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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项目用地位于龙岗区大运新城核心区，其用地北侧紧邻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及风采路，南依大运山公

园及青春路，东至龙飞大道(城市主干道)，西至盐龙大道的辅道，地块内地势平坦，总用地面积为192739平

方米。

大运新城是深圳市四大新城之一，2011年深圳大运会圆满落幕后，大运新城的发展进入了“后大运时

代”。在《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大纲》中定位大运新城为龙岗区未来发展的核心功能区，引领龙岗区转型发

展的智核，是集国际高等教育、研发孵化、金融商务、总部经济、体育休闲、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创新知识

城区。伴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进驻、大运场馆赛后向市民开放，以及博深高速、轨道12号线、14号线等

多条高速路和城市轨道线的建设，大运新城核心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要求与发展机遇。

2015年12月2日，启迪控股和协信集团联合投资组建的启迪协信科技城（集团）公司成功摘得龙岗区大

运新城核心区的街坊式开发的产学研用地（即本项目）。项目的建设将拉开大运会后大运新城全新发展序幕，

积极构建龙岗区更具竞争力的创业就业土壤环境和空间，推动产学研空间一体化发展，实现与香港中文大学

等大学校区及相关产业、城市生活功能区功能联动发展，引领龙岗智核转型发展，加快龙岗区的“产城融合”

发展。在此发展背景下，为适应新的街坊式开发模式，有必要通过详细蓝图规划为该项目的建设开发提出系

统全面的控制和指导。

因此，2016年1月深圳龙岗区启迪协信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

制详细蓝图规划，以便合理安排空间布局，适应新的街坊式开发模式，统筹部署各项市政设施建设。

随后项目组通过现场踏勘，与相关部门访谈，在编制过程中多次与相关部门及专家进行沟通探讨。

2016年3月13日，邀请专家组织规划设计工作坊，以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2016年

第13次技术委员会会议，会后形成会议纪要，项目组按其要求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2016年3月30日，本项目通过专家评审会，以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2016年第14次

技术委员会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本文件为按会议纪要要求修改后的送审稿。

二、设计方资质

设计单位：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设部批准的甲级规划设计单位、2000年通过了

ISO9001认证。（详见：图1.1）

图1.1：设计方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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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要点

规划设计范围：北侧紧邻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及风采路，南至大运山公园南侧的青春路，东至龙飞大道

（城市主干道），西至盐龙大道的辅道，总用地面积为192739平方米。

规划研究范围：以《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为基础，将紧邻规划设

计范围的街坊划入到本项目研究范围内，结合周边街坊现状及规划建设情况，从区域层面对规划设计范围进

行研究和分析。本次研究范围面积约600公顷。（详见：图1.2）

控制要素选择(《深圳市规划局详细蓝图编制指引》)：（详见：表1-1）

注：表中优先级符号：▲——必选要素，即必须选择的基本要素；△——宜选要素，即建议选择的要素；

○——可选要素，即可以自由选择的相关要素。

控制分项 控 制 元 素

B类

优先级
选择

情况

功能控制

A．土地利用和开发强度控制

A1  地块边界及面积 ▲ √

A2  用地功能布局 ○ √

A3  用地性质 ▲ √

A4  建筑总量及分类建筑面积 ▲ √

A5  配套设施（包括公共配套及市政配套） △

A6  容积率 ▲ √

A7  建筑覆盖率 ▲ √

A8  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

A9  居住人口/户数 △ √

B．道路交通及竖向规划

B1  道路网络构成（功能、等级、密度、红线、控制点坐

标、断面、重要交叉口形式）
△ √

B2  地块外部交通组织（公交线路及站点、地铁线路及站

点、机动车出入口设置、禁止开口路段、平面/立体人行系

统组织）

△ √

B3  地块内部交通组织（车流疏散、消防环道、内部人行

系统组织）
△ √

B4  停车场及配建车位 ▲ √

B5  其他交通设施 ○

B6  道路及场地竖向设计（控制点标高、道路纵坡） ▲ √

C．市政工程规划

C1  给水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2  排水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3  电力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4  电信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5  燃气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6  工程管线综合（各项市政工程负荷、设施、管网及其

相互关系）
△

形体环境控制

D．城市空间组织

D1  平面空间结构（路径、区域、边缘、节点、地标、空

间序列）
△ √

D2  立体空间结构（地上、地面、地下空间综合组织） △

D3  街道空间模式（平面几何形态及空间尺度关系） ○

D4  重要开放空间（绿地、广场和水域）概念设计 ▲ √

E．建筑形态控制

E1  街区建筑平面组合模式（平面形式、群体关系） △

E2  建筑平面布置（具体平面形状、距离控制） ▲ √

E3  建筑高度 ▲ √

E4  建筑退线（建筑退后用地红线、高层主体退线） ▲ √

E5  建筑风格（立面、质地、材料、色彩） △ √

F．景观环境设计

F1  地区特色（意象特征、特色景观） ○

F2  景观构成（自然景观、人工景观、界面、轮廓线、通

视关系等）
△ √

F3  环境设施（绿化、雕塑小品、广告标识、铺地、照明

等）
△ √

其它控制要求

G1  无障碍设计 △

G2  历史遗产保护 ○

G3  自然生态保护 ○

G4  特殊活动支持（如民俗活动等） ○

特别条款 H1  实施操作建议（分期实施计划等） ○

第一部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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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研究范围：600公顷

规划设计范围：19.2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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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位条件

规划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核心区，交通区位条件优越。规划区与机荷高速（沈海高速）、水官

高速、仁深高速（博深高速）等三条高速公路联系便捷。距离地铁3号线大运站约2.5公里，规划建设中的12

号线（龙坪线）、14号线（东部快线）和深惠城际线均在规划区1公里范围内穿过，可形成深、莞、惠半小时

交通圈。（详见：图1.3）

规划区毗邻大运场馆，东与规划的大运新城核心区的商务总部功能区、南与大运山公园及深圳国际大学

园相连，北部呼应生活服务配套区及天安数码城、留学生创业园等产业项目。（详见：图1.4）

五、现状分析

图1.5：规划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1.3：项目交通区位图

图1.4：项目区位图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中

普天力能加电站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大运会国际
新闻中心

派出所

空地

停车场

1、建设现状

规划区内西侧为2011年大运会期间建设的停车场，目前为废弃停车场，东侧为未建设，由于荒废时间

较长，规划范围内现状环境相对杂乱。（详见：图1.5）

2、土地利用状况

规划区内以已建成的飞杨路为界分成东西两部分，西侧土地为2011年大运会前建设的临时停车场，东

侧土地目前为空地。

第一部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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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地权属状况

2015年12月2日，启迪控股和协信集团联合投资组建的启迪协信科技城（集团）公司成功摘得龙岗区大

运新城街坊式开发的产学研用地，其宗地号为G01064-0279。（详见：图1.6）

图1.6：规划范围用地权属图

第一部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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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让条件

大运新城核心产业区10-08-01、10-08-02、10-07地块规划设计，出让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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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路交通现状

基地东侧的龙飞大道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度70米，双向六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西侧的盐龙大道辅道，红线宽度30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北侧的风采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29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南侧的青春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40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基地中部的飞扬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29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图1.8：周边道路现状图

龙
飞
大
道

风采路

青春路

飞
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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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道路横断面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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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规划要求

1、《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

《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明确提出“活力新城、创业特区”的发

展定位，通过产业与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龙岗中心城综合服务功能。（详见：图1.9）

2012年，在《龙岗区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与城市设计》的基础上，法定图则做了局部修改，并

通过审批。

其中10-07、10-08地块采取“生态、脉络”的发展理念，结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打造产学研基地，

主导用地功能为研发、办公用地。

在配套设施方面，法定图则对地块进行严格控制，需落实社区健康服务中心1处、垃圾转运站1处、社

区居委会1处、社区服务中心1处、文化站1处、派出所1处、公共厕所1处、小型汽车充电站1处、社会停车场1

处（可结合公共绿地、广场用地以车位/100㎡的标准建设地下停车库）。

在城市设计方面，要求打造低密度、高强度的产学研基地为主，并提供集中式公共开发空间，强化土

地混合利用和立体融合，各地块应按用地控制要求配置商业、办公、公寓等。（详见：图1.10）

图1.10：[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10-07、10-08申请修改示意图
图1.9：[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土地利用规划图

第一部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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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

《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以“生态、脉络”为主题，把大运新城片区设想作为

一个混合功能的社区，使其成为龙岗聚焦各类企业及高端人才的吸引点，创造一个适合步行的城市中

心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可自我持续的社区。（详见：图1.11）

为保证片区的整体性，核心区在开发过程中将划分为 9 个开发组团进行开发、设计与建设（详

见：图1.12）。其中对本规划区导控分为3个组团，分别为组团1、组团2、组团3。

组团1以产业研发、创意园区功能为主，用地面积约4.9公顷（详见：图1.13）；

组团2以产业研发、创意园区功能为主，并为园区进驻企业员工、附近其它人群（学生、居民等）

提供生活、娱乐空间，用地面积约5公顷（详见：图1.14）；

组团3以产业研发、创意园区功能为主，总用地面积约5.5公顷（详见：图1.15）。

图1.11：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总平面图及效果图

图1.13：组团一导控图表 图1.14：组团二导控图表 图1.15：组团三导控图表

图1.12：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组团分区总图

第一部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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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功能控制

1、空间布局

规划形成“一核两轴三街坊”的空间结构。两条十字绿轴贯通园区、串联三个街坊，构建了

园区的公共空间骨架；围绕中心公园布置管理、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园区的公共服务与活

力核心；整个园区分成三个街坊，街坊强化功能的混合，街区的开放，通过绿轴与公共通道进行

连接。（详见：图1.16）

表1-2：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2、用地规划

规划用地包括研发办公用地、公园绿地与道路用地，其中以研发办公用地为主，占规划总用地面

积的52.9%。公园绿地在园区中央布置，研发办公用地围绕绿轴进行规划。 （详见：图1.16）

序号 用地性质代码 用地性质 面积（㎡） 占规划总用地比例（%）

1 M1+C 研发办公用地 101879 52.9
2 G1 公园绿地 36911 19.2
3 S2 城市道路用地 53948 28.0

合计 192738 100

3、开发强度

园区规划的总建筑面积为583096平方米，净容积率为5.72。总体来说靠近园区东门户位置的一街

坊较高，三街坊最低。01-01地块容积率最高，为10.7，03-03地块和03-04地块容积率最低，为3.0。

图1.17：设计范围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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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空间布局规划示意图图

表1-3：土地利用汇总表

项目 数量

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101879

容积率 5.72 

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583096

其中

产业研发用房 403533

商业 57648

商务公寓 115295

公共配套设施 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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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交通规划

（1）道路系统

规划区分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个等级进行控制，其中：

主干路：龙飞大道，红线宽度70米，为双向六车道；

次干路：飞扬路，红线宽度30米，为双向四车道；青春路，红线宽度40米，为双向四车道；风采路，

红线宽度30米；盐龙大道辅道，红线宽度30米，为双向四车道；

支路:各地块通行与出入的主要道路，红线宽度14-20米，主要为两车道。支路网密度为20km/km2

（2）交通组织

龙飞大道、盐龙大道辅路、飞扬路、青春路、风采路为园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道路。东西向支路主要

为服务性道路，南北向支路主要为生活性道路。

（3）交叉口控制

龙飞大道、盐龙大道辅路、飞扬路、青春路、风采路之间交叉口采用信号灯控制，规划支路与龙飞

大道、盐龙大道辅路、青春路交叉口适当采用右进右出的组织方式，支路与支路之间的交叉口采用停车

让行的组织方式。

（4）静态交通规划

规划区内的各研发办公用地地下停车区域加以整合，形成相对完整的地下停车区域。十字形结构的

绿地将规划区共划分为A、B、C、D四个地下停车库区，其中D-2为社会公共停车与配建停车综合区，

其它为配建停车区。各区内地块之间的停车场通过通过地下公共车行通道来连接。

（5）公共交通接驳规划

规划区东侧沿龙飞大道规划建设有轨电车，并设置一个有轨电车站点，规划具体线位及站位以最终

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园区东西向预留15米的绿带，作为未来的轻轨线建设空间。

（6）竖向控制

规划区内西高东低，最大高差约13.7米。标高最低点位于飞扬路与风采路交界处，为53.10米，标

高最高点位于青春路与盐龙大道辅道交界处，为66.8米。道路竖向设计综合考虑地形、周边道路竖向、

防洪排涝、街坊排水和工程管网的布线等要求，坡度控制在0.3%—3%范围内。

（2）产业服务设施主要包含咖啡厅、茶室等小型商业服务设施，银行、信贷等金融服务设施，以及展厅、

会议室等，位于各街坊中心，服务于各产业组团。

（3）市政交通设施主要包含公共厕所1处（80m2 ）、垃圾转运站1处（640m2 ）、小型汽车充电站1处（有

效使用面积≥1100m2 ）和社会停车场（80个停车位），主要集中于03-03地块建设，其它市政设施按照市政

管线、设备的需求建设。

第一部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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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道路交通规划图

