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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定位第一章

第一节 工作背景 
第二节 目标定位
第三节 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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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工作背景

上海历次总规均立足于中心城功能疏解、完善市域城乡体系角度谋划新城定位，总
体上经历了从卫星城、郊区新城到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定位演变。

“1959 版总规”以“有机疏散”理念，结合郊区工业区发展提出规划卫星城镇，
初步形成了从单一城市向以中心城区为主体、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镇相对独立
又有机联系的群体组合城市的规划理念。

“1986 版总规”巩固了充实和发展卫星城的基本思想，明确了“中心城 - 卫星城 -
郊县小城镇 - 农村集镇”的四级城镇体系。

“2001 版总规”则进一步提出“中心城 - 新城 - 中心镇 - 一般镇”的四级城镇体系，
首次在市域层面提出“郊区新城”概念，嘉定新城成为 11 个郊区新城之一。

至“上海 2035”（即“2017 版总规”），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新
城规模进一步调整稳定至 5 个，并培育成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
综合性节点城，嘉定新城即为五大新城之一。

图 1-1  历版上海总规空间格局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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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历版上海总规空间格局示意图（2）

2021 年 1 月，《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中心辐射、两翼齐飞、
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上海市域总体空间发展新格局，要求把嘉定新城等五大新
城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2021 年 3 月，《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导则》（以下简称“新城导则”）发布，重
点聚焦空间品质提升，对新城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全过程提出了引导要求，以推进
新城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同时，市规划资源局联合嘉定区政府，组织
开展了嘉定新城总体城市设计工作营，集结市规划院、同济规划院、上规公司等国
内一流规划设计团队，在理顺人地关系的基础上，聚焦空间品质提升、空间形态优化，
全面落实百万级人口的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

2021 年 5 月，市规划院就工作营成果展开深化完善，形成嘉定新城总体城市设计
汇总成果，一方面为后续法定规划编制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为“新城导则”有
效指导规划建设提供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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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上海“十四五”区域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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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嘉定新城区位示意图

嘉定新城东至横沥河—城市开发边界—绿意路—浏翔公路，南至蕰藻浜，西至嘉松
北路，北至城市开发边界。总用地面积约 159.5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110 万人左右。

基于“全球城市区域网络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城整体
定位，嘉定新城作为沪宁廊道上的节点城市，将按照产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
生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要求，以汽车研发及制造为主导产业，发展为具
有独特人文魅力、科技创新力、辐射长三角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

第二节 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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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城导则”的发展理念，以科学认证新城规模入手，聚焦空间结构与形态，
按照形成单元规划任务书的成果导向，本次总体城市设计工作主要遵循以下技术路
线：

首先，按照“集聚百万人口”目标，从产业空间支撑、住宅空间保障、公共服务提
升等方面，落实系统性用地保障；

其次，强化安亭枢纽、嘉定东枢纽、沪宁走廊等交通骨架对新城空间结构与用地布
局的引导性，发挥嘉定新城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作用；

最后，以“十字环廊”历史脉络为基础，耦合新城系统功能，并在空间格局上演绎“教
化精神古今交融、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城市意象。

第三节 总体思路



嘉定新城总体城市设计

1 0

注重个性魅力，
创造最具特色的城市

第一节 形成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总体空间形态
第二节 构建看历史、望地标、观门户的眺望系统
第三节 突出教化传承、多元创新的文化特色

第六章 注重个性魅力，
创造最具特色的城市

第一节 形成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总体空间形态
第二节 构建看历史、望地标、观门户的眺望系统
第三节 突出教化传承、多元创新的文化特色

第六章 聚焦百万级人口发展目标，
保障系统性用地布局

第一节   以高标准产业空间支撑产业发展
第二节   以多样化住宅空间保障人口集聚
第三节   以高能级公共设施提升服务品质
第四节   以高品质公园绿地塑造宜居环境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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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响“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

第一节 以高标准产业空间支撑产业发展

以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核心承载区为依托，建设“汽车制造领跑 + 智能传感领航 + 
精准医疗领先”的特色产业体系，打响“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

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领域，加快驱动电机、汽车电子、
汽车动力传动控制系统及智能控制等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攻关突破，推动汽车产业
向低碳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发展，建设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
策源地。

