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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理想的人居环境

BDP为人们设计并打启发灵感的场所空间。BDP有着建筑师、工程师、设计师和城

市规划专家组成的国际设计团队，其工作室遍布整个英国，在爱尔兰、荷兰、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及中国也有工作室，项目遍布全球。

BDP成立于1961年，目前是欧洲最大的跨专业设计公司。BDP凭借其高品质的设

计，在全国及全球范围内赢得了750多项奖项。

考虑到地球资源有限的现实，BDP设计师致力于提供前瞻性的建筑和环境设

计。BDP勇于挑战，以下列五个目标作为设计起点，致力于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环

境：

•	 发挥环境塑造者的作用，为人们营造出保护性及积极性环境。

•	 采用能源创新方案，通过自然及科技措施，利用并重复利用能量及资源。

•	 使用户参与设计，与建筑及场所使用者一起参与以学习为中心的设计手法。

•	 了解不同文化，丰富知识，最大化跨国家、跨专业、跨行业优势。

•	 鼓励、营造自由式建筑、场所及社区，以供人们使用，并满足时代变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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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端以总体规划主导的运动场所营造，

如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AELTC)温布尔顿项

目，温布尔顿草地网球锦标赛之家，以及安

特里赛马场的总体规划和重新开发，国际著

名全国越野障碍赛之家，到比赛场地、餐饮

接待服务建筑及社区运动设施的设计，BDP

有着运动相关项目的丰富经验。

所有这些项目，BDP均交付和出色的技术方

案及功能设计，不仅如此，BDP更提供了一

种最佳赛场才能提供的场所氛围，提高了

集体运动的戏剧性体验。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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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营造

安特里赛马场, 

英国，利物浦



安特里赛马场

英国，利物浦

我司为安特里赛马场提供总体规划，该总体规

划旨在增强赛事体验的戏剧性，让人们欣赏最

精彩的赛事。马匹准备亮相区、亮相区以及配

料间为业主、训练员、赛马骑师、裁判和马匹

提供功能空间，同时提高看台容量，改善赛前

准备活动观赏视野。两对看台可提供极好的视

野，俯瞰赛马场，并提供餐饮接待服务设施，

供赛马日及非赛马日使用。新马道将骑手从看

台和赛马场之间的“鞍状”横跨下的亮相区引

出，并便于将获胜者展示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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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球场, 

英国，温布尔顿 1110



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

英国，温布尔顿

AELTC总体规划，将温布尔顿打造成如今的世

界级场所。我司总体规划调整主要公共空间，

打造新的1号球场以及其它建筑，提供实质性

服务地下室。同时也为亨曼山（如今的穆雷

山）提供空间，为BDP首创。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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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总体规划之外，BDP还设计并交付了新的

1号球场综合体，包括可容纳15000人的运

动场，餐饮接待和观众区，高科技广播中

心，以及综合千禧大厦，满足球员、教练

和会员要求。

所有这些措施均概念了场所氛围，为人们

提供在英式花园中观看网球的体验，使得

温布尔顿独具特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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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特拉福德The Point会议中心

英国，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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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开夏郡板球俱乐部重建

英国，曼彻斯特

我司关于兰开夏郡板球俱乐部的总体规划，为

其特拉福德旧板球场提供分期重建策略，将其

改造为21世纪最先进的运动场地，避免采用传

统的板球建筑表达（类似黄瓜三明治的爱德华

田园风以及村落广场上的板球）。该重建项目

旨在体现并增强英格兰西北部的板球特色，用

明亮的兰开夏郡红色赋予建筑非传统的标志性

存在感。

分期开发设施包括The Point会议中心, 一个

可容纳1000人的餐饮接待区，两个新建双层看

台，一个新球员和媒体建筑，以及一个改建扩

建凉亭，项目及时竣工，以便进行2013年的“

骨灰杯”板球系列对抗赛。



城市广场，曼城足球俱乐部，英国

城市广场在一个停赛季完成设计和建造，为

曼城足球俱乐部提供了独特的、开创性的永

久球迷专区。城市广场包括带屋顶的酒吧、

餐饮区以及带天蓬的舞台，这些设施围绕现

存俱乐部商店而设，为赛前和赛后娱乐提供

场所，延伸球迷的赛日体验。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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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除与特定运动场所相关的总体规划之外，我