5、公共配套设施

规划区的配套设施依据《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片区法定图则》、《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项目建设规模总量综合确定。本次详细蓝图中公共设施中包括公共服务设施、产业服务设施和市政交通设

施三大类。

（1）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含社区健康服务中心1处（1500m2）、社区居委会1处（300m2）、文化站1处

（1500m2）、社区服务中心1处（1500m2），集中于03-02地块内建设，便于服务整个规划区。

图1.19：道路横断面规划图



深圳市龙岗区启迪协信科技园详细蓝图设计

八、空间控制图表

1、空间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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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

空间控制图从以下6个方面对总体空间和建筑形态进行控制：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希望塑造富有变化的建筑高度，有高、中、低多层次的尺度，最高的建筑位于科技园

的东侧，高180m，往西逐渐降低，有16栋塔楼处于60m与100m之间，其余均在60m以下。

本项目的建筑高度加强了与区域建筑的衔接，塑造高低错落，富有韵律变化的天际轮廓线。

 建筑退线：

本次规划沿袭《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中街坊式开发的理念，并现状已

建成道路和管线要求，龙飞大道、飞扬路、风采路、青春路、盐龙大道辅道沿线一级、二

级退线均为3米，其余位置的一级、二级退线均为0m。

地块出入口：

1）人行出入口：考虑规划区打造开放式街区，地块各方向均可设置人行出入口。

2）车行出入口：规划车行出入口主要集中在内部东西向支路上。

公共空间：

项目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提供不少于8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其中01-03地块2000㎡、02- 

02地块1000㎡、 02-07地块1000㎡、 02-09地块1000㎡ 、03-01地块1000㎡ 、 03-05地块

1000㎡ 、 03-07地块1000㎡ 。

公共开放空间规模不得减少，其边界在下阶段设计可以微调。地面公共开放空间宽度不得

小于15米，且露天部分面积不得少于总面积的50%,其位置可结合具体设计在下阶段设计微

调。垂直交通数量不得减少，但其位置在下阶段设计可以微调。

 标志性建筑：

在项目东侧01-03地块打造一栋高180米的标志性建筑，具体位置可以根据下阶段设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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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控制表
表1-4：空间控制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用地面积(㎡) 一、二级建筑退线 建筑高度 公共人行通道 公共开放空间 车行主出入口
步行主
出入口

01-01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5552.47 东：3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100m 南北向1条 - 北

倡导开
放式街
区，地
块四周
均可进
入，主
入口结
合建筑
设计确
定

01-02 公园绿地 G1 7633.97 -

01-03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13433.17 东：3m（一、二级） 南：3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180m 南北向1条
2000㎡（西侧与01-06地块绿
地衔接，北侧贴近地块边线）

西

01-04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4944.75 东：0m（一、二级） 南：3m（一、二级） 西：3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100m 南北向1条 - 北

01-05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7863.79 东：0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3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100m 南北向1条 - 南

01-06 公园绿地 G1 5037.31 -

01-07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4478.53 东：0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100m - - 南

02-01 公园绿地 G1 4228.02 -

02-02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9006.57
东：5m（一级）

7m（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100m

南北向1条东西
向1条

1000㎡（西侧宜有一条公共人
行通道与道路衔接）

南

02-03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4163.98
东：5m（一级）

7m（二级） 南：3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60m 南北向1条 - 北

02-04 公园绿地 G1 1354.09 -

02-05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2827.22 东：0m（一、二级） 南：3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60m - - 北

02-06 公园绿地 G1 5098.29 -

02-07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5985.43 东：0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50m
南北向1条东西

向1条
1000㎡（东侧宜有一条公共人
行通道与02-06地块绿地衔接）

南

02-08 公园绿地 G1 1975.67 -

02-09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9988.16 东：0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3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80m
南北向2条东西

向1条
1000㎡（南侧宜有一条公共
人行通道与道路衔接）

南

02-10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5674.72 东：0m（一、二级） 南：3m（一、二级） 西：3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50m 南北向2条 - 北

03-01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9081.54
东：5m（一级）

7m（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3m（一、二级）
100m

南北向1条东西
向1条

1000㎡（西侧宜有一条公共人
行通道与道路衔接）

南

03-02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3684.30
东：5m（一级）

7m（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60m 东西向1条 -

南、北

03-03 公园绿地 G1 6941.19 -

03-04 公园绿地 G1 3191.00 -

03-05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6625.58 东：0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0m（一、二级） 60m
南北向1条东西
向1条

1000㎡（东侧宜有一条公共人
行通道与03-04地块绿地衔接）

北

03-06 公园绿地 G1 1451.44 -

03-07
研发办公
用地

M1+C 8568.72 东：0m（一、二级） 南：0m（一、二级） 西：0m（一、二级） 北：3m（一、二级） 80m
南北向1条东西
向1条

1000㎡（东侧宜有一条公共人
行通道与03-06地块绿地衔接）

南

注：公共开放空间在保证其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其边界可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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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1 规划编制背景

大运新城是深圳市四大新城之一，2011年深圳大运会圆满落幕后，大运新城的发展进入了“后大运时

代”。在《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大纲》中定位大运新城为龙岗区未来发展的核心功能区，引领龙岗区转型发

展的智核，是集国际高等教育、研发孵化、金融商务、总部经济、体育休闲、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创新知识

城区。伴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进驻、大运场馆赛后向市民开放，以及博深高速、轨道12号线、14号线等

多条高速路和城市轨道线的建设，大运新城核心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要求与发展机遇。（详见：图2.1）

2015年12月2日，启迪控股和协信集团联合投资组建的启迪协信科技城（集团）公司摘得龙岗区大运新城

核心区的产学研用地（即本项目）。项目的建设将拉开大运会后大运新城全新发展序幕，积极构建龙岗区更

具竞争力的创业就业土壤环境和空间，推动产学研空间一体化发展，实现与香港中文大学等大学校区及外围

产业、城市生活功能区功能联动发展，引领龙岗智核转型发展，加快龙岗区的“产城融合”发展。在此发展

背景下，为适应新的街坊式开发模式，有必要通过详细蓝图规划为该项目的建设开发提出系统全面的控制和

指导。

项目用地位于龙岗区大运新城核心区，其用地北侧紧邻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及风采路，南依大运山公园

及青春路，东至龙飞大道（城市主干道），西至盐龙大道的辅道，基地内地势平坦，总用地面积为192739平

方米。

1.2 发展背景

1.2.1龙岗落实“东进战略”，建设“一心四区”

加快实现深圳东西部均衡发展，带动粤东北崛起和东南沿海联动发展，发挥深圳的辐射作用。龙岗区

提出了“十三五”期间将全力建设深圳东部中心和自主创新引领区、高端商务集聚区、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绿色低碳发展引领区。

1.2.2实现创新驱动，打造深圳东部中心“智核”

2016年《龙岗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龙岗中心城将依托深圳国际大学园、大运新城核心区和宝龙

高新园区，推动中心城区的扩容提质，建设成东部中心的核心区。并提出加快院士科研中心、深港国际创新

中心、启迪协信科技园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引进总部经济项目。构建引领龙岗区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核、

科技动力引擎。

启迪协信科技园的建设有利于将加快龙岗区创新资源的集聚，推动龙岗创新体系的构建和产业的转型

升级。

图2.1：龙岗区远期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2014-2030）

图2.2：深圳东部中心“智核”示意图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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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规划设计范围、规划研究范围。（详见：图2.4）

规划设计范围：北侧紧邻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及风采路，南至大运山公园南侧的青春路，东至龙飞大

道城市主干道，西至盐龙大道的辅道，总用地面积约为192739平方米。

规划研究范围：以《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及深圳国际大学园为

基础，将紧邻规划设计范围的功能区块划入到本项目研究范围内，结合周边功能区块现状及规划建设情况，

从区域层面对规划设计范围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次研究范围面积约600公顷。

1.3 技术路线

详见图2.3技术路线图。

设计出发点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构建创新创业空间
引领龙岗智核转型

设计核心内容

功能布局 建设容量 空间控制

设计目标

打造一个功能多元化、工作生活便利、生态环境优越、富有创新活力的科
技园

设计方案

平面布置 交通组织 空间形态公共空间

现状分析

区位条件分析
周边用地分析
基地建设条件

图2.3：技术路线图 图2.4：规划范围示意图

规划研究范围：600公顷

规划设计范围：19.27公顷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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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依据

2.1 规划依据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3、《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4、《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2014-2030)》

5、《龙岗区大运新城综合发展规划》

6、《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2008年）

7、《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2012年）

7、《深圳市详细蓝图编制技术规定》（试行）

8、《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

2.2 相关规划要求

2.2.1《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2014-2030)》

规划要求龙岗围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三驾马车驱动”和“四深一优”的

转型发展思路，完善优化优势产业链，培育十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巩

固充实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壮大现代服务业。

规划对龙岗全区社区类型、人口结构、社会文化特征、认知边界、功能、规模、发展现状、发展

需求和存在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将龙岗区划分为居住型、综合服务型、工业生产型、科技研发

型、特色文化型、仓储物流型、生态保育型和传统商贸型社区。（详见：图2.5）

图2.5：深圳市龙岗区空间发展结构图

资料来源：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2014-2030）

图2.6：龙岗区社区发展指引图

资料来源：龙岗区大运新城综合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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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09-01、09-03、09-04、10-

07、10-08地块修改

《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于2009年颁布，提出“活力新城、创业特

区”的发展定位，通过产业与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龙岗中心城综合服务功能。（详见：图2.7）其中10-07、

10-08地块于2012年进行了修改。 10-07、10-08地块采取“生态、脉络”的发展理念，结合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打造产学研基地，主导用地功能为研发、办公用地。图则对规划范围的用地功能、建设规模、配套

设施、城市设计指引作出明确的要求。

用地功能：研发、办公。

建设规模：公共绿地不小于4.46公顷；政府社团用地不小于0.3公顷；建筑总量不大于66.72万㎡。

配套设施：规划区需落实社区健康服务中心1处、垃圾转运站1处、社区居委会1处、社区服务中心1处、

文化站1处、派出所1处、公共厕所1处、小型汽车充电站1处、社会停车场1处（可结合公共绿地、广场用地以

车位/100㎡的标准建设地下停车库）。城市设计：打造低密度、高强度的产学研基地为主，并提供集中式公

共开放空间；强化土地混合利用和立体融合，各地块应按用地控制要求配置商业、办公、公寓。（详见：图

2.8）

图2.7：[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土地利用规划图图2.8：[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10-07、10-08申请修改图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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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

《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以生态脉络为主题，把大运新城片区设想作为一个混合功

能的社区，成为龙岗吸引各类企业以及一广泛的人的焦点，创造一个适合步行的城市中心和一个充满活力的

可自我持续的社区。（详见：图2.9）

核心策略：功能混合的社区；居住与工作的双用区；两个重要区：中央商务区和艺术文化休闲区；地

面大体量，建筑中密度；动感城市街道、广场、公园；人性化的城市中心，以行人为主；有独特性的城市中

心。

为保证片区的整体性，核心区在开发过程中将划分为 9 个开发组团进行开发、设计与建设。开发组团

采用“地块联合开发”的开发模式，开发以“导控条件”为依据。（详见：图2.10）

图2.9：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总平面图及效果图

图2.10：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功能定位及用地功能图 图2.11：组团1导控图表

组团1
组团2

组团3

城市设计对本规划区导控分为3个组团，分别为组团1、组团2、组团3；具体导控要求如下：

组团1：

用地条件：组团1包含10-07-01、10-07-02、10-07-03、10-07-04、10-07-05、 10-07-06、10-07-07 

等 7 个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4.9 公顷。功能上以产业研发、创意园区为主，并为园区进驻企业员工、附近

其它人群（学生、居民等）提供生活、娱乐空间。

城市设计布局：组团1需统一规划设计（含 10-07-02 及 10-07-06 地块），在建筑功能布局上应统筹

考虑，形成品牌效应。建筑布局以高密度的方式为主，营造具有舒适尺度的街巷感。各地块建筑应结合大运

新城地区风环境合理布局，使其自然通风采光，突出大运北区生态特征。需考虑各地块间的联系，地块内公

共开放空间结合周边建筑设置步行系统，并衔接大运山公园及组团内的公共绿地。

公共空间系统要求：公共绿地两侧的地块在建筑布局时需考虑自身景观系统与公共绿地的结合。各地

块商业空间需统筹布局，相对集中布置，形成连续的商业街区空间。各地建筑内庭空间需与公共步行系统连

接，并 24 小时对外开放。（详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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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