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领域，加快推动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传感器工程检测验
证服务平台、8 英寸 MEMS 工艺制造平台等建设，深化产学研用，加快培育孵化新
兴企业；以物联网应用为导向，加快智能传感器在汽车电子、医疗电子、消费电子
和工业电子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建设嘉定智能传感器产业园。

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领域，推进高端医疗影像设备、诊断设备、治疗设备、
临床辅助设备、临床检验设备等高性能医疗设备发展，围绕精准医疗产业链，形成
集研发中心、产业园区、临床医院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嘉定新城按照承载百万级人口、千亿级 GDP 的发展目标，对用地规模、布局和结
构进行了系统性优化。推动马陆产业社区整体转型，增加商办、研发、住宅和绿地
的供应，与远香湖地区共同形成新城中心地区；菊园东、复华、南门等产业社区腾
挪低效产业用地，引入生活功能，满足就业人口多元需求，促进职住平衡；产业基
地内在保障先进制造业的工业用地规模前提下，适度提升研发功能；重点围绕“丰
字型”核心绿廊增加绿地布局，锚固城市生态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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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托产业基地，保障先进制造业发展空间

保障产业基地内用于先进制造业的工业用地规模，引导优势产业在产业基地内布局。
确保新城内工业用地规模与区总规相比不减少。本次嘉定新城规划产业基地范围共
计约 17.5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工业用地共计约 11.7 平方公里，约占产业基地内可
开发用地的 92%，切实保障了产业基地发展空间。

图 2-1  嘉定新城产业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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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动马陆产业社区整体转型

重点引入居住功能、商业商办功能，增加大型绿地，引入汽车新能源、汽车智造等
产业研发功能，推动马陆产业社区转型升级和产城融合发展，形成集研发中心、商
业服务、居住社区于一体的城市形态。

图 2-2  嘉定新城主要产业社区空间用地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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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匹配百万人口目标，保障规划住宅供给总量

三、 重点围绕轨道交通站点，提升住宅用地开发强度

四、 利用留白打开空间，适度增加住宅用地供给

二、 结合产业社区转型，优化住宅用地布局

以“建立与百万人口相匹配、与功能组团发展相适应的住房体系”为发展目标， 规
划至 2035 年，嘉定新城规划住宅用地总规模，可容纳 110 万人左右。

嘉定新城现状保留住宅平均容积率约 1.6。本次规划重点在嘉闵线等轨道交通沿线
地区规划新增住宅用地，并重点围绕轨道交通站点，提升新增住宅用地开发强度。
本次规划新增住宅用地平均容积率 2.2。

部分打开马东战略留白区内的建设用地，增加商办、研发、住宅和绿地的供应。在
保障新城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新城中心地区的职住平衡。

将产业社区内部分产业用地调整为住宅用地，优化嘉定新城住宅用地布局，促进产
城融合。

第二节 以多样化住宅空间保障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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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一批显示度高、获得感强的重大功能性民生项目

二、 依托 F1 赛车场，沿紫气东来轴布局体育培训与休闲功能

建设服务区域、辐射长三角的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培育专业化、特色化的公共服
务品牌，提升新城公共服务影响力。

文化特色方面，围绕保利大剧院、上海汽车博物馆、嘉定图书馆、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上海国际赛车场等，进一步谋划功能拓展与提升。

教育特色方面，现状拥有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嘉定校区、上海交通大学附中嘉定分
校等优质资源，规划迁建大众工业学校，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办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支持上海大学建设微电子学院。

医疗特色方面，现状拥有瑞金医院嘉定院区、嘉定区中心医院等高能级设施，规划
新建市中医医院嘉定新院和瑞金医院北部院区医疗科研综合楼，新建嘉定区公共卫
生综合大楼、迁建嘉定区中医医院。

依托紫气东来轴，强化 F1 赛车场地区和远香湖地区的功能联动，重点是在紫气东
来公园内及周边布局体育培训和文化休闲功能，积极引入国际马拉松比赛、斯巴达
勇士越野赛、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当代戏剧节等拥有全球影响的国际文化节庆和
体育赛事品牌，提高新城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三节 以高能级公共设施提升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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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成林田水复合的环城生态公园带