们也为包含运动场地和运动设施的重要城市

区域提供总体规划，作为较大区域重建方案

的一部分，包括个人赛事及赛后利用。

竞赛入围

里约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

巴西，里约热内卢



竞赛入围

温州奥林匹克运动中心和温州体育学院

永中校区

中国，温州

2524



苏州银山湖体育中心，中国

围绕室内运动场的休闲综合体的总体规

划，位于公园绿地内，可欣赏湖景

2726



竞赛优胜

利奥柏斯城赛马场总体规划

爱尔兰，都柏林 2928



冰上体育中心，谢菲尔德，英国

谢菲尔德冰上体育中心是两场国际标准冰

垫之家，满足所有冰上运动的兴趣需求，

消除寻求欢乐者与追求卓越者之间的鸿

沟。双溜冰场可全周一天18小时满足冰上

运动，冰上训练和休闲溜冰的综合需求。

3130

场馆



奥林匹克网球中心

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

BDP是悉尼奥林匹克网球中心的设计团队成

员之一。室外网球设施位于悉尼赫姆布什

湾，包括展示、比赛和训练场，为千禧年

奥运会及残奥会提供网球场地。

奥林匹克网球中心，

2004年，希腊雅典

BDP应国际网球联合会之邀，为雅典奥利匹

克网球中心提供总体规划服务。项目共包

括16个网球场，包括1个可容纳8000人的中

央球场，9个展示球场以及6个训练场。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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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柏斯城赛马场

爱尔兰，都柏林

BDP为利奥柏斯城赛马场提供规划服务，包

括扩建现存设施，将赛马场开发为休闲娱

乐目的地以及完善非赛马日的场地使用。

项目设计分期交付，包括高尔夫俱乐部，

练习场以及高尔夫学会，马厩及售票设

施，基础设施，看台以及预留看台 

训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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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足球中心，

特伦特，英国

项目为英国国家团队和特伦特足球协会的

足球学院的永久训练和教育基地。设施包

括英国第一家全尺寸室内训练场，观赛设

施，室内运动和健身设施，包括水疗区，

健身房，以及50床位的住宿区。

此外，也规划了14个全尺寸室外场地。



劳特拉福德球场the Point会议中心

兰开夏郡板球俱乐部，曼彻斯特，英国

3938

餐饮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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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拉福德球场the Point会议中心

兰开夏郡板球俱乐部，曼彻斯特，英国

兰开夏郡板球俱乐部The Point会议中心在总体

规划一期交付。灵活的可容纳1000人的双层高餐

饮接待区以及宴会厅位于可容纳2500人的看台之

上，可提供板球场绝佳的视野，且可满足赛事期

间以及非赛事期间各种活动及小组活动的需求。



曼联足球俱乐部

南看台2002，英国

南看台2002项目位于曼联老特拉福德体育场南

看台区，为董事、新闻及公司客人区（高级套

房）的整体重建项目。

高品质的翻修旨在发现现存看台区（最古老的

区域）的遗迹，打造新的、独特的拱形空间，

逐级向下延伸至老特拉福德球场。

4342



米德尔顿运动场，英国

该引人注目的新建市民休闲中心目前是当

地的地标建筑，且颇受欢迎。该运动场包

括一个健身中心，四场地运动厅，带观景

廊和训练池的主游泳池，舞蹈室，壁球

场，青年健身中心以及项目中心建筑，一

个可容纳550人的先进礼堂，有正规的酒

吧，满足各种艺术和娱乐需求。新的运动

场取代了三个单独的单一结构的过时的设

施，使得米德尔顿镇获得了新生。此外，

也帮助解决了犯罪等问题，有助于整个区

域物质及社会复兴。

4544

社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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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P在设计文件建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曾为英国很多著名