组团2：

用地条件：组团2包含10-08-04、10-08-05、10-08-06、10-08-07、10-08-08、10-08-09、10-08-16、

10-08-17、10-08-18 等9个地块，总用地面积约5公顷。其中，公共绿地13624平方米，建设用地36525平方米，

建设规模总量为188172平方米。本组团功能上以产业研发、创意园区为主，并为园区进驻企业员工、附近其

它人群（学生、居民等）提供生活、娱乐空间。

城市设计布局：组团2需统一规划设计，在建筑功能布局上应统筹考虑，形成品牌效应。建筑布局以高

密度的方式为主，营造具有舒适尺度的街巷感。各地块建筑应结合大运新城地区风环境合理布局，使其自然

通风采光，突出大运北区生态特征。需考虑各地块间的联系，地块内公共开放空间结合周边建筑设置步行系

统，并衔接大运山公园及组团内的公共绿地。

公共空间系统要求：公共绿地两侧的地块在建筑布局时需考虑自身景观系统与公共绿地的结合。各地

块商业空间需统筹布局，相对集中布置，形成连续的商业街区空间。各地建筑内庭空间需与公共步行系统连

接，并 24 小时对外开放。（详见：图2.12）

组团3：

用地条件：组团3包含10-08-01、10-08-02、10-08-03、10-08-10、10-08-11、10-08-12、10-08-13、

10-08-14、10-08-15 等9 个地块，总用地面积约5.5 公顷。其中，公共绿地16494 平方米，建设用地38184 

平方米，建设规模总量为209460 平方米。本组团功能上以产业研发、创意园区为主，并为园区进驻企业员工、

附近其它人群（学生、居民等）提供生活、娱乐空间。

城市设计布局：组团3需统一规划设计，在建筑功能布局上应统筹考虑，形成品牌效应。建筑布局以高

密度的方式为主，营造具有舒适尺度的街巷感。各地块建筑应结合大运新城地区风环境合理布局，使其自然

通风采光，将生态系统引入城市系统。需考虑各地块间的联系，地块内公共开放空间结合周边建筑设置步行

系统，并衔接西侧生态区、北侧大专院校和组团内的公共绿地。

公共空间系统要求：公共绿地两侧的地块在建筑布局时需考虑自身景观系统与公共绿地的结合。（详

见：图2.13）

图2.12：组团2导控图表

图2.13：组团3导控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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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概况与分析

3.1 区位条件

3.1.1 交通便捷

规划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核心区，交通区位条件优越。规划区与机荷高速（沈海高速）、水

官高速、仁深高速（博深高速）等三条高速公路联系便捷。距离地铁3号线大运站约2.5公里，规划建设中的

12号线（龙坪线）、14号线（东部快线）和深惠城际线均在规划区1公里范围内穿过，可形成深、莞、惠半小

时交通圈。

图3.1：项目区位图 图3.2：项目交通区位图

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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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
鹰咀山
165m

规划区

东莞
鹰咀山
165m

东莞

规划区

大运山公园

规划区

东莞
鹰咀山
165m

大运山
150m

东莞

3.1.2 生态环境良好

规划区坐落在大运新城的片区边缘，两面环山。西与鹰嘴山接壤，南临大运山公园，风光秀丽，环境

优美。

图3.3：项目生态区位图 图3.4：现状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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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周边规划条件分析

3.2.1大运新城功能定位

大运新城在《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大纲》中定位为龙岗区未来发展的核心功能区，引领龙岗区转型发

展的智核，是集国际高等教育、研发孵化、金融商务、总部经济、体育休闲、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创新知识

城区。

3.2.2周边优质资源汇聚

规划区位于大运新城核心区西片区，毗邻大运中心场馆，东与规划的大运新城核心区商务总部功能区

相连，南与大运山公园及深圳国际大学园相望，北部呼应生活服务配套区及天安数码城、留学生创业园等产

业项目。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体育运动学校

大运场馆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中海塞纳时光

图3.6：周边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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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区现状分析

3.3.1 土地利用现状

规划范围内以已建成的飞杨路为界分成东西两部分，西侧现状土地使用性质为交通场站用地，12.45公

顷，占城市建设用地64.61%，东侧现状土地使用性质为发展备用地，6.2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32.49%。

3.3.2 建设现状

规划区建设现状：西侧为2011年大运会期间建设的停车场，目前为废弃停车场，东侧为未建设，由于荒

废时间较长，规划范围内现状环境相对杂乱。（详见：图3-5、3-6）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中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大运会国际新闻中心

派出所

停车场

图3.7：规划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3.8：规划区周边现状建设实景照片

龙飞大道 风采路

飞扬路

大运会国际新闻中心停车场

大运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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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规划范围用地权属状况图

3.3.3 用地权属状况

2015年12月2日，启迪控股和协信集团联合投资组建的启迪协信科技城（集团）公司成功摘得龙岗区大

运新城街坊式开发的产学研用地，其宗地号为G01064-0279。

序号 要求类型 要求内容 备注

1

总用地面积 192738.86㎡

其中

建设用地面积 101879㎡

绿化用地面积 36911㎡

道路用地面积 53948㎡

2 使用年期 30年

3 土地用途 普通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公园绿地

4 土地性质 商品房

5 主体建筑性质 研发用房

6 建筑间距 满足《深标》及现行规范要求

7

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 583096㎡

各类建筑开发量分街
坊控制其中

研发用房 403533㎡

商务公寓 115295㎡

商业 57648㎡

其它配套设施 6620㎡

8 总体布局及建筑退红线要求
以[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2014年版）为依据，参考《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

城市设计》综合确定；机动车泊位数：4887辆

机动车泊位数按照街
坊来分配总量

9 项目准入、建设及其它要求

自成交之日起2年内须通过环保部门审批，否则政府有权按成
交价（不计利息）收回宗地使用权；

用地范围内规划市政路道路、绿地及配套设施应按规划实施
（市政路中包含已建成的飞扬路），绿地、道路及配套设施

由乙方进行建设，产权归政府。

表3-1：土地出让合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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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土地出让合同中的条件要求

大运新城核心产业区10-08-01、10-08-02、10-07地块规划设计，出让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

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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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地形分析

通过运用GIS软件，对规划区及周边的场地进行地形分析，区内场地标高为57.0～63.9m，地势平坦，区

内现状道路坡度多为千分之三。

140.9M

168.2M

69.9M

62.4M

63.9M

64.9M

149.6
M

123.2M
111.6M

57.1M

57.5M

83.40M

57.5M 48.3M

50.1M

260M

67M

图3.10：地形分析图 图3.11：现状道路标高分析图 图3.12：规划区现状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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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道路交通现状

规规划设计范围东侧东侧的龙飞大道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度70米，双向六车道，设有人行道和

自行车道；

西侧的盐龙大道辅道，红线宽度30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北侧的风采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29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南侧的青春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40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基地中部的飞扬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29米，双向四车道，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图3.13：周边道路现状图

龙
飞
大
道

风采路

青春路

飞
扬
路3.3.6 规划面临挑战

（1）如何与周边的创新资源进行联动发展

随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天安数码城四期等启动建设，和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

北理莫斯科大学为代表的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大运新城，如何与这些创新要素实现联动发展是本项目的首

要考虑。本规划应推动产学研空间一体化发展，同时通过营造与公共空间紧密结合的城市商业气氛，使

规划区内生活工作的人吃、穿、用、休闲、娱乐、办公都能在各社区中得到解决，建设宜居宜业的创新

创业园区。

（2）如何贯彻街坊式整体开发模式

从历版大运新城法定图则与相关规划来看，多次提出本规划区开发应按街坊式整体开发模式，具体

如何贯彻街坊式整体开发模式，形成控制导则来指导下一层次规划建设是本规划的重点问题。

（3）如何利用好优越的景观资源

研究范围内良好的景观资源尚需充分利用。尤其是规划区南靠大运山公园、大运场馆等优越的生态

和人工环境。因此，在本次规划中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景观资源，尝试把自然绿山与城市建设完美衔

接，并对重要的景观视线廊道与景观界面进行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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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原则、定位、控制元素体系

4.1 规划原则

根据对上层次规划要求和用地现状的分析，综合开发业主单位及相关规划主管部门的意见，详细

蓝图在原有《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的基础上，设计将遵循以下原则：

（1）区域统筹，强化在功能布局、交通联系、公共空间等全方位的衔接。

（2）延袭《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街坊式开发，形成开放式街区布局。

（3）打造底层活力街区、控制合理的步行空间尺度，预留活力公共通道。

（4）多元化的公共空间系统，提供丰富便捷的活力交流场所。

（5）弹性灵活的建筑组合与形态控制，满园区多样的空间需求。

（6）塑造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富有变化与标志性的整体城市空间形态。

4.2 功能定位

以研发创智、产业服务和科技孵化为主导功能、兼顾社区功能的科技产业综合体，成

为高端产业、高端人才及创新创业资源的聚集高地。

核心功能：高新产业的发展集群；产业服务资源的融合平台；产学研集成联动的孵化全链

成为吸引清华乃至全球创新资源的磁力极：项目的正式启动，将带动清华大学旗下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实业资源、科技金融资源、校友资源以及行业协会、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入驻龙岗，成为吸引清华

乃至全球创新资源的磁力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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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业发展需求分析

4.3.1 产业生态体系

启迪协信科技园将作为深圳东部中心的智核的主要组成部分，将引领深圳，辐射华南，链接全球，

成为清华科技园新一代的旗舰产品，也是国内外科技园行业的标杆。启迪协信科技园产业生态体系可

概括为一核心、两平台、四重点。一核心：实现科技研发与应用的衔接，两平台：科技金融平台、创

业孵化平台；四重点：智能制造、信息互联、环保健康、文创教育。

4.3.2 打造全生命周期科技园区

本项目将实现产业、创业、商业、社区，四位一体产城融合的功能体系。同时打造全生命周期科

技园区，以生态产业体系和产业全生命周期作为价值点，吸引企业入驻。为园区发展打造内在需求活

力，享受企业成长的全部价值。

图4.2：规划区业态融合示意图

图4.1：本项目产业生态体系构想

图4.3：打造全生命周期科技园区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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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控制元素体系

控制要素选择(《深圳市规划局详细蓝图编制指引》详见：表4-1)：

注：表中优先级符号：▲——必选要素，即必须选择的基本要素；△——宜选要素，即建议选择的要

素；○——可选要素，即可以自由选择的相关要素。

控制分项 控 制 元 素

B类

优先级
选择

情况

功能控制

A．土地利用和开发强度控制

A1  地块边界及面积 ▲ √

A2  用地功能布局 ○ √

A3  用地性质 ▲ √

A4  建筑总量及分类建筑面积 ▲ √

A5  配套设施（包括公共配套及市政配套） △

A6  容积率 ▲ √

A7  建筑覆盖率 ▲ √

A8  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

A9  居住人口/户数 △ √

B．道路交通及竖向规划

B1  道路网络构成（功能、等级、密度、红线、控制点坐标、断面、

重要交叉口形式）
△ √

B2  地块外部交通组织（公交线路及站点、地铁线路及站点、机动车

出入口设置、禁止开口路段、平面/立体人行系统组织）
△ √

B3  地块内部交通组织（车流疏散、消防环道、内部人行系统组织） △ √

B4  停车场及配建车位 ▲ √

B5  其他交通设施 ○

B6  道路及场地竖向设计（控制点标高、道路纵坡） ▲ √

C．市政工程规划

C1  给水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2  排水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3  电力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4  电信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5  燃气工程（负荷、设施、管网） △ √

C6  工程管线综合（各项市政工程负荷、设施、管网及其相互关系） △

形体环境控制

D．城市空间组织

D1  平面空间结构（路径、区域、边缘、节点、地标、空间序列） △ √

D2  立体空间结构（地上、地面、地下空间综合组织） △

D3  街道空间模式（平面几何形态及空间尺度关系） ○

D4  重要开放空间（绿地、广场和水域）概念设计 ▲ √

E．建筑形态控制

E1  街区建筑平面组合模式（平面形式、群体关系） △

E2  建筑平面布置（具体平面形状、距离控制） ▲ √

E3  建筑高度 ▲ √

E4  建筑退线（建筑退后用地红线、高层主体退线） ▲ √

E5  建筑风格（立面、质地、材料、色彩） △ √

F．景观环境设计

F1  地区特色（意象特征、特色景观） ○ √

F2  景观构成（自然景观、人工景观、界面、轮廓线、通视关系等） △ √

F3  环境设施（绿化、雕塑小品、广告标识、铺地、照明等） △ √

其它控制要求

G1  无障碍设计 △

G2  历史遗产保护 ○

G3  自然生态保护 ○

G4  特殊活动支持（如民俗活动等） ○

特别条款 H1  实施操作建议（分期实施计划等） ○

表4-1：控制要素选择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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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能控制