依托嘉定环城生态走廊、近郊绿环、嘉宝生态走廊、嘉宝生态间隔带，结合温藻浜
等骨干水系和嘉北郊野公园、嘉宝郊野公园建成林田水复合的环城生态公园带。

图 2-3  嘉定新城环城生态公园带示意图

第四节 以高品质公园绿地塑造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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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强化骨干河道两侧公共空间贯通

形成“丰字型”核心绿廊体系，打造 4 条生态带。

北部产业区生态带：依托娄塘河绿廊串联新城北部地区和绕城森林。

老城生态带：依托练祁河绿廊串联嘉北郊野公园、嘉宝郊野公园和老城区。

新城生态带：依托紫气东来轴绿廊打造生态空间与城市中心融合。

横沥河历史文化生态带：依托横沥河绿廊联动南北、融汇古今。

图 2-4  嘉定新城骨干河道两侧公共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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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造凸显环湖景观特色的公园绿地体系

建立“区域 - 城市 - 地区 - 社区”四级公园体系，引水绿入园，实现“千米一湖、
百米一林”的景观体系。嘉定新城绿地规模约 16 平方公里，人均绿地面积不低于
14 平方米。

建设三类慢行绿道实现多点串联：生态慢行休闲绿道，整合嘉定新城内城市级、地
区级公园，建设市民便捷可达的绿色慢行步道；滨水郊野景观绿道，依托外围郊野
公园和景观水系，打造蓝绿交织的生态休闲廊道；精品慢行体验环，依托智慧创新环，
串联新城中心及重要公共空间节点，塑造精品慢行体验环。

图 2-5  嘉定新城公园绿地体系布局示意图



第二章 聚焦百万级人口发展目标，保障系统性用地布局

1 9

表 2-1  嘉定新城城市开发边界内规划用地平衡表

注：嘉定新城城市开发边界外用地规模约 50.9 平方公里。

图 2-6  嘉定新城土地使用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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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个性魅力，
创造最具特色的城市

第一节 形成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总体空间形态
第二节 构建看历史、望地标、观门户的眺望系统
第三节 突出教化传承、多元创新的文化特色

第六章 注重个性魅力，
创造最具特色的城市

第一节 形成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总体空间形态
第二节 构建看历史、望地标、观门户的眺望系统
第三节 突出教化传承、多元创新的文化特色

第六章 强化交通骨架引导，
发挥综合性节点城市作用

第一节 构建双枢纽格局，
                锚固上海大都市圈第一圈层
第二节 构建“对外畅通 + 多点集散 + 老城保护 + 客货分离”
              的骨干路网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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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造干线铁路节点提升型枢纽

二、 构建城际轨道融合锚固型枢纽

第一节 构建双枢纽格局，
              锚固上海大都市圈第一圈层

依托沪宁发展廊道上的沪宁城际和沪苏通铁路，将既有安亭北与安亭西站组合形成
安亭枢纽，服务上海西北地区，重点形成与沪宁、沿江、沿海方向的中长途城际交
通联系，通过加强切向联系，强化枢纽对嘉定新城的发展带动作用。

结合远香湖东南侧马东地区的转型升级，设置高等级交通枢纽，重点辐射上海大都
市圈苏州、南通方向，可直达苏、锡、常等上海大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依托苏锡
常通道、海太通道建设，引入沪苏、沪通方向都市圈城际轨道服务至新城核心区，
与安亭枢纽错位联动发展，共同支撑嘉定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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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构建“对外畅通+多点集散+老城保护+客货分
                离”的骨干路网

结合嘉定新城空间格局，深化嘉安高速线位方案和立交布局，减少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对城市分隔，提升嘉安高速的区域服务能力。深化郊环北延等上海北部高速北接
江苏方案，构建嘉定北向对外高速多通道格局。

一、畅通对外多向大通道，完善嘉安高速北移和郊环北延

图 3-1  嘉定北对外多通道示意图

高 速 公 路 、快 速 路（ 规 划 ）

高 速 公 路 、快 速 路（ 研 究 ）

二、强化新城骨干通道，构建多点集散体系

依托高速公路形成嘉定新城外围环路，分流嘉定新城过境和货运交通。提升骨干通
道功能，强化与市级高（快）速路网衔接，完善高（快）速路网出入立交布局，构
建多点集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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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嘉定新城道路系统规划图

