ary)等元素 正如生命细胞的细胞基质 、功能 

体、流通结构和细胞嗄一样 掏成了生命大地 

的活细胞 ，是大地机体的基率单元。 

关于高科技园的设计国内外已有学者已J敬 

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创新能力或是创造力是现 

代高科技园成功的关键，学者们称之为创新网 

络 ([tmovative network)。本’茈文强调 ：一个健 

康的高科技园区应是 个具有完善生态功能 

适应生态过程的景观捂局 是 个满足人类生 

活、工作和娱乐需要的适宜的生态系统。事窦 

上 ，^̂田园到高科技园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 

随着人类^̂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农业走向以复杂 

劳动为主的后工业时代 ，景册也由基于生态过 

程的生产功能转为基于生态关系的审美和休闲 

功能——本质上是作为人类创造性夏杂劳动环 

境的功能。 

因此 ，设计 个创新网络环境 ，在很大程 

度上与设计一个结掏完善、生态功能硅全、可 

持续的景观综合体是 致的。正如一个细胞 

因其有完善的结掏 使其具有卓越的适应能力、 

新跞代谢能力及自我繁殖功能一样 一个具有 

完善格局的景册综合体 ，具有硅康的生态过程 

和有利于人类创新过程的特质。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重 

要项目，位于北京西北郊 一期工程占地130多 

ha。正是基于上述关于生命细胞、景观格局及创 

新网络的认识 ，本研究对中关村的生命科学园 

的规划进行了探索。 

2．规划的构思来源 

(1)对国际一流生命科学园的研究 ，以及 

生命科学研究流程系统的分析。 

(2)细胞理论的启示 ：分析生命细胞的结 

构和功能，及其高效和协调运作的机理 (图1)。 

(3)景观生态 ，湿地生志和污染生志学的 

启示，研究景观的空间结掏与生态功能的关系 ， 

以及湿地系统的功能和结构。 

(4)场地分析： 

场所性是高科技园设计的一^极易被忽视 

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场地现状的认识是实 

现场所性的重要一 面。率场地的以下几大特征 

对规划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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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舆型植 精细胞 
1 生命 

3 规划息平面 

第 、场地所在的北京西北郊的湿地景观特色 它们 

是农田景册上的异质斑块，不但是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 

域 ．而且是调节区域地下水，改善整体环境 ，形成中关村 

地区景观特色的重要元素，应予充分体现 (图2)。 

第二、场地南侧的北清路与京昌高速相联 ，是未来中 

关村的北^口，因而也是率区的主要^]段 ，宜集中布置 

公建。 

第三、场地东南角是未来京昌轻轨线的一个下落站 ． 

是上班族人流的集散地，应作为步行人流的主人口。 
一  

第四 、园区乐、西删绿化带之内有两条规戈9的公路复 

道，可以成为园区与外界货运的方便通道。 

第五、场地北部为生命科学园二期工程用地，规划时 

应考虑与之呼应和衔接。 

3．总体布局规划 

基于生命细胞的概念和上述掏思来源，本规划有以下 

四大特征 ： 

(1)生态基质 ： 个可持续的湿地系统 

遗 湿地系统犹如生命细胞的细胞液和细胞基质 ，滋 

育着园区创新功能体的生长和发育 (图3、4)。 

湿地的水源有三个 ： 是汇聚园区地表径琉；二是汇 

集处理后的生活污7K；三是在必要情况下少量引灌上庄水 

库清水。 

湿地系统分为两部分 

第 、外围生活污处理湿地 ：这是 条与污水处理温 

室相结合的线性湿地走廊 ，环绕整个园区外围边界。来自 

各个功能体的污水，集中后，引入污水处理温室，后顺地 

势沿湿地走廊缓慢绕园一周．使之与湿地植物充分接触和 

降解，最后排^中部湿地。 

第二、中部景观和休闲湿地；将雨水和处理后的污水 

汇集于中部 ，形成以景观和休闲为主要功能的湿地系统 ， 

湿地走廊梗状延伸^周围的建筑群。这里生长着荷花、菖 

蒲、茨菇等丰富多样的埴物和多种生物及鸟类 ，纵横的栈 

遒穿越其间，成为独特的景观和休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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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与宁l的界定 ．犹如绷胞曩 ，它是园区各功能区之间及其与外界联暑I与隔离的界面 

这个湿地系统构成了一个能自我更新的，可持续的生 

态基质，成为高技术人员创新思维的源泉。 

(2)功能体 高散的创新单元 

功能建筑群如同细咆核及胞间体 ，有完善的结构 、高 

效运作、富于勘新能力 (图3、5)。它们有以下三 特点： 

1)总体分布： 

功能建筑群在总体分布上以园内环路为界 ，形成内圈 

和外圈。内圈建筑呈半岛状延伸入湿地 ，与中心湿地环境 

有充分的接触。它们是科技人员相对集中的研发场所以及 

各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场所 (酒吧、茶座等)。 

外圈则 外围绿地为环境，借 于东西两侧的公路复 

道 ，可向外直接开口，方便货物出入，同时避免对内部研发 

环境的干扰．因而布置货流集中且科技人员相对较少的实验 

配套设施、动物饲养场地、植物品室、以及大型集中实验 

室。 

北犬医疗位置既定，功能独立，布置在外圈西南角，同 

时利用外围绿带和内部湿地，形成良好的环境。 

2)半岛形功能体 (图5) 