5.1 设计理念

5.1.1 案例借鉴

5.1.1.1 留仙洞总部基地

规划定位：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

集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和企业总部特征的新一代产业园区，深圳未来引领产业高端发展的重要基地。

深圳西部地区比肩前海、蛇口等城市新一轮战略性增长地区，将共同形成城市新的经济增长轴。

以产业总部和研发为主导功能，以商业、公寓、产业服务为辅助功能。

产业空间需求：主要包含产业类的研发、办公和相应的居住以及公共配套。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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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
网产
业链

办公

研发

支持层

感知层

传输层

平台层

应用层

服务层

软件层

硬件层

技术
服务

功能体系
移动互联
网产业链

公寓 商业

规划策略及规划特点：

立体街坊、开发绿廊、高质配套、产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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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天安云谷

天安云谷项目占地约76万㎡，总面积约289万㎡的标志性、开放性新兴产业综合体。项目位于坂田

华为新城片区内（承接特区内产业外溢的首惠区域），是深圳市“十二五”城市更新重点项目

项目定位

深圳市重要的自主创新研发基地；深圳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的示范项目；深圳旧工业产业升级改

造的示范项目。

设计理念

以云计算、大数据思想，并强调“共享、协作、开放”以人为核心的产城社区。结合土地集约利

用和功能复合高效的思路，配置产业研发、居住、商业、休闲娱乐、酒店、教育等城市基本功能，配

置公园、云平台、跑步绿道、文化活动中心等必要的开放空间。提升人才与创业人群的工作与生活体

验，创造了人才、企业、商家等各种服务机构互联空间。

规划特点

智慧产城社区：紧扣园区的管理者、企业、人才等各方用户需求，以产城融合为理念，建立资源整合
的智能化产业资源与服务平台，满足园区研发办公、交通、配套服务等移动物联互动、信息化智慧产
城社区平台。

配套完善、尺度宜人的互动协作空间平台：通过配套图书馆、咖啡吧、屋顶运动场、多样化室内外公

共空间，满足人的研发、消费、交流、游憩体验空间，形成塔楼与裙房高低交错、休闲与研发空间灵

活穿插、室内室外互动、尺度宜人的产业平台。

立体式交通架构人车分流系统：配置地面二层主要慢行广场，地面落客停车、地下下沉广场，地下地

铁及专用停车场，形成无界转换，进行人、车合理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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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深圳湾科技生态城

深圳湾科技生态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用地20.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7.6万平方米，其中研发852900㎡，办公121800㎡，酒店60900㎡，商业70900㎡，公寓225500㎡，配套6500㎡。

项目定位

国际科技生态城。

规划特点

多层城市：将有限的用地掰成几层来利用，既有充分人性化的商业配套空间和综合服务，又有相对清静的研发空间和高密的总部大楼，且有利于快速建造和避免高密度的压迫感。包括街巷广场层、网络花园层、空中庭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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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仙洞总部基地

集中式公共空间

多首层活力街区

高品质配套

街坊式开发

天安云谷

功能混合

高品质配套

高品质的公共空间

街坊式开发

深圳湾科技生态城

功能混合

多首层设计

人性化的尺度

多样化的建筑组合

留仙洞总部基地
一街坊

天安云谷
一期

深圳湾
科技生态城

深圳市
软件产业基地

用地面积 13.93公顷 5.16公顷 20.3公顷 12.3公顷

建筑总量 77-100万m2 39.7万m2 187.6万m2 61.8万m2

容积率 7.2 7.8 6.0 4.3

裙楼建筑覆

盖率

40%—43% 40%—50% 21—50% 36%—40%

塔楼建筑覆

盖率

30—38% 22%—30% 10—45% 22%—25%

塔楼高度 150-250m 150-250m 100-250m 45-99m

塔楼建筑
主要尺度

公寓塔楼：22×50m
办公点式塔楼48×50m

公寓塔楼：25×60m
办公点式塔楼45×50m

公寓塔楼：25×65m
办公点式塔楼45×54m

公寓塔楼：24×65m
办公点式塔楼：45×52m

建筑图示

5.1.1.4 案例借鉴小结

创
意

生
态

活
力

文
化

规划积极响应

识别多样要求

多角度综合发展

标志性支柱产业 多样化产业集合

5.1.2 设计理念

融合与提升 —— 建造一个充满生气的国际化都市与创智中心

活力与健康 —— 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工作状态

个性与弹性 —— 满足城市发展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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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计构思

打造环大运山的知识创新圈

大运山东北侧为未来的大运商务中心，东侧为大运场馆，南侧和西南侧为国际大学城，这里集聚

了香港中文大学、北理莫斯科大学、院士科研中心等创新研发资源，科技园的建设有利于形成环大运

山知识创新圈，构建产学研一体的创新基地。

图5.1：环大运山知识创新圈示意图

大运山公园

科技园 大运商务中心

大运场馆

香港中文大学

莫斯科大学

院士科研中心

绿色串联城市与自然

通过东西向的绿轴串联轻轨站点、中央商务区中央公园，直至龙城公园；通过南北向的绿轴沟通大运山

公园。

图5.2：区域衔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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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独具区域特色的空间秩序 复合多元的功能布局

着力于打造宜业宜居的工作生活环境，园区规划强调功能的复合开发，各街坊的开发建筑量都按照产业

研发用房：商务公寓：商业=7:2:1的比例进行配置。
商务总部：未来龙岗的新CBD，高强度、低密度的空间布局形态；

大运中心：龙岗体育文化中心，大体量、低密度；

国际大学园：大学集聚地、创新起航点，小体量、低密度。

项目所在地将成为大运城产学研基地，规划希望能构建独具区域特色的空间秩序，与周边区域差异化
发展，形成一定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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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总部

大运中心

国际大学园

国际大学园

国际大学园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吉大昆士兰大学
北理莫斯科大学

国际大学园

产学研基地

产学研基地

商务总部

大运山公园

大运场馆

丰富灵活的建筑形态组合

科技园旨在打造全生命周期的产业园，包含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中试基地、专业园区等各发展

阶段的企业，规划结合不同的业态需求，提供丰富多样的建筑组合形式。

街坊三建筑量：

产业研发用房：70%
商务公寓：20%
商业：10%

街坊二建筑量：

产业研发用房：70%
商务公寓：20%
商业：10%

街坊一建筑量：

产业研发用房：70%
商务公寓：20%
商业：10%

产业研发70%
商务公寓20%

商业10%

中体块

中密度

中体块

中密度

小

体

块

低

密

度

大体块

低密度

中

心

绿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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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建筑设计指引图

图5.3：空间秩序规划图

图5.4：功能多元复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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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块划分与控制

5.3.1 功能结构

根据《龙岗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对本项目提出的控制要求和《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

研究及城市设计》对相关控制要素的导引，结合项目设计构思，确定本项目的功能结构为“一心、两

轴、三街坊”。

“一心”：公共活力中心，围绕中心绿地来打造。

“两轴”：公共绿轴，两条轴线在公共活力中心形成十字交叉。东西轴主要串联东部商务中心，

为东西向的有轨电车的铺设预留用地空间；南北轴串接大运山公园，增强自然景观的渗透。

“三街坊”：三个开发街坊，与法定图则相衔接，三个街坊各具特色。

5.3.2 用地划分与地块性质

详细蓝图落实法定图则，以研发办公用地为主，用地总面积101879㎡，占总用地范围的52.9%；公

园绿地总面积36911㎡，占总用地范围的19.2%；其余为城市道路用地，总面积53948㎡，占总用地范围

的28%。

分为3个街坊，共划分24个地块。地块编号采用“街坊+地块”的模式，从右向左编排。（详见表

5-2）

表5-1：规划用地汇总表

序号 用地性质代码 用地性质 面积（㎡）
占规划总用地比例

（%）

1 M1+C 研发办公用地 101879 52.9

2 G1 公园绿地 36911 19.2

3 S2 城市道路用地 53948 28.0

合计 192738 100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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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5.6：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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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容积率

启迪协信科技园内以产业研发用房功能为主，根据地块位置、交通组织、使用性质，城市设计导

引控制、周边环境、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综合分析确定容积率。总体来说靠近园区东门户位置的一街

坊较高，三街坊最低。

一街坊地块平均容积率为7.4，其中01-01地块容积率最高，为10.8；01-04、01-05地块容积率最

低，为6.1。

二街坊地块平均容积率为5.0，其中02-10地块容积率最高，为5.8；02-03地块容积率最低，为4.0。

三街坊地块平均容积率为4.5，其中03-01地块容积率最高，为6.5；03-02地块容积率最低，为3.0。

5.3.4 建筑覆盖率

《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中强调街坊的整体开发。部分地块建筑覆盖率最大控

制在70%以下，其它地块参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版）有关规定、相关规范标准及环

境控制目标确定，办公建筑不超过50%。

5.3.5 绿化覆盖率

各地块绿化覆盖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版）规定及城市设计导引要求综合

分析确定。非居住建筑绿化覆盖率宜大于30%。可通过地面、屋顶绿化和架空绿化等方式增加绿化面积

与用地面积的比率。
图5.8：开发强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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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建筑限高

《龙岗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未对启迪协信科技园建筑高度做出明确规定。

对启迪协信科技园内不同地块的高度控制，本次详细蓝图结合《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

市设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针对不同地块的开发意向进行面积分配，得到地块的容积率等指标，加之建筑密度、绿地率

等因素限制，大概可以确定建筑高度的范围。

（2）为充分利用南侧的大运山公园景观资源，建筑高度要有层次变化，塑造高低起伏韵律变化的

城市天际轮廓线。

（3）在主要节点打造标志性建筑，展示良好的城市景观面貌。

利用以上原则，详细蓝图对启迪协信科技园内地块的高度控制相对《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

及城市设计》弹性更高，除01-03地块建筑限高控制在200m外，其它地块均控制在100m，但要求各地块

内建筑高度宜富有层次变化，充分利用大运山公园的生态景观资源。

5.3.7 配建车位

配建车位指标按照街坊来控制，车位数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版）执行，街坊

一配建机动车停车位2235个，街坊二配建机动车停车位1573个，街坊三配建机动车停车位1079个（含

公共停车位80个）。所有停车场均应为残疾人提供专用停车位，且预留充电桩设施。为保证主要市政

道路的地下管线的埋设要求，地下车行通道宜设置在地下二层空间，

图5.9：高度控制图

图5.10：地下空间分区示意图（停车区域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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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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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指标控制一览表

街坊编号
地块编
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建筑覆盖率（%）
绿化覆盖
率（%）

建筑限高（m
）

公共配套设施内容（㎡） 配建车位（个）产业研发用
房

商务公寓 商业
公共配
套设施

合计

01

01—01 研发办公用地 M1+C 5552.47 10.8 59348 - 783 - 60131 70 20 100 -

2235

01—02 公园绿地 G1 7633.97 - - - - - - - 80 - -

01—03 研发办公用地 M1+C 13433.17 7.5 98560 - 1688 - 100248 50 30 180 -

01—04 研发办公用地 M1+C 4944.75 6.1 - 8641 21459 - 30100 65 20 100 -

01—05 研发办公用地 M1+C 7863.79 6.1 704 45200 1753 - 47657 70 20 100 -

01—06 公园绿地 G1 5037.31 - - - - - - - 80 - -

01—07 研发办公用地 M1+C 4478.53 6.9 29832 - 1238 - 31070 65 20 100 -

02

02—01 公园绿地 G1 4228.02 - - - - - - - 80 - -

02—02 研发办公用地 M1+C 9006.57 4.7 550 37716 4020 - 42286 70 20 100 -

1573

02—03 研发办公用地 M1+C 4163.98 4.0 12000 - 4838 - 16838 65 20 60 -

02—04 公园绿地 G1 1354.09 - - - - - - - 80 - -

02—05 研发办公用地 M1+C 2827.22 5.5 14300 - 1300 - 15600 65 20 50 -

02—06 公园绿地 G1 5098.29 - - - - - - - - - -

02—07 研发办公用地 M1+C 5985.43 4.6 24750 - 3000 - 27750 50 30 60 -

02—08 公园绿地 G1 1975.67 - - - - - - - 80 -

02—09 研发办公用地 M1+C 9988.16 5.3 49607 - 3700 - 53307 50 30 80 -

02—10 研发办公用地 M1+C 5674.72 5.8 30800 - 2000 - 32800 65 20 50 -

03

03—01 研发办公用地 M1+C 9081.54 6.5 31800 23738 3863 - 59401 65 20 100 -

1079（含公共停
车位80）

03—02 研发办公用地 M1+C 3684.30 4.3 10291 - 900 

-

15991 70 20 60
社区居委会300，社区服务中心1500，文化

站1500，社康中心1500

03—03 公园绿地 G1 6941.19 - - - - 1820 1820 - - -
小型汽车充电站1100，公共厕所80，垃圾转

运站640

03—04 公园绿地 G1 3191.00 - - - - - - - - - -

03—05 研发办公用地 M1+C 6625.58 2.8 15350 - 3073 

4800 

18423 50 30 60 _

03—06 公园绿地 G1 1451.44 - - - - - - - - - -

03—07 研发办公用地 M1+C 8568.72 3.5 25641 - 4033 - 29674 50 30 80 -

合计 - 5.7 403533 115295 57648 6620 583096 - - - - 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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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道路系统规划