缝合 S5 两侧路网，加强新城区东西向联动，促进道路系统融合。研究上海绕城高
速（G1503）嘉定新城段上部节点公园设计方案，提升城市品质与景观。

三、推动对空间割裂影响重大的通道立体化改造，促进空间缝合
和功能联动

四、强化交通组织管理，实现老城保护和国省道货运交通外移

依托干道提质增效改造，构建老城区交通分流保护环，创造嘉定老城区域的慢行优
先条件。依托干道系统，引导沪宜公路和宝安公路货运功能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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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个性魅力，
创造最具特色的城市

第一节 形成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总体空间形态
第二节 构建看历史、望地标、观门户的眺望系统
第三节 突出教化传承、多元创新的文化特色

第六章 注重个性魅力，
创造最具特色的城市

第一节 形成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总体空间形态
第二节 构建看历史、望地标、观门户的眺望系统
第三节 突出教化传承、多元创新的文化特色

第六章 突出空间耦合，
打造“嘉定教化城”

第一节 总体理念
第二节 发展策略
第三节 空间对策
第四节 总体形态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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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总体理念 
        

嘉定新城是上海历轮郊区新城建设中的排头兵，无论是经济体量、产业能级、公共
服务水平等硬实力，还是环境品质、城市风貌、历史文化资源等软实力，都处在五
大新城前列。嘉定老城、远香湖城市副中心、上赛场等地区已成为区域范围内具有
较强影响力的“嘉定名片”乃至“上海名片”。

本次规划以耦合为理念，梳理、重构和提升嘉定新城的功能与空间体系。重点在“横
沥河 + 紫气东来”的十字双轴空间内，建立生态、交通、产业、居住、公共服务和
城市形态之间的复合联动关系，耦合新城系统功能，带动北部产业片区、中部老城
片区、远香湖新城中心片区、西部上赛场片区、南部宜居片区等五个功能组团的整
合联动发展，总体形成“环廊贯通、轴心引领、五片融合”的空间结构和“教化精
神古今交融、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轮廓三簇鼎立”的城市意象。

图 4-1  嘉定新城十字双轴空间结构示意图



嘉定新城总体城市设计

2 6

第二节 发展策略  

一、耦合自然生态要素

将水系、公园、林地等自然生态要素与城市重点功能板块有机耦合，锚固城市生态
基底，将自然引入城市、将城市融入自然。

将新城内部空间链接到绕城森林体系。十字双轴内的生态空间骨架，也是嘉定新城
的生态空间骨架， 依托横沥河、练祁河、娄塘河、护城河、中央活动区内蓝色水环，
构筑一张功能复合、城脉贯通的蓝绿网络，将城市内部空间链接外围绕城森林体系，
形成自然空间到城市空间的渗透。

构建“双十字加环”的蓝绿体系。嘉定老城的“十字加环”是东西向的练祁河与南
北向的横沥河相交成的“十字河”，以及环绕嘉定老城的护城河。在嘉定新城中央
活动区内规划“新十字加环”，是由东西向的紫气东来轴、南北向的横沥河形成的“十
字水轴”，以及依托龚家浜、石冈门塘、公孙泾、漳泾自然水系形成的“蓝色水环”
构成。老城、新城的“双十字加环”既是十字双轴内的的主要蓝绿走廊，也是嘉定
新城的重要生态空间。

形成 7 处大型节点绿地公园。在十字双轴空间轴线上规划 7 处大型节点绿地公园，
分别是：北部产城融合区段内的娄塘河绿地和绿意路 / 嘉唐公路绿地；老城内的汇
龙潭公园；新城中心区段内的紫气东来公园和远香湖公园；南部宜居生活区段内的
沪嘉路 / 浏翔高速入城公园和沪嘉路 / 育绿路绿地公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四级公园体系，实现“千米一湖、百米一林”的生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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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耦合历史文化要素

将嘉定历史空间、文化资源与城市重点功能板块有机耦合。

通过“双十字加环”的水绿空间来延续历史文脉。嘉定老城拥有 800 年历史，也有
独具一格的肌理。老城内，东西向的练祁河、南北向的横沥河与环形的护城河，形
成了独特的“十字加环”水系。“十字加环”水系的形成，诉说着嘉定老城深厚的
文化历史底蕴，也彰显着这座江南水乡古城的风韵与活力。十字河的交汇点就是州
桥地区。州桥地区历来是嘉定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州桥和法华塔周边自然形
成“一塔、二河、三街、四桥”的江南水乡景致。县志《张恒歌》诗云：“登龙桥
南法华塔，一级犹存百廛币；香火消为市肆尘，喧嚣何处安缁衲。”充分说明了当
时州桥街景之繁华。