包括以下四 特色 

第一、四组动植物实验中心，半岛 伸^环境之中，建 

筑布局错落有致，实现环境共享的公平性。 

第二、每一半岛都有各自的正式交流及信息中心，并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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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走廊与各个研究室相联系．形成一个高效的功能网络 

第三、每一组团建筑中心都设具有现代气息的中心绿 

地．与自然的湿地景观形成强烈对比。 

第四、每两半岛之间都有与环境相结合的非正式芟流 

场所和康体活动场所，构成了独立组团之间的联系。 

3)会展中心 

包括会展场所和宾馆及培洲中地-，犹如细咆核 ．具有 

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占据人流和车流出^最方便的南侧。 

第二、南对主入口，可成为园区的标志；向北视控整 

个园区，具有最佳的湿地景观 ，是宾客居住及蔓赢的最佳 

环境。 

(3)流通网绍 

犹如细胞的信息及物质联系的通道 (图6)，生命科学 

园的流通网络主要包括 下五个部分 

1)车流交通与停车场：环路加尽端路 

车流主^口设在南恻，北侧分设两个入口，形成了 

个 u 字半环，以便与未来北部二期工程相衔接，彤成 

个内鹫环路 ，便于形成完整的中心绿地。由主环路延伸出 

尽端支路 ，将各个半岛相联 ．使过境车流与驻停车流分开． 

彤成安静的技术环境。 

停车场分为三类； 是地面集中停车，分布在大型公 

建附近；二是半地下集中停车，分布在每组建筑组团下 ， 

满足上班族的需要；三是地面临日寸停车，在每组建筑入口 

处，方便来访客人。 

2)人流：与车流完全分于I的便捷系统，有 下三大特 

： 

第一、与东南轻轨高架车站相接 ，遵M两点最近距离 

原则，直接用高架步道将人流导入中心环境中．然后利用 

园区内部 行系统分流到各个功能区。 

第二、沿湿地边界形厩环彤步遒，或穿棱于湿地的荷 

花柳荫之间．联系各个功能区．体验丰富的湿地景观。 

第三、各功能区内部和之间通过直线步道网络相联系， 

体现高散和现代精神。 

3)货流 ：借助东西外围夏道 ，直接进^买验配套建 

筑； 

4)水流 ：生命环境的载体，分为两部分： 

第一、污水流，实行管道分流排污，将含有害物的污 

水单独排放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下水道。而将部分 

生活污水排^温室——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再利用作为湿 

地水源。 

第二、地表径流 通过地形改造，取中部之土 ．堆于 

四周， 雨水于低洼之处，形成中部湿地。 

5)信息流 包括建立宽带阀．形厩园区内部及外部的 

现代通讯网络。同时，形成 个科技人员面对面交流的非 

正式和正式系统空间网络 ，包括会展和培训I中心、康体休 

闲场所、餐饮场所、湿地中的步遒及休息场所。 

(4)边界 

内与外的界定，犹如细胞膜 。它是同区各功能之间及 

其与外界联系与隔离的界面，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图7)： 

第一、园区外围边界 ：地形、密林及湿地走廊形成一 

条视觉上和买际上的隔离边界 ，是生命科学园区的整体形 

象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形成一个相对隔离的挠术学者圈。 

第二、功能体间的边界 ：半岛本身的结构及尽端东路 

的交通模式．结合地形和绿地，使各个功能区相对独立 ， 

而青过步行道和非正式交流场所将它们联为一体。 

第三、内环路两侧边界 ：通过降低路面和地形改造 ， 

形成两道绿色屏障，使车行于绿色谷地之中 ．而不骚扰两 

侧的办公区。 

结 语 

生命的细胞是一个高散的系统 ，它包含了生命机体的 

所有信息，且能自我新陈代谢、自我繁殖 ．并与其它细胞 

协同工作。它包括：由大量水和养份构成的基质、包括细 

悃核在内的多个功能体 、细悃内部和与外部的联系通道 、 

和细悃廑。大地同样是一个生命的机体，景观则是这 生 

命机体的细胞单元，良好的景观结掏和可持续的生态过程 

是大地机体健康和安全的保障，同时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创新过程为主要功能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应该厩为大地 

生命机体和大中关村地区的一个活细胞 ，它将具有以下的 

结构和功能特征： 

第一、有一个能自我更新、繁育和可持续的生态基质 ， 

它是各个功能体的营养和源泉。本方案特别提出了湿在掏 

成生命科学园生态基质中的重要意义； 

第二、有一系列结构完整、高效运作、富于创新能力 

的功能体，它们是高科技活动和创新过程 场所 ， 

第三、每一个功能体之间以及园区与外界都有用于通 

道，形成车流、人流、货物和信息流网络。 

第匹、每个功能区之间 ．以及园区与外界都有隔离的 

边界，它们既是内与外的界定，又是联系与交流的界面。 

如果说大地是一个生命的机体 ，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 

创新功能是任何 个高科技园追求的目标 ，那么．希望上 

述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设计思想能为其他高科技园的设计 

提供参考。 

车规划在 中关村生命科 学同国际公 开竞标 中获第 名井 中标 、 

主持设计单位北京上人景观规蜘设计研究所．北京大学景观规捌设 

计中心 首席设计师俞孔坚，主要设计人员张东，是本，胡丽捐， 

高美，赵永侨，陶相勇，事迪华，盂亚凡。关于湿地部分的研究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39873835号赍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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