道路网总长度：3768.9m，支路网密度：20km/k㎡，远高于《深标》要求。按等级分为三级：（图

5-10）

（1）主干路：龙飞大道，红线宽度70米，为双向六车道；

（2）次干路：飞扬路，红线宽度30米，为双向四车道；青春路，红线宽度40米，为双向四车道；

风采路，红线宽度30米；盐龙大道辅道，红线宽度30米；

（3）支路:各地块通行与出入的主要道路，红线宽度14-20米，主要为两车道。

图5.13： 道路系统规划图

图5.12：区域交通图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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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交通组织

（1）设置三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的城市支路，且与周边单元道路系统贯通。

（2）龙飞大道、盐龙大道辅路、飞扬路、青春路、风采路为园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道路。东西向支

路主要为服务性道路，南北向支路主要为生活性道路。

图5.14：机动车进入主要流线示意 图5.15：机动车离开主要流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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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交叉口控制

结合项目片区路网结构，交通出行特征，提出交叉口的管理措施。龙飞大道、盐龙大道辅路、飞

扬路、青春路、风采路之间交叉口采用信号灯控制，规划支路与龙飞大道、盐龙大道辅路、青春路交

叉口适当采用右进右出的组织方式，支路与支路之间的交叉口采用停车让行的组织方式。（具体控制

方式如下图所示）

5.4.4静态交通规划

考虑到项目开发的整体性，便于地下停车库的统一组织和有效管理，建议将规划区内的各研发办公用地

地下停车区域加以整合，形成相对完整的地下停车区域。基本按街坊来开发地下空间，十字形结构的绿地将

规划区共划分为A、B、C、D四个地下停车库区，其中D-2为社会公共停车与配建停车综合区，其它为配建

停车区。各区内地块之间的停车场通过通过地下公共车行通道来连接，为保证主要市政道路的地下管线的

埋设要求，地下车行通道宜设置在地下二层空间。

图5.16：信号灯控制示意图 图5.17：地下空间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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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道路竖向控制图

5.4.5 公共交通接驳规划

启迪协信科技园东侧沿龙飞大道规划建设有轨电车，并设置一个有轨电车站点，规划具体线位及

站位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规划区东西向预留15米的绿带，作为未来的轻轨线建设空间，从而

形成环大运山轻轨环线，串联起规划区与南面国际大学园区。

5.4.6 竖向控制

启迪协信科技园内西高东低，最大高差约13.7米。标高最低点位于飞扬路与风采路交界处，为

53.10米，标高最高点位于青春路与盐龙大道辅道交界处，为66.8米。道路竖向设计综合考虑地形、周

边道路竖向、防洪排涝、街坊排水和工程管网的布线等要求，坡度控制在0.3%—3%范围内。

5.5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

规划区的配套设施依据《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片区法定图则》、《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项

目建设规模总量综合确定。本次详细蓝图中公共设施中包括公共服务设施、产业服务设施和市政交通设施三

大类。

（1）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含社区健康服务中心1处（1500m2）、社区居委会1处（300m2）、文化站1处（

1500m2）、社区服务中心1处（1500m2），集中于03-02地块内建设，便于服务整个规划区。（图5-13）

（2）产业服务设施主要包含咖啡厅、茶室等小型商业服务设施，银行、信贷等金融服务设施，以及展厅

、会议室等，位于各街坊中心，服务于各产业组团。

（3）市政交通设施主要包含公共厕所1处（80m2 ）、垃圾转运站1处（640m2 ）、小型汽车充电站1处（

有效使用面积≥1100m2 ）和社会停车场（80个停车位），主要集中于03-03地块建设，其它市政设施按照市政

管线、设备的需求建设。

图5.19：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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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市政工程规划

5.6.1给水工程规划

5.6.1.1 现状概况

规划区风采路、飞扬路和龙飞大道上敷设有DN300的现状给水管。

5.6.1.2 规划依据及参考资料

（1）《深圳市给水系统布局规划（2007-2020）》

（2）《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年版）》

（3）《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

（4）《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5）《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技术文件》

5.6.1.3 规划原则

（1）充分考虑规划设计范围内管线与周边市政系统的有机协调。

（2）充分利用现状管网，同时规划供水管网形成环状，并尽可能从不同方向引入，以提高供水

的安全性。

（3）给水管尽量布置在道路的东（南）侧人行道绿化带下。

5.6.1.4 给水工程规划

（1）用水量预测

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04年版）》、《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

并参考相关资料确定本规划用地用水量标准。平均日用水量预测标见表5-3：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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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给水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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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未预见及渗漏水量按用水量的15%计。

预测规划用地平均日用水量为5299.57 立方米/日，日变化系数取1.2，时变化系数采用Kh=1.3

（2）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用水由片区外东北侧现状中心城水厂供水，该水厂现状规模11万立方米/日，规划规模33

万立方米/日。

市政供水压力应满足本规划用地最不利点水压不低于0.32兆帕的要求。消防时最不利点消火栓水

压不低于0.1兆帕。给水管网按最高日最大时用水量确定管径，按最高日最大时用水量加消防用水量或

事故用水量两种工况校核管径。生活、消防合用供水管网。

通过校核，规划用地周围保留部分现状管网，青春路规划DN300给水管，龙飞大道废除DN300给水

管，规划DN400给水管。

5.6.2 污水工程规划

5.6.2.1 现状概况

规划区飞扬路、龙飞大道和青春道路上敷设有d400的现状污水管道。

5.6.2.2 规划依据及参考资料

（1）《深圳市排水管网规划 (2007-2020)》（2007.12）

（2）《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年版）》

(3)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

（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14）

（5）《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技术文件》

5.6.2.3 规划原则

（1）充分考虑规划用地内管线与周边市政系统的有机协调。

（2）规划用地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3）污水管道尽量布置在道路的西（北）侧（非）车行道下。

编号 项 目 平均日用水量指标

1 普通工业用地 9升/平方米.天

2 公园绿地 20立方米/公顷.天

表5-3：规划地块用水量预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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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污水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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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污水工程规划

（1）污水量预测：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年版）》，工业用水量取平均日用水

量污的用水量的85%。平均日污水量预测标准见表5-4：

编号 项 目 折减系数

1 普通工业用地 0.85

表5-4： 规划用地污水量预测标准

预测规划用地平均日污水量为58.7万立方米/日，总变化系数Kz=1.3。

（2）污水工程规

规划区保留飞扬路、青春路和龙飞大道DN400现状污水管，在风采路规划DN400污水管，龙飞大道东侧

规划DN500污水管。

5.6.3 雨水工程规划

5.6.3.1 现状概况

规划区龙飞大道上有现状A3X2雨水箱涵。

5.6.3.2 规划依据及参考资料

（1）《深圳市排水(雨水)防洪综合规划》（2015.03）

（2）《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年版）》

（3）《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

（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14）

（5）《深圳市龙岗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技术文件》

5.6.3.3 规划原则

（1）充分考虑规划用地内管线与周边市政系统的有机协调。

（2）规划用地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3）雨水管道尽量布置在道路的东（南）侧（非）车行道下。

5.6.3.4 雨水工程规划

（1）规划标准

城市雨水设计暴雨重现期采用P=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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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雨水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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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方式

雨水量计算公式：Q=q·F·ψ

式中：Q—规划雨水流量（升/秒）

q—暴雨强度（升/秒·公顷）

F—汇水面积（公顷）

ψ—径流系数，地面径流系数除大片绿地采

用0.15外，其余采用综合径流系数ψ=0.50

暴雨强度公式（P＝2年）：
452.0)158.3(

201.1358




t
q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升/秒.公顷）

t—降雨历时（分钟）

t=t1+t2

t1—地面集水时间（分钟），按距离长短、

地形坡度和地面铺盖情况取定，地面集水时间采用

t2-管内雨水流行时间（分钟）

t1=6～10分钟；

（3）雨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风采路上规划DN1000-DN1500雨水管，飞扬路上规划

DN1200雨水管，青春路上规划A3x2雨水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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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电力工程规划

5.6.4.1现状概况

规划片区现状主要为停车场或绿地，片区及周边的电力服务主要由片区周边的现状220kV马坳变电站、现状

110kV龙翔变电站和110kV奥林变电站提供，规划片区内及周边现状道路上大多敷设有电力管线，主要为：风采路

、飞扬路及青春路均为1.0x1.0米电缆沟，龙飞大道1.2x1.2米的电缆沟。

5.6.4.2 规划依据及参考资料

(1）《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2013）

(2）《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3）《深圳市电力设施及高压走廊专项规划修编》

(4）《深圳市LG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

(5）规划专业提供的相关资料.

5.6.4.3 规划原则

（1）在上层次规划的指导下，适度超前地规划供电系统；

（2）完善地下电缆沟系统，为所有中、低压电力线路提供敷设通道。

5.6.4.4 负荷预测

采用采用单位建筑面积用电指标法进行预测，并用单位用地面积用电指标法进行校核，预测指标参考《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指标中上限值，具体采用指标如下表。

。
用地性质

按建筑面积 按用地面积

用电指标（W/m2） 用电指标（kW/ha）
产业研发M1 90 700~1300

商业C 65 1000~2000
商务公寓R 30 350~700

公共管理服务设施GIC 60 300~700
公园绿地（G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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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划地块内主要是产业研发M1、商业C、商务公寓R三种性质的混合，单位用地面积用电指标综合考

虑后，采用中上的水平，除绿地外各地块均采用1500 kW/ha，预测结果为13431 kW；根据上表单位建筑面积用

电指标，考虑各级同时系数后，预测本规划片区电力负荷约为15386kW；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略有出入，主要是

由于地块01-03、01-04两个地块建筑面积较大，尤其01-03地块有超高层建筑引起的；根据规划专业所提条件，

本规划地块内地下空间主要是为地上建筑配套的车库，用电负荷较小，《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指标

已考虑各分类建筑中混合配套建筑设施的负荷因素，因此地下空间部分不再单独考虑；综上本次预测数据采用按

建筑面积计算的结果，用电总负荷约15386 kW，各街坊预测电力负荷如下表所示。

5.6.4.5 周边电力设施支撑能力分析

规划区及周边地区的电源主要由现状220kV马坳变电站、现状110kV龙翔变电站和110kV奥林变电站提供

，本规划片区现状主要为绿地和停车场，用电负荷较小，但随着本规划的实施，区内将建起成片的高楼，负荷会

大幅增加，预测负荷约1.5万，会对周边现状电力设施带来一定压力，但上述三座变电站现状10千伏负载均较轻

，均能满足“N-1”要求，因此本规划区及周边地区的电源是有可靠保证的；另本次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片区内

的建设强度均未突破法定图则的相关要求，因此变电站及电力通道沿用法定图则的规划是可行的.