横沥河纵贯嘉定老城和嘉定新城，在嘉定新城中心规划形成“新十字加环”，是由
东西向的紫气东来轴、南北向的横沥河形成的“十字水轴”，以及依托龚家浜、石

图 4-2  十字双轴的生态要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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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门塘、公孙泾、章泾自然水系形成的“蓝色水环”共同构成。“十字水轴”的交
汇点就是远香湖地区，规划形成具有文化会展、商业商务、生态休闲等复合功能的
新城中心。“新十字加环”是对嘉定老城“十字加环”的文脉传承，通过空间格局
的载体将嘉定老城的空间记忆在新城延续，达到老城教化精神与新城时代精神的有
机融合。

通过横沥河文化水脉来荟聚古今历史空间。沿横沥河两岸历史遗存众多，文化内涵
极为丰富。规划贯通横沥河沿线的绿化空间，结合绿化组织步行游线路经，串联古
今历史文化节点，并设置横沥河水上旅游线路。

横沥河北段串联娄塘古镇文化核心。复建历史桃溪，重塑夹岸桃花人流攒动的盛景；
沿中大街、小东街、天主堂周边汇集娄塘特色地方小吃、地方特色农副食品，建成
娄塘食遗美食街；沿瞿家弄以复建大井塘与品泉楼为起点，以文创园区为终点，汇
集娄塘地区非遗文化体验；以印有模家族历史为主题，建成印家书香纪念馆；以四
水交汇的东南角地段形成农耕、古镇、科技、艺术等文化碰撞，成为嘉定北部文化
地标；复建娄塘河历史码头，重现水运文化与码头盛况。

横沥河中段串联嘉定老城历史遗存。州桥和西门 2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分布着州桥
景区、嘉定博物馆、陆俨少艺术院、秋霞圃、孔庙、汇龙潭、韩天衡美术馆、紫藤公园、
南水关公园、古城墙公园、护国寺等几乎所有嘉定老城的文化地标。这些原先散落
的历史文化珍珠有机串联起一条独具嘉定意蕴的美丽项链。规划南门地区作为老城
风貌的拓展，连接嘉定南部新城。

横沥河南段串联嘉定新城公共文化设施。远香湖地区的保利大剧院、区文化馆、区
图书馆、区体育馆、规划展示馆，以及新城西部的上赛场形成了嘉定新时期的文化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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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十字双轴的历史文化要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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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耦合城市形态

在十字双轴空间内，结合重点功能板块、交通支撑条件、自然要素特征等，耦合区域、
界面、路径、节点、标志等城市设计要素，构建“风貌和谐、界面清晰、节点丰富、
高度有序、标志突出”的城市形态。

新城中心风貌段由白银路 - 澄浏中路 - 博学路 - 育绿路 - 沪嘉路 - 双丁路 - 永盛路围
合而成，以公共文化、商办研发功能为主，是新城形象的集中展示片区，表现为中
高强度的开发形态和错落有致的天际轮廓。产业风貌段位于横沥河沿岸、环城生态
走廊以北地区，以嘉定工业区北区为主，整体呈现中低强度、中密度的空间形态。
老城风貌段位于横沥河两岸、环城生态走廊与白银路之间，以生活功能为主，保护
老城低层高密度、规整有致的空间肌理。特定功能风貌段位于紫气东来公园两侧、
上赛场与永盛路之间，是以 F1 为核心的体育文化休闲区，呈现核心凸显、整体平缓、
开阔舒朗的格局。南部入城风貌段位于横沥河两岸、育绿路以南地区，以生活功能
为主，体现现代宜居生活社区风貌。