的文化机构提供服务，包括皇家歌剧院，

皇家芭蕾舞团，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以及

国家海事博物馆。我们也成功设计了很多

音乐厅，剧院和博物馆，包括格拉斯哥凯

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伦敦以外英国最受

欢迎的博物馆。 很多项目均涉及对现存建

筑的翻修，保存并彰显其原有特色，并使

他们在技术上更先进，功能更完善，满足

21世纪的要求。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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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场所

皇家歌剧院

英国，伦敦



皇家歌剧院

英国，伦敦

皇家歌剧院项目保存了世界上著名的有140

年历史的歌剧院，同时也对其后台设施进

行了改造，是的其能继续作为皇家歌剧及

皇家芭蕾公司的驻地。

对旧的门厅和观众席进行了翻新，重建并

扩大了舞台和舞台塔，改善实现，并是的

舞台布景更加简单。同时也为皇家歌剧和

皇家芭蕾建造了新的更衣室和彩排设施，

以及新的工作室和办公室，巩固了剧院的

运营。

扩大了公共门厅，包括重建旧的的花卉

馆，作为主门厅。此外，较小的观众席和

新建的芭蕾室也为两公司提供了进行较小

规模演出和实验性演出的机会。

5150



5352 柏斯音乐厅，英国



柏斯音乐厅，英国

柏斯音乐厅是城市的焦点。作为社交聚会的场

所，这里有餐饮厅，之上为有顶级音响效果的音

乐厅。同时设置可容纳1200人的多功能礼堂，灵

活的设计以及独特的楼层配置可满足各种活动需

求，包括交响音乐会，戏剧，会议和其它活动。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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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英国，伦敦

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为一级保护建筑，BDP

应邀为该音乐厅提供综合改造总体规划服

务，这是其自1851年万国博览会后的第一

次改造。

改造工程为观众提供了更高的条件，包括观

众席内部改造，整个门厅重设座位层，新的

通风系统，重造声学系统，以及新建餐饮和

吧台区。

对艺术家和员工后台条件进行了升级，可

满足更多的表演和其它活动需求。此外，

在地下室新建了其它服务区，可从外部进

入舞台、厨房和机房。

在这十年的规划建造中，皇家阿尔伯特音

乐厅一直保持运营，一年举办了300多场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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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大剧院

英国，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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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大剧院，英国，利兹