5.6.4.6 变电站规划

规划片区及周边现状电源由区外周边的220kV马坳变电站(4×240)、110kV龙翔变电站(3×63)和110kV奥

林变电站(3×50)提供，根据《深圳市电力设施及高压走廊专项规划修编》，规划片区的东侧还规划有龙翔二和

龙翔三两座110kV变电站，因此本规划区及所在大的片区的电源均有可靠保证，无需再新规划变电站。

本规划片区内的10千伏变电所均采用附设式，附设在各单体建筑内，:变电所具体数量及容量最终需由建筑

设计来确定

5.6.4.7 电缆沟规划

规划片区内及周边现状道路上大多敷设有电力管线，主要为：风采路、飞扬路及青春路均为1.0x1.0米电缆

沟，龙飞大道1.2x1.2米的电缆沟，以上道路维持不变，盐龙大道新规划1.0x1.0米电缆沟，电缆沟采用隐蔽式沿道

路东、南侧人行道敷设。

5.6.4.8电动车充电设施规划

为鼓励电动汽车的使用，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标准，本次规划区内需配置主要为小型客

车快速充电服务的公共充电站一座，公共充电站附设在其它建筑内，不独立占地；公共充电站有效使用面积

1100平米，内设不少于16个快速充电位；公共充电站应有10千伏电源进线，并内设变配电、计量及控制设施。

另配建车位中须有30%配套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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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名称 用地代码 总建筑面积（m2） 计算负荷（kW）

01 M1+C+G1 290181.06 10170

02 M1+C+G1 203313.88 7126

03 M1+C+G1+GIC 134765.01 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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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性质
电话主线指标

按建筑面积（线/百平方米）
按用地面积（线/公

顷）

产业研发M1 1 100~200

商业C 1.5 200~400

商务公寓R 1 250~500

公共管理服务设施GIC 2 70~210

公园绿地（G1） -- 10

5.6.5 通信工程规划

5.6.5.1现状概况

规划片区现状主要为停车场或绿地，片区及周边的通信服务主要由片区东边的现状龙中通信机楼

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由现状龙城有线电视核心机楼提供；规划片区内及周边现状道路上大多敷设有通

信管道，青春路现状管道为12∅110+8∅60道为6∅110，龙飞大道现状管道为15∅110+12∅60风采路现状

管道为6∅110，盐龙大道辅道现状管道为15∅110+12∅60，飞扬路现状管道为12∅110+8∅60。

5.6.5.2 规划依据及参考资料

（1）《深圳市通信管道及机楼专项规划（2011-2020） 》

（2）规划专业提供的相关资料

（3）《深圳市LG201-04&05&07号片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

（4）《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5.6.5.3 规划原则

（1）建立满足本规划范围及相关片区通信业务需求的邮政网点、电信接入网系统及有线电视接

入网系统；

（2）统一规划通信管道系统，满足各种城域网传输的要求。

5.6.5.4 业务预测

（1）固定电话主线

采用单位建筑面积及用地面积指标法进行预测，各类电话指标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述指标，预测本区市话主线需求量约为6200线。

（2）宽带数据用户预测

本规划区内的宽带数据用户按固话用户的65%核算，预测规划区内宽带用户约4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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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供通信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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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电话用户预测

根据本规划用地办公人口计算，按照人口普及率90%考虑，预测本区移动通信用户约20000户。

（4）有线电视用户预测

有线电视住户入户率按达到100%考虑，非住户按住户的10％考虑，预测有线电视总用户数约2000户。

5.6.5.5周边通信设施支撑能力分析

本规划片区现状主要为绿地和停车场，通信业务量较小，但随着本规划的实施，区内将建起成片的高楼，通

信业务需求增加，会对周边现状通信设施带来一定压力，但本次规划区面积不大，通信需求增加的影响有限，而

且随着光纤的普及，传输容量相较传统线缆大幅增加，因此本规划区及周边地区的通信服务是有可靠保证的；另

本次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片区内的建设强度均未突破法定图则的相关要求，因此通信沿用法定图则的规划是可行

的。

5.6.5.6通信设施规划

（1）接入网设置规律

本区电话主线需求由电信光节点解决，采用附设式设置于各小区内，每栋中高层建筑需预留建筑面积20-30平

方米；每个光节点所带电话主线数以不超过2000线为宜，服务半径一般不超过500米。光节点具体位置宜根据实际

需求确定。

本区移动通信业务需求由基站解决，各基站服务用户约为3000-5000户，服务半径为200-400米；规划新建基站

一般设置于公共建筑上，中高层及以上建筑内宜设置室内分布系统，新建宏基站不宜在医院、幼儿园、小学、中

学地块红线内设置基站，具体位置由通信公司根据需求确定，同时，区内基站宜采用景观化基站。

规划新建住宅区宜单独预留数据通信网络，中高层、高层居住的单体建筑宜预留数据机房，多层居住可集中

设置。

有线电视接入网点由有线电视光节点组成，每个光节点覆盖用户不超过250户，需建筑面积10-20平方米。

（2）集中接入网机房规划

本次规划建议采用集中接入机房，附设于各单体建筑内，里面布置各运营商的设备，如电话、移动、有线、

宽带等设备、面积约100-200平方米，在各地块的单体建筑内规划集中接入机房，具体机房的位置、面积等最终需

由建筑设计确定。

5.6.5.7通信管道规划

.规划片区所有现状道路均已敷设通信管道，且基本符合规划要求也能满足片区开发的需求，具体管道规划如

下：青春路现状管道为12∅110+8∅60、龙飞大道现状管道为15∅110+12∅60、盐龙大道辅道现状管道为

15∅110+12∅60、飞扬路现状管道为12∅110+8∅60，以上维持现状不变，风采路现状管道为6∅110，本次规划扩容至

∅110+8∅60，通信管道敷设在道路西侧、北侧的人行道或绿化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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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燃气工程规划

5.6.6.1 现状概况

规划用地飞扬路和龙飞大道已敷设DN200~DN300的现状燃气中压干管。

5.6.6.2 规划依据及参考资料

（1）《深圳市燃气系统布局规划（2006～2020）》（简称“燃专规”）；

（2）《龙岗区【大运新城地区】法定图则》

（3）深圳市燃气集团现状管网资料

（4《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04年版）》

（5）《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

5.6.6.3 规划原则

（1）按上层次规划确定的供气原则、气源选择、用气量指标、高峰系数等要求为基础；

（2）对规划用地及周边现状燃气管道予以保留；

（3）结合片区内人口规模及用地性质进行燃气工程规划设计。

5.6.6.4 气源规划

规划燃气气种为天然气，天然气主要由区外气源来自龙翔高中压调压站供给。

5.6.6.5规划基础参数

（1）天然气热力参数：

低热值：39.67 兆焦/标准立方米

密度：0.804千克/标准立方米

（2）用气量指标（天然气）：

编号 项 目 分类建筑面积年用气指标

1 普通工业用地 1.2立方米/平方米.年

（3）工业企业用户用气高峰系数：

K月=1.00, K日=1.00, K时=1.50

（4）气化率：管道气化率100％

5.6.6.6用气量预测

规划用地供气对象主要为工业企业生活用气。片区内天然气年总用气量约为69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

量约为118标准立方米/小时。

5.6.6.7管网规划

规划燃气管网为中压一级配气系统，设计压力为0.3兆帕。燃气管道一般直埋敷设于道路西、北侧人行道或绿

地下，管材为燃气专用PE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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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供燃气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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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空间控制

6.1 地区空间组织

6.1.1 在城市的区域位置——依山伴城、大运核心节点

规划区规划区坐落在龙岗中心城西侧边缘，处于深圳市与东莞市交界处，处于龙岗区大运核心节

点范围内，西侧紧邻自然山体-鹰咀山，南靠城市生态景观点——大运山公园，东侧为龙岗中心城的大

运新城片区，与大运中心体育设施紧密相连。

图6.1：《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2014-2030）》总体城市设计指引图 图6.26：区域生态绿地分布示意图

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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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9：供水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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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地区城市意向感知体系——属于大运新城核心区北区的南门户节点

（1）路径

盐龙大道——青春路、龙翔大道——龙飞大道是规划区联系区域的主要通道，是规划区的主要感知路径；

风采路、飞扬路是规划区的次要感知路径。本次规划要加强这些道路沿线的界面控制和天际线的塑造。

（2）节点

青春路与盐龙大道辅道、龙飞大道的交叉口是规划区的两个门户节点，尤其是青春路与龙飞大道的交叉

口是规划区主要的形象展示节点，是本次规划重点塑造的景观节点。

（3）地标

规划区周边有两个地标，一个是位于龙飞大道沿线的现状大运中心主体育馆，另一个是位于规划区东侧

青春路沿线的规划商务总部地标建筑。为加强与区域地标的衔接，展示规划区的形象，本次规划将在青春路

与龙飞大道的交叉口建设一个标志性建筑。

6.1 地区空间组织

6.1.2 与周边功能区的空间关系——属于环大运山公园知识创新圈的产学研功能区

规划区周边区域已基本确定发展方向，以教育科研、体育运动、商务办公、居住配套等功能为主，

其中大运中心场馆、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学院、体育运动学校等已建成。以大运山公园为中心，在其

四周形成高校科研机构林立的知识创新圈。

图6.3：总体城市设计指引图 图6.4：路径、节点、地标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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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田假日

中海塞纳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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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康城

大运北中央商务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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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区域建筑高度示意图

规划区

6.1 地区空间组织

6.1.4 周边空间序列组织

（1）建筑形态

结合周边已建成和规划方案来看，教育科研类功能的空间特点为低密度、低强度，建筑尺度中等。

体育运动功能的空间特点为低密度、低强度，建筑尺度较大。商务总部功能的空间特点为高密度、高

强度，建筑尺度中等。规划区作为产学研功能，可以构建独具区域特色的空间秩序，突出产学研。

（2）建筑高度

规划区东侧紧邻现状龙飞大道，目前在龙飞大道西侧已建成的中海康城、中海塞纳时光等住宅区高度多

为100米，而在龙飞大道东侧的大运北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建筑高度达到190米，随着大运新城的不断开发建设，

逐渐沿龙飞大道形成高层建筑带。本次规划的建筑高度将于区域进行衔接，高层建筑将主要分布在龙飞大道

沿线。

商务总部

大运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
上园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吉大昆士兰大学
北理莫斯科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体育运动学校

大运场馆

产学研基地

香港中文大学
下园

规划区

图6.7：区域现状鸟瞰实景照片图6.5：区域项目规划平面拼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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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街道空间控制

6.2.1 街道空间类型

街道空间是本规划区重点打造的特色公共空间，激发活力街道生活。街道空间分为“临公共空间

街道”、“野趣街道”、“一般街道”、“交通性道路”四种。临公共空间街道是直接邻接主要公共

空间的街道，野趣街道是一侧布置带状绿地的街道，一般街道是两侧均无公共绿地的街道。临公共空

间街道和野趣街道是重要的人行功能街道，宜布置地块人行出入口在该街道上；一般街道是辅助性街

道，宜布置地块车行出入口在该街道上；交通性道路是强调机动车通行的道路，是规划区联系区域的

主要通道，禁止在交通性道路上设置车行出入口。

名称 布局 功能与形式要求 图示

临公共空间
街道

直接邻接主
要公共空间
的街道

• 该街道是人行功能为主的街
道，地块人行入口、建筑主
入口宜设置在该街道。

野趣街道
道路一侧布
置带状绿地
的街道

• 该街道是人行功能为主的街
道，宜种植提供遮阴的阔叶
树种和层次丰富、自然野趣
的景观植被；

• 野趣街道内提供休憩、交流
的空间，街道建筑鼓励为零
售商业、餐饮、书吧等。

一般街道
道路两侧均
无公共绿的
的街道

• 一般街道为辅助性街道，车
行入口、货物出入口等宜设
置在该街道。

交通性道路
强调机动车
通行的道路

• 规划区联系区域的主要通道，
禁止在交通性道路上设置车
行出入口。

图6.8：街道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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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街道空间控制

6.2.2 街道空间断面

（1）野趣街道

野趣街道无绿带一侧的底层建筑鼓励采用骑楼形式，为行人提供遮阴。两侧建筑均鼓励开设商铺、咖啡厅等休闲娱乐功能。地块的人行主入口宜设置在野趣街道。野趣街道内的带状绿地由岛状花坛组成，提供丰富层次的

绿色景观和公共座椅、小平台、水景等供人休憩交流的空间。

（2）一般街道

一般街道以辅助功能为主，地块的车行出入口宜设置在一般街道。为了减少出入口对主流车道的影响，两车道的一般街道宜多设置一条车道的宽度，为车辆提供避让停留的空间。

图6.9：科创路断面示意图 图6.10：街坊内部支路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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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街道空间控制

6.2.2 街道空间断面

图6.12：青春路断面示意图图6.11：飞扬路断面示意图 图6.13：街坊内部支路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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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街道空间控制

6.2.3 街道界面控制

创造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产业园区不仅需要良好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打造活跃的建筑界

面也是关键因素。本规划结合定位以及公共空间结构，对建筑界面分为两类进行指引，包括“主要商

业临街界面”、“野趣街道临街界面”。

图6.14：街道界面控制指引图

名称 布局 功能与形式要求 图示

主要商业临
街界面

面向公园广
场和林荫大
道界面

• 面朝公园广场和林荫大道连
续布置多种规模、多样化的
商店和餐饮等配套服务设施。
沿主要商业界面设置主要的
建筑入口。不允许出现超过
15米的无窗户和门的建筑。