图 4-4  十字双轴的城市设计要素示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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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界面主要分布在疁城新天地地区、紫气东来公园 - 远香湖公园外侧，以 70%
以上的贴线率强化城市核心地区的街道空间。办公界面主要分布在紫气东来公园两
侧、伊宁路沿线、南门地区，以及交通枢纽地区，以不低于 60% 的贴线率展现城
市商务形象。生态界面主要分布在紫气东来公园 - 远香湖公园的沿湖内侧、横沥河
沿线和“新十字加环”沿线，强调滨水空间的开放性、渗透性。生活界面主要分布
于各居住功能组团的主要道路沿线，包括特定功能风貌段的紫气东来公园两侧等，
贴线率一般不低于 50%，在保障住宅日照需求的前提下，适度增加街道空间的围合
感和连续度。产业界面主要分布在产业风貌段，沿城北路东侧、嘉唐公路两侧、娄
陆公路西侧，贴线率不宜低于 50%，通过街道空间的营造促进产城融合。

城市功能节点主要包括远香湖地区、南门商务新区、疁城新天地。开放空间节点主
要包括新城中心片区的紫气东来公园和远香湖公园、产业区的娄塘河绿地和绿意路
/ 嘉唐公路绿地、老城片区的汇龙潭公园、新城南端沪嘉路 / 浏翔高速入城公园和
沪嘉路 / 育绿路绿地公园。

图 4-5  十字双轴的城市设计要素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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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横沥河轴线，北部以低层高密度彰显老城记忆，向南延续至远香湖北岸地区，呈
现自然开阔生态底蕴，渐次过渡至远香湖南岸的高层建筑密集区，呈现北段整体开
阔、南段标志突出的天际轮廓。

沿紫气东来轴构建“一心两翼、三簇鼎立”的标志性节点秩序。“一心”指远香湖
核心高层建筑群，“两翼”指西侧上赛场标志建筑和东侧马东地区高层建筑群，由
此构筑新城南部东西向的天际轮廓。

图 4-6  横沥河轴线与紫气东来轴线的天际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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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间对策 
        

一、新城中心片区

新城中心片区是十字双轴的核心区段，是白银路 - 澄浏中路 - 博学路 - 育绿路 - 沪
嘉路 - 双丁路 - 永盛路围合区域，片区总面积约 9 平方公里，是嘉定新城中心，也
是上海的城市副中心。

形成“一心四片”的功能格局。一心，即远香湖核心，在远香湖沿岸布置高能级的
公共文化活动设施，形成生态文化复合型的大型滨湖公共空间。四片分别是西北象
限的远香湖城市客厅区、西南象限的总部金融服务区、东南象限的综合功能城区、
东北象限的创新研发社区。

打造“新十字加环”的蓝绿空间结构。“新十字加环”是由东西向紫气东来轴、南
北向的横沥河形成的“十字水轴”，以及依托龚家浜、石冈门塘、公孙泾、章泾自
然水系形成的“蓝色水环”共同构成，综合设置景观步道、开敞绿地等公共空间，
形成开放的、连续的、具有活力的滨水空间，强化生态功能与城市活动的深度融合，
串联新城中心四大功能片区，延续老城“十字加环”的文脉精神和空间记忆。

在核心区域沿沪嘉路、白银路、双丁路 - 丰茂路等主要道路形成连续的商业型界面，
强化街道空间，提升城市活力；在横沥河、蓝色水环的滨水段形成安全开放的生态
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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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新城中心片区总平面示意图

图 4-8  新城中心片区三维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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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城片区

老城片区是十字双轴的中段，北至胜竹路、南至白银路之间的区域，片区总面积约 7.6
平方公里，是嘉定重要历史人文发源地，也是古镇风貌的集中展现区域。

片区以环城河内的老城地区为核心功能板块，以生活服务和居住功能为主。向北依
托嘉定北站、嘉宝智慧湾打造 TOD 开发的科技创新区，衔接北部产业功能；向南
拓展文化创新功能，打造南门商务区，既是老城文化的延续，也是向新城中心的过渡。

沿“十字加环”提亮水绿脉络。老城核心功能板块强化街巷网络，复兴水脉，在州
桥重塑水乡商旅新空间。北部科技创新功能区内以中等强度开发为主，形成一定连
续度的商业与办公界面。南门商务区以低层高密度街区为主要形态，延续历史肌理，
沿横沥河形成开敞的活力滨水界面，沿城市道路形成兼具历史文化与时尚气息的商
业界面。

图 4-9  老城片区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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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老城片区三维模型示意图