• 该街道需注重营造舒适的步
行空间环境，临街建筑的裙
楼需统一设置连续的遮雨遮
阳等设施。

野趣街道临
街界面

位于野趣街
道的界面

• “野趣街道”上有研发地块

的主要入口，人们进入研发
地块的入口四周应布置有活
力的底层服务设施（咖啡馆、
餐厅、网吧或其他类似设施）
和热闹的交流互动空间；

• 不建议在此设置地下停车场
出入口。

街角商业
位于企业展
示功能界面
的街角

• 若拥有与外部区域直接连接
的公共通道，则允许其在此
处设置小型街角商店。

吸引人的内
部空间

位于地块内
部的公共通
道

• 在横穿地块的公共通道上有
布置大厅、小餐馆、茶室、
会议室、会议中心和博物馆
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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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共开放空间

6.3.1 地区公共开放空间

地区公共空开放间主要包括西侧自然山体、南侧大运山公园和东北侧的龙城公园，规划区西侧和南侧紧邻的区域公共空间形成半围合布局。规划区步行10分钟可达区域包括大运山公园、大运体育场馆、香港中文大学上园

（规划宿舍区）。

规划区要加强与周边公共空间的衔接，形成完善地区公共开放空间系统。南边加强与大运山公园、东侧加强与大运场馆和大运新城商务总部功能区的联系。

香港中文大学上园
（在建宿舍区）

大运新城商务
总部区（规划）

现状地区主要公共开放空间分布图 大运场馆实景照片

香港中文大学规划效果图

大运山公园实景照片

下园

上园

6.3.2 《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的要求

建立公共空间体系，保障大多数公共空间在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步行就能到达的距离之内。

在本次规划区范围内设置横向带状绿带，加强与东西两侧区域公共空间的联系。

大运新城北区公共空间分布图 大运新城北区核心区公共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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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共开放空间

6.3.3 公共开放空间体系构建

加强与西侧大运山公园、南侧自然山体、东侧规划地铁站点的衔接，在规划区内部形成“十字”

公共空间轴线结构，成为地区公共开放空间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公共开放空间轴线设置公园绿地，在各地块内部设置院落共享空间，打造开放式街区。

规划区内公共开放空间共计44911平方米，其中，公园绿地36911平方米，公共开放空间8000平

方
米。

现状地区公共开放空间分布
相关规划要求

图6.18：区域公共空间分析图 图6.19：公共空间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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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慢行系统

6.4.1 相关规划要求

（1）《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

强调以慢行交通为主，依托公共空间布置慢行网络，加强各公共

空间之间的联系。

（2）《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的要求

本次规划区周边有龙飞大道等城市步行通廊，大运山公园

为兴趣点。

（3）《龙岗区绿道地图》

本次规划区南侧紧邻省立绿道2号线大运支线，起点为

大运体育公园；规划区东侧紧邻的龙飞大道沿线有城市绿道。

第二部分 规划研究报告

规划区

规划区

图6.20：大运新城北区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图 图6.21：大运新城北区慢行系统规划图

图6.22：龙岗区步行网络规划布局示意图

图6.24：大运新城北区核心区慢行系统规划图

图6.23：龙岗区绿道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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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0：区域步行系统规划图 图6.31：区域自行车系统规划图

6.4 慢行系统

6.4.3 慢行系统构建

结合《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

市设计》 和《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规划》 的相关要求，并根据本次规划的公共

空间体系，确定本次规划的慢行系统。通过慢

行系统将公共空间串联，加强各街坊各地块的

联系，并在各街坊的公共绿地内设置慢行服务

节点。

图6.25：城市设计 图6.25：专项规划 图6.28：公共空间体系

图6.29：慢行系统规划图

图6.27：城市绿道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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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公共通道

6.5.1 公共通道与连廊

方案从构思阶段出发，即考虑到打造开放式街区，通过公共通道和连廊的打造串联科技园各个组

团，以及周边空间。公共步行通道宽度不宜小于7米。

图6.32：公共步行通道规划图

6.5.2 地块出入口

（1）人行出入口：考虑规划区打造开放式街区，地块各方向均可设置人行出入口。

（2）车行出入口：规划车行出入口主要集中在内部东西向支路上。

图6.33：公共步行通道规划图

图6.35：裙楼公共步行通道方案示意图图6.34：地面公共步行通道意向图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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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建筑形体控制

6.6.1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希望塑造富有变化的建筑高度，有高、中、低多层次的尺度，最高的建筑位于科技园的东侧，

高180m，往西逐渐降低，有16栋塔楼处于60m与100m之间，其余均在60m以下。

本项目的建筑高度加强了与区域建筑的衔接，塑造高低错落，富有韵律变化的天际轮廓线。

启迪协信科技园大运中心 大运北中央商务区 中海康城花园 中海塞纳时光 安置小区 东莞益田大运城邦

建设前沿黄阁路往西天际轮廓线

图6.36：建成后沿黄阁路往西天际轮廓线

大运山公园

大运山公园150m

180m

100m
140m

190m

120m 140m

100m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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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 《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地块控制

6.6 建筑形体控制

6.6.2 街墙与建筑退线控制

面向街道的各类建筑是优美的街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沿街布置的建筑特别是建筑底部14-17

米高的部分构成了街道公共活动空间的界限，也即街墙。街墙要求整齐划一，严格按照建筑红线建设，

不允许建筑后退红线或者伸出建筑红线，同时要求临街建筑立面连续并且在整体上保持一致。在其他

位置，规划按照日照间距、消防、道路和景观要求控制用地地块的后退红线。开发建筑物的平面和高

度位置应该严格按照用地控制要求执行，以保证正常的土地开发次序，形成协调的建筑物群体空间形

态。

建筑退线控制上，《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提出街坊内部减少最小红线退界，

部分地块一层退0米，二层退1米。本次规划沿袭《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中街坊式

开发的理念，并现状已建成道路和管线要求，龙飞大道、风采路、青春路、盐龙大道辅道沿线一级、

二级退线均为3米，飞扬路西侧一级退线为5米、二级退线为7米，飞扬路东侧一级、二级退线均为3米，

其余位置的一级、二级退线均为0m。

6.7 建筑设计指引

建筑单体风格指引是对本片区整体形象把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避免日后分期开发过程中对建

筑形象随意无续建设，促使建筑风格与所处地块环境与性质协调的必要手段。

符合大运新城的整体建筑布局和景观构思，整体建筑风格协调，利于形成轴线空间，视线走廊，

景观界面，突出标志性建筑，强化景观节点。应用现代的建筑技术手段，形成具有时代风格与地方特

色的建筑形象。建筑空间突出鲜明的开放性，公众性，强调室内外空间的过度和交融。

中体块

中密度

中体块

中密度

小

体

块

低

密

度

大体块

低密度

中

心

绿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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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建筑设计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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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建设用地空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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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9：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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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环境景观设计指引

6.9.1 街道和场地空间设施

（1）休息设施：在步行道，室外庭院，中心绿化处设置坐椅或长凳，其设计的方位、疏密、形式应与

环境及人的活动相配合，营造步行范围。

（2）服务设施：在园区出入口等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设置公共电话亭，其造型应简洁，建议选用透明

有机玻璃和钢制材料，体量小巧、轻盈通透。

（3）卫生设施：规划用地内垃圾桶应统一设计和独立设置，按人流休息，滞留时间不同相应配置。应

使规划用地内的公共设施与环境相互协调，外观应配合环境的格调与基地特点。

（4）雕塑与环境小品：在广场，绿地，步行区等空间，结合环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设置装饰性景观雕

塑和环境小品，丰富环境特色，造型因地制宜，或现代或富有趣味性。

（5）地面铺装：地面铺装是城市景观空间的根本，应注意规划用地内不同“地”体现不同空间的使用

性，合理选择铺地的色彩、质感、图案纹理、尺度、及光影效果。提倡运用透水性材料进行地面铺装。

为保障南北向绿带的步行连续性，在与之相交的道路上采用图案化的铺装，有效减低车速。

图6.39：

6.9.2 灯光照明系统规划

为了活跃夜间的活动，营造一种喜庆和活力的气氛，本规划提倡各种形式的建筑及广场照明，具体要求

如下：

（1）低层区的照明应设在人行道上，提倡在设有拱廊和店面的地方在建筑外墙上安装与建筑风格协调

的装饰灯。

（2）建筑顶部应采用柔和、不耀眼的灯光，用于衬托建筑顶部的特殊造型，灯光应打在不透光的表面，

如果被照部分是玻璃，则应从里往外打光，玻璃幕墙的泛光灯不应设在室外。

（3）建筑的核心筒或中央部分可设聚光灯，用以突出建筑的特殊设计部分如缩进部分、挑檐等。

（4）广场照明应提供脚灯与路灯、广场地灯等多种形式的照明，色彩宜统一，照度主次搭配合理，强

化街道与场所氛围的烘托效果。

（5）泛光灯的灯源不宜设在远处，灯光的颜色不可离奇古怪，而应该相协调、种类相同，室外可使用

金属卤灯。

图6.46：灯光照明示意图

图6.40：雕塑意向图 图6.41：树池意向图

图6.42：灯柱意向图 图6.43：座椅意向图

图6.34：与绿带相交的道路铺装意向图 图6.45：透水性铺装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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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平面布局

6.10.1 总平面布局

开发建设用地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项目 数量

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101879

容积率 5.72 

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583096

其中

产业研发用房 403533 

商业 57648 

商务公寓 115295 

公共配套设施 6620

其中

小型汽车充电
站

1100

社区居委会 300

社区服务中心 1500

文化站 1500 

社康中心 1500

公共厕所 80

垃圾转运站 640

备注：物业管理用房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予以核
定，不纳入公共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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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7：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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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平面布局

6.10.2 首层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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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8：首层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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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空间形态效果

图6.49：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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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空间形态效果

图6.50：鸟瞰图
图6.52：南北向绿带半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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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1：建筑功能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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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期实施建议

规划区分期以生态产业体系和产业全生命周期作为价值点，吸引企业入驻，为园区发展打造内在

需求活力，享受企业成长的全部价值。（图7.1）

本规划区共分为四期建设完成，自东向西依次推到规划区滚动开发，一期以起步期阶段的企业为

主，以清华产业入驻，引导区域龙头及中小创企业入驻；二期以加速发展阶段的企业为主，主要是区

域内外中小成长企业；三期以成熟企业和起飞阶段的企业为主；四期为本规划区的地标建筑，主要为

全球企业区域总部和科技企业总部。（图7.2）

图7.2：分期建设建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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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 二期

一期

四期

清华产业及中小科技企业 成长型科技企业 大型科技企业

孵化器 加速器 成长企业 大型企业总部中型成熟企业

载体+服务

企业产业逐渐成熟

将本项目打造为全生命周期科技园区

成熟
• 全球企业区域
总部

• 科技企业总部

起步
• 以清华产业入
驻，引导区域
龙头及中小创
企业入驻

发展
• 区域内外中小
成长企业

• 区域发展成熟
企业

图7.1：全生命周期科技园区示意图

全球
企业

先导企业

起步期
企业

加速发展
企业

起飞阶段
企业

成熟企业

成熟企业

加速发展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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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8.1 各科室反馈意见处理表

共7条意见，其中采纳6条，解释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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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类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方式 情况说明 提出意见部门

1

土地利用

建议将规划市政道路用地调整出项目宗地范围，以便规划市政道路报建审批。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实施。 公共项目科

《启迪协信科技园项目详细设计》中在保证已批法定图则中各街坊绿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街坊二及三的绿
地位置及形态根据建筑空间布局做出局部调整。该调整情况是否涉及法定图则调整建议进一步征求地区规划处
意见。

采纳 已征求，该用地调整不涉及法定图则的调整。 规划设计科
2

3 公共配套设施
项目开发建设用地达10.1公顷，总建筑面积达58万平方米，依据《深标》规定应配置综合车站，其规模专题研
究确定。首末站及综合车站宜采用附设形式。

解释

1. 依据上层次规划，公交首末站设置于
商务中心片区；

2. 项目所在地已按按照合同出让，各项
配套设施、建筑量均依照合同落实。

公共项目科

4

道路
交通

项目开发建设规模大，宜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用以指导项目慢行、公交、机动车交通的组合设计工作。 采纳
按要求落实，下阶段设计中将进行该部分工
作。