三、上赛场片区

上赛场片区是十字双轴西段，主要是白银路、伊宁路、永盛路至 F1 国际赛车场围
合区域，是十字双轴空间序列向居住、生态和体育功能延伸的区段，也是嘉定新城
西部入城景观节点。

沿紫气东来公园展开功能布局。东部以生活服务功能为主，西部以上海赛车场地铁
站为核心，形成集国际赛车、文化娱乐、商业服务、互动体验于一体的能够承载国
际体育赛事活动的功能片区。片区内的战略留白区规划为体育用地备用地，预留布
局能够承担国际性专业赛事级别的多功能体育场馆，整体提升承办国际国内重要赛
事的能力。

沿永盛路形成商业型界面，沿紫气东来公园形成有活力的生态型景观界面，其它地
区以生活型界面为主。延展紫气东来绿廊，结合绕城森林建成 1 条多功能绿道，形
成贯穿整个片区的活力带，串联紫气东来绿地内现状体育活动场地和绕城森林内点
缀的一些主题性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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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上赛场片区总平面示意图

图 4-12  上赛场片区三维模型示意图

四、产业片区

产业片区是十字双轴北段，主要是胜竹路以北、城北路与横沥河之间的区域，以产
城融合功能为主。

沿嘉唐公路展开功能布局。核心是娄塘古镇，重点强化历史人文功能，统筹风貌保
护与功能植入，形成文化体验休闲、文创产业拓展、文化特色生活 3 个组团；中部
绿意路至金娄路之间以产业功能为主，在宝钱公路南北两侧布局研发办公功能；兴
邦路以北以产业功能为主。南部是绕城森林，以生态功能形成与老城间的空间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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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娄塘河和横沥河打造一轴一带的空间形态和 2 条游径路线。恢复娄塘河原有历史
格局和街巷七曲八弯的特征，沿娄塘河线性网络串联历史要素，形成人文生态的景
观界面，局部抽吸形成小型开敞空间，依托老街水径形成特色动线。沿横沥河形成
滨水生态型景观界面，在北和公路和霜竹公路以沿路绿楔渗透北部产业功能组团内，
丰富横沥河滨水绿道的游径体验。

在交通组织上，向北延伸嘉塘公路至新城边界，向南延伸娄塘路至绿意路，形成贯
穿南北的 3 条通道。

图 4-13  产业片区总平面示意图

图 4-14  产业片区三维模型示意图



第四章 突出空间耦合，打造“嘉定教化城”

3 9

五、宜居片区

宜居片区是十字双轴南段，主要是沪宜公路和澄浏公路之间、双单路和新城南边界
之间的区域，以生活功能为主，是嘉定新城的南部入城景观节点。

沿沪嘉路（原沪嘉高速）展开功能布局。南部以生态功能为主，强化与绕城森林的
衔接；中部以生活功能为主，在沪嘉路和宝安公路形成商业服务中心，并沿宝安公
路向东西辐射；北部以生态功能为主，形成与新城中心区段的过渡空间。

沿沪嘉路（原沪嘉高速）形成城市生活型界面，在商业服务中心强化商业型界面；
沿横沥河两侧形成生态型景观界面，提供小型滨水公共活动空间，并合理组织慢行
活动路径，满足市民休闲游憩需求。

图 4-15  宜居片区总平面示意图

图 4-16  宜居片区三维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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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总体形态 
        

塑造嘉定教化城的城市意象，形成“教化精神古今交融、空间基底规整有致、天际
轮廓三簇鼎立”的时空格局。北部延续老城空间肌理，以低层高密度彰显老城记忆，
依托“十字加环”水系，形成以水兴城、以绿塑城的老城整体格局；南部沿紫气东
来轴构建“一心两翼、三簇鼎立”的节点秩序，以远香湖地区高层建筑群为核心地标，
西侧 F1 赛车场标志建筑、东侧马东地区高层建筑群两翼相望，共同组成高低起伏
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图 4-17  嘉定新城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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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嘉定新城总体效果示意图