公共项目科

城市道路地下空间的使用有益于集约、节约用地，但在道路的管养方面尚存在政策模糊地带，大规模使用地下
道路空间的项目建议提前征询交通管理部门意见为宜。

采纳 已征询交通管理部门意见。 公共项目科
5

6

建筑空间控制

原已批《大运新城北区详细规划研究及城市设计》中沿飞扬路西侧地块最小建筑退线一层为5米，二层为7米。
《启迪协信科技园项目详细设计》中沿飞扬路一二级退线均为3米。建议研究报告进一步对原城市设计中退线
作进一步研究，并在研究报告中对突破原城市设计局部地块退线作研究说明。

采纳
已按照意见调整退线，飞扬路西侧一级退线
调整为5米，二级退线调整为7米。

规划设计科

7

原城市设计中街坊二及街坊三平均最大建筑高度控制为：9米、24米、45米，本次《启迪协信科技园项目详细
设计》街坊二及街坊三的建筑高度均为50-60米，局部达到100米。根据2016年第十三次技术委员会会议，建议
考虑建筑风貌的多样性，不应全部整体拔高，应部分地块保持原城市设计中高覆盖率、矮建筑的理念。会议议
定街坊二及街坊三因实际开发建设需要提高限高的，应尽量在街坊二西侧及街坊三北侧考虑。建议方案设计在
满足总建筑量的前提下，街坊二及街坊三部分地块限高降低，以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

采纳 已按要求对方案进行调整。 规划设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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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龙岗管理局技术委员会意见处理表

共5条意见，全部采纳

序号 归类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方式 情况说明 提出意见部门

1 土地利用 进一步推敲绿地空间的尺度与建筑的关系，灵活调整绿地边界，形成相互融合的的活力场所。 采纳 已依据意见对街坊二绿地进一步调整。

2

建筑空间控制
街道

街坊二西侧宜提高建筑高度，以舒解该片区密度，保证导向西侧山体的视线通廊；对于东北侧绿地，可适当置换至南
侧，降低该片区密度并激发内部活力。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

3
街坊三建筑密度应适当降低，宜提高东侧地块容积率及高度，增大建筑间距；降低西侧地块容积率及高度，打造低矮
体量的活力街区，东侧绿地内宜集中设置小体量公共配套设施，激发该场所活力。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

4 应加强地块南北向中心绿轴西侧街墙界面的连续性，打造宜人尺度的街道空间，加强街道的生活性。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

5
道路
交通

加强项目内部及周边区域的交通规划研究，进一步完善地下空间详细设计；补充完善公共交通组织分析，建议利用公
共交通跟周边的校区、场馆、商务区和生态景观资源连通，形成慢行+公交的格局。

采纳 已按意见完善成果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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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龙岗管理局技术委员会专家意见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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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归类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方式 情况说明

1

钟兵

沿南北绿轴西侧首层和底层宜布置商业及配套建筑以形成连续性的街墙界面及近人尺度街道空间。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详见图集09总平面布局示意图。

2
宜在绿地内植入小体量单层服务商业体，激活绿地公共空间，要对绿地面积进行置换，以保证面
积不缺。

解释
由于涉及到用地范围变化及相应的地下空间整合利用，考虑在后期绿地深化设计时考
虑。

3 集中绿地上应设置有吸引力的公共服务设施。 部分采纳
目前已将主要社区服务类公共设施放置在紧靠集中绿地旁的用地上，需后期在地块建
筑设计上再推敲与绿地的关系；公共停车场等服务于片区的公共设施设置于集中绿地
地块。

4 街坊二的西端应局部抬高高度，降低密度，以保留视线走廊看山。 部分采纳
街坊二西端已局部抬高，但考虑到开发总量的控制和原城市设计提倡的街区形态控制，
建筑密度上不做调整。

5 街坊二的中部绿地可否置换到中部，让绿地活力激发舒解此地块密度。 解释 由于绿地地下空间使用限制较大，调整后不利于地下空间的整合利用。

6

张云龙

建议提前开展地下车库（或地下空间）详细设计，核算地库间连通的通道规模和车道数量、尺寸，
梳理地下交通组织流线，结合规划成果中提供的可开口区域进一步明确车行开口数量和位置。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详见规划研究报告5.4道路交通规划及竖向规划相关内容。

7 建议地库闸口后移至地下空间。 解释 该部分内容需要在实施中完善。

8 分析地库连通通道与市政道路市政管线竖向高程上关系。 采纳 在下阶段深化设计中落实。

9 补充分析公共交通组织关系。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详见规划研究报告5.4道路交通规划及竖向规划相关内容。

10

龚维敏

南北向绿轴侧面的建筑界面应加强联系（减小“L形开口”或仅局部开放）以加强街道的生活性。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详见图集09总平面布局示意图。

11
绿地空间的尺度及与街区的关系在下一步设计还需进一步推敲，中心绿地广场应配置适量小尺度
建筑，增强场所活力。

部分采纳
目前已将主要社区服务类公共设施放置在紧靠集中绿地旁的用地上，需后期在地块建
筑设计上再推敲与绿地的关系。

12
步行系统的完整及连续性还可进一步优化，01-05地块裙房进深太大，无法真正形成公共通道，建
议加设内院。

解释
该地块建筑主要功能为公寓，对私密性的围合空间有一定的要求，目前的公共通道宽
度为7米。

13 二街坊建筑布局有些过密，部分建筑体量可以加高，增大建筑间距。 部分采纳
街坊二西端已局部抬高，但考虑到开发总量的控制和原城市设计提倡的街区形态控制，
建筑密度上不做调整。

14

张之杨

建议将三街坊03-05地块或03-07的容积率调低，建设多层，高覆盖率的活力街区，将03-01地块与
03-03地块的容积率与高度调高，平衡三街坊的整体指标。

采纳
按照专家会的总体一致意见，按照强化南北项目绿轴的规划理念，降低了靠绿轴的东
侧建筑以形成连贯的小尺度活力街区

15 建议03-03地块内设置社康中心，保证中央绿地空间的活力。 部分采纳
目前已将主要社区服务类公共设施放置在紧靠集中绿地旁的用地上，需后期在地块建
筑设计上再推敲与绿地的关系；公共停车场等服务于片区的公共设施设置于集中绿地
地块。详见图集10公共配套设施分布图。

16

刘全波

公寓集中布置比较好。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公寓基本分布在飞扬路沿线，详见图集09总平面布局示意
图。

17 “十”字形公共绿带，与车行道相邻，建议将车行道变为人行道（限制车行）。 采纳
为保障人行步道的连通性和舒适性，在南北向人行步道所经过的车行道采用人行铺装，
限制车行

18 二、三街坊体量太小，可以提高限高，增加开放空间。 部分采纳
街坊二西端已局部抬高，但考虑到开发总量的控制和原城市设计提倡的街区形态控制，
建筑密度上不做调整。

19 公共绿地原城市设计是4.43万平米，现在是3.693万平米，有所减少。 解释
4.43万平米是原城市设计指标，包含全部三个街坊，目前设计的3.693万平米绿地面积
与出让合同约定完全一致，没有减少。

20 二层连廊步行系统。 采纳 已按照意见完善方案布局，详见图集09总平面布局示意图。

21 配套设施独立占地 解释
依据《深标》，本项目所配置的公共配套设施均无独立占地的要求，且独立占地不符
合集约用地的原则。

共21条意见，8条全部采纳，6条部分采纳，7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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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规划国土委各处室意见处理表

共12条意见，其中采纳11条，解释1条。

序号 归类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方式 情况说明 提出意见部门

1 用地 该项目用地为招拍挂出让用地，建议相关规划成果应符合土地出让合同约定。 采纳 成果相关内容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执行。 土地利用处

2

交通

项目开发量达58万，建议考虑为项目配建公交场站。 解释

1、项目用地为招拍挂出让用地，相关指标须严格按照合同执
行，且项目上层次规划未在项目内设置公交场站；
2、上层次规划在紧邻项目的龙飞大道东侧设置有一处公交场
站，可以满足片区公交出行的需求。

市政交通处

3 项目开发量巨大，建议开展交通专项研究，分析周边交通承载力，改善片区交通。 采纳 在成果中予以完善

4

电力电信

电力负荷预测标准选取低于《深标》下限规定，请根据《深标》对各类地块取中上限进行详细的负
荷预测，且在负荷预测中需考虑地下空间开发的负载需求量。并根据最新预测结果重新编制电力规
划相关内容。

采纳

按意见根据“深标”按各类建筑性质的中上限指标重新计算，
根据规划专业所提资料，地下空间主要为小型车车库，负荷
较小，另根据深标条文说明，预测指标中已考虑各分类建筑
中混合配套建筑设施的负荷因素，因此不在单独考虑此部分
负荷。

5 应补充由于本规划区市电力、通信负载增加所引起的周边市政支撑能力分析相关内容。 采纳 按意见补充周边市政支撑能力分析相关内容。

6 需按《深标》要求配置电动车充电设施。 采纳
项目内配置有小型汽车充电站一处，位于03-03地块，使用面
积1100㎡。

7
需依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和深圳市通信接入基础设施规范，在规划设计中考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
预留安装条件。

采纳 按要求落实。

8

燃气

该片区燃气管网薄弱，建议确保燃气管网建设先于或同步与项目进行。 采纳 按要求落实。

9
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压燃气管道主干管采用环状布置，中压市政管道的管径不
宜小于DN150。

采纳
根据意见修改将飞扬路现状燃气管道接青春路规划燃气管道
未来实现成环。

10 修订燃气工程规划图：补充来气方向、燃气中压管走向、管长。 采纳 根据意见补充说明。

11 -
详细蓝图中的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各功能分项指标、绿地面积、道路面积与当时招拍挂出让条件一致，
同时，从营造城市空间活力和商业氛围的角度考虑，在绿地总规模不变的基础上，详细蓝图中调整
绿地布局。我处认为上述内容并未突破法定图则刚性内容，我处无意见

采纳 地区规划处

12 - 已转规划设计所办理，反馈无意见 采纳 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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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原城市设计 详细蓝图设计 备注

1 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97769 平方米
101879 平方米

详细蓝图指标
与出让合同一

致
2 容积率 5.64

5.72

3 建筑总量 551417 平方米
583096 平方米

4 
建筑退线

除了中间南北向飞扬路西侧一级退线5 米、二级退线7 米以
外，其余地

块均为一级退线0 米、二级退线1 米

已建成飞扬路西侧一级退线5 米、二级退线7 米，已建成飞扬路
东侧
以及其余已建成的龙飞大道、青春路、风采路、盐龙大道辅路一
二级
均退线3 米，其余规划道路一二级均退线0 米

5 建筑高度 45 米，60 米、90 米 根据规划方案分为50 米， 60 米、80 米、100 米、180 米

6 建筑覆盖率 共10 个地块，其中2 个地块60%，8 个地块70% 共15 个地块，其中7 个地块50%，4 个地块65%，3 个地块70%

7 绿化覆盖率
公共空间的50% 建筑覆盖率为50%的地块对应的绿化覆盖率30%，建筑覆盖率为

65%及70%的地块对应的绿化覆盖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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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图纸

1. 区位图

2. 周边功能及交通条件示意图

3. 土地利用现状图

4. 现状用地权属分布图

5. 现状道路系统分析图

6. 上层次规划分析图

7. 功能结构分析图

8. 土地利用规划图

9. 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10. 公共配套设施分布图

11. 道路交通规划图

12. 道路竖向规划图

13. 开放空间规划图

图集

14. 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

15. 地下空间控制图

16. 空间形态示意图

17. 电力工程规划图

18. 给水工程规划图

19. 燃气工程规划图

20. 通信工程规划图

21. 污水工程规划图

22. 雨水工程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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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控制图则 空间控制图则

图则01-01 图则01-02

图则02-01 图则02-02

图则03-01 图则03-02

第三部分 图集


























































	01-02
	封面+扉页+目录
	副本大运详蓝0530（评审后修改）-最终

	组合 2
	01 区位图
	02 周边功能及交通条件示意图
	03 土地利用现状
	04 现状用地权属分布图
	05 现状道路系统分析图
	06 上层次规划分析图
	07 功能结构与分析图
	08土地利用规划图副本
	09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10公共配套设施分布图
	11道路交通规划图
	12道路竖向规划图
	13 开放空间规划图
	14 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
	15地下空间控制图
	16空间形态示意图
	17电力工程规划图-Model副本
	18给水工程规划图-Model副本
	19燃气工程规划图-Model副本
	20通信工程规划图-Model副本副本
	21污水工程规划图-Model副本
	22雨水工程规划图-Model副本
	图则01-01-Model
	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01-02[1]-Model副本3
	图则02-01-Model
	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02-02[1]-Model副本3
	图则03-01-Model
	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图03-02[1]-Model副本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