图 4-19  嘉定新城整体模型示意图

（1） 教化精神古今交融

嘉定历史悠久，古称“疁”城，素有“教化嘉定”之称，建于南宋嘉定十年。嘉定
历史遗存丰富，仅嘉定新城就拥有 1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嘉定古镇）、1 个风
貌特色镇（娄塘古镇）、3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西门历史文化风貌区、州桥历史文
化风貌区、娄塘历史文化风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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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嘉定历史演进历程

图 4-21  教化精神演进示意图

（2） 空间基底规整有致

州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位于横沥河 - 练祁河相交的嘉定古镇中心地段，总面积 49.10
公顷，历史上曾为集镇练祁市的主体部分，以江南传统小城市的水乡集镇为主要风
貌特征，目前逐渐演变为少量传统街巷和公共建筑群、新建居民新村、商业设施以
及大面积传统园林型绿化混合的风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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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历史文化风貌区位于嘉定城河西段外侧、练祁河两岸，总面积 44.6 公顷，是
嘉定保存较完整的历史区域，典型传统江南地区民居特征的居住型历史建筑分布广
泛，并存众多名人故居、旧宅，绿化覆盖率高，街河相依的格局明显，街巷尺度宜人，
居住生活环境呈现滨水区域的典型特色，是嘉定传统商业交易与居住生活形态特征
的集中反映。

图 4-22  嘉定古镇总平面示意图

包含了两大历史风貌区的嘉定古镇，以水绿交融的空间骨架延续了水乡风貌基底，
承载了嘉定人的记忆，见证了城市地平线的延伸。环城河和横沥河 - 练祁河构成的“十
字环廊”则是嘉定古镇的空间骨架，两者共同承载了昔日的生活交往、商业活动，
是体现古镇特色空间结构与历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横沥河西岸的嘉定孔庙隶属于州桥历史文化风貌区，是嘉定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依托“十字环廊”，嘉定孔庙八百年沧桑之间的静守己心、向学之风，自此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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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际轮廓三簇鼎立

规划以水兴城、以绿塑城，沿袭古镇内精致城市空间与外围规模化农田、开阔郊野
公园在水绿环绕中互相融合的格局，并在尊重地域历史和文脉的基础上，强调嘉定
新城传承“海纳百川”的海派萃取精神，在远香湖地区融入多元文化，追求“现代
与历史握手、时尚与古朴对话”，缔造“现代高雅”的水乡新城新风貌，展现小街坊、
高路网密度的现代城市整体空间肌理特征。

新城地区依托远香湖地区，F1 赛车场地区和马东地区，共同组成一心两翼、三簇
鼎立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图 4-24  大气开阔、三簇鼎立的天际轮廓示意图

图 4-23  老城总体格局及重要节点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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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指依托远香湖，打造集商务集聚区、绿色生态区、文化艺术高地为一体的
远香湖中央活动区。聚焦文化、商业、办公、居住、生态等功能融合发展。伊宁路
以北，突出远香湖及横沥河周边地区的公共属性，形成辐射嘉昆太区域的公共服务
高地，塑造区域共享的城市会客厅。伊宁路以南，以研发总部街区为抓手，推动高
等级人才、高能级企业等创新要素集聚，推动总部经济发展。以生态为基底，文化
为特色，实现城市空间品质二次提升。持续强化嘉定新城核心区生态环境与景观风
貌优势，利用开敞空间、文化地标强化场所精神，增加文化艺术氛围，形成宜人尺度、
高品质的步行环境与休闲体验，让公共空间融入城市生活。

“西翼”指上海国际赛车场地区。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重要承载区，围绕上海国
际赛车场、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及周边区域打造成为“一流赛事中心、大众体育乐园
和城市体育地标”。作为嘉定新城最突出的名片之一，进一步强化汽车主题文化特色。
围绕 F1 等核心赛事，加强与上海汽车文化节等活动的互动，推动汽车文化在新城
的更深层次发展。发掘符合年轻人群需求的新型文化产品，推动 F1 电竞中国冠军
赛落地，助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重要承载区建设。

“东翼”指马东地区，通过产业社区的转型升级，引导紫气东来轴线向东延伸。以
TOD 导向开发为引领，加强与新城核心区及周边板块的联系，综合考虑站点、城市
功能与人群特征的互动，激发马陆产业社区发展活力，将这里打造成为面向嘉昆太
的超级跨界创新中枢、联动远香湖的未来嘉定活力中心。

图 4-25  “东翼”地区城市设计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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