利兹大剧院是维多利亚剧场建筑的里程

碑，为二级保护建筑。该剧场曾经被认为

是英国差不多规模的最好的剧院，但其19

世纪的设施已不能满足如今观众的需要，

且效率也越来越低。

项目包括新建座位区，改善视线、通风及

无障碍设施。对后台、舞台塔以及换景系

统进行了升级，存储空间更大，更衣室及

后天区也更加完善。三个新建的彩排室，

由街道隔开，通过连桥与剧院相连，也可

作为布景存放室，配备新的专用电梯。

项目也包括对附近礼堂的改造，提供可容

纳400人的场所，用于音乐制作，展示，乐

队彩排和教育设施。



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

格拉斯哥，英国

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位于格拉斯哥西区，

约瑟夫•帕克斯顿规划的凯文葛罗夫公园

内。该博物馆被很多人认为是格拉斯哥市政

府“皇冠上的宝石”，是伦敦以外，英国最

受欢迎的博物馆。凯文葛罗夫新世纪项目指

重要的修复工程，包括更换现存设施，为藏

品提供全新的展示方案。

6362

博物馆



设得兰博物馆和档案馆，

英国，勒维克

在挪威宋雅王后和威尔士王子出席的皇室

活动中，设得兰博物馆和档案馆向公众开

放。该建筑采用古老的舢板棚，展览区是

之前博物馆展览区的五倍，档案储存区是之

前的三倍。

博物馆建筑中央核心筒包括地面层展览空

间以及头五层可俯瞰B级海斯码头的区域，

上层建筑中心为档案存放室以及相关的查

询设施。地面层东侧为可容纳120人的阶梯

室，可进行全电影投射，首层有可容纳60

人的餐厅，可欣赏海景。西侧为三倍高度

的船展厅，里面陈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设

得兰船只。

6564



国家海事博物馆

英国，格林威治，海皇阁

重新设计了海皇阁及其周围翼楼，提供十一

个全新的走廊空间，包括华丽的室内玻璃

庭院，使其恢复到19世纪时的样子。将20世

纪不合适的扩建拆除，并根据最初图纸，

修复最初的里面。庭院也设置了现代元素，

如裙楼，各层连桥以及全玻璃屋顶。完善

流线和展览空间，体现最初的建筑设计。

新电梯、楼梯、坡道和连桥，设于庭院翼

楼连接处，协调历史差异，并改善垂直

和水平流线，以及中央庭院整体朝向。 

6766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英国，曼彻斯特

该博物馆穿过曼彻斯特凯瑟菲尔德区的

5个历史保护建筑。12年期间，BDP一直

负责博物馆的开发规划，包括对世界上最古

老的铁路建筑进行重建，即位于世界上第

一条客运铁路（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端部的

1830仓库的重建。该建筑被认为是具有世界

意义的地面考古建筑。

设计还包括对有着150年历史的车站建筑及

其车棚进行重建，对博物馆以及具有教育

意义的遗弃的四层1880年大西部仓库进行

保护，以及对大气及空间长廊和电气展厅

进行改造。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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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空间

Sabah Al Ahmad文化中心，科威特

科威特干旱沙漠内的文化中心位于

Sabah Al Ahmad（重要新城）的中

心。将提供最先进的设施及空间，满

足各种文化活动需求。



音乐盒，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英国

作为2011年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的一部

分，音乐盒是一个临时的音乐广场，供6个

月-7岁的儿童使用。音乐展厅建于船运集

装箱的迷你城，位于英国媒体城，是BBC

儿童节目之家。

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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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4 音乐盒，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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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BDP参与了各种休闲娱乐项目，

包括打造新的旅游胜地，如与旅游相关的

标志性的格拉斯哥科学中心项目，开拓性

的曼彻斯特游客信息中心，以及苏州规划

展览中心，同时也包括在现存市中心打造

绿地休闲空间，以及新城区及度假区总体

规划和概念设计。BDP的专业知识及项目经

验使其完全能够在休闲娱乐业交付世界级

的获奖项目。

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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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胜地

英国格拉斯哥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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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格拉斯哥科技中心

格拉斯哥科技中心位于克莱德河南岸， 由

三个主要建筑构成：科技厅、IMAX 电影

院和格拉斯哥塔。该中心旨在建立科学知

识、当前技术和未来潮流和发展的桥梁。

该科技设有5000多平方米的展览区（灵活

展示科普互动展品）及一个天文馆、两个

剧院、实验室、咖啡厅、商店、办公室及

研讨室。

苏格兰第一个设有370个席位的IMAX 

电影院放映2D和3D大型科普影片。前厅设

有咖啡厅、小酒吧及多功能套房（具有旧

王子码头视野）。

格拉斯哥塔楼是苏格兰地区最高的独立式

建筑。整座塔随风向旋转，赋予了其独特

性。两部观景电梯将游客从裙楼内的展览

区运至100米高的观景塔，可看到格拉斯哥

及更远处的风景。



英国哈利法克斯市，“新发现”国家儿

童博物馆

“新发现”国家儿童博物馆是英国第一个

此类型的博物馆。该博物馆位于哈利法克

斯市西约克郡工业城保护物内，提供独特

的互动学习环境。在此，4~12岁的儿童通

过一系列互动展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我和我的身体” 及 “交流“来发现

世界及其生存的空间。

该大楼设计也旨在展示其自己，即其如何建

造、发挥功能，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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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曼彻斯特游客信息中心

针对曼彻斯特市史无前例的新建游客信

息中心的设计包括对位于市中心的一个

商店建筑的改造以提供各种信息而非塑

造一个传统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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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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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州区域规划展览馆

该展览馆坐落于苏州科技智能城内，

占地面积为8000平方米，展示苏州

地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辉煌发展

成果。该展览馆位于中心公共场地的

边缘，可饱览周边风景和山林景观。

展览馆内设有一个1000平方米的新区

模型、3D画廊、交互式显示屏、会议

室和多功能展示厅。



中国苏州西部生态城市振湖旅游中心

位于振湖上的旅游中心旨在帮助游客欣赏

绝佳的湖畔景观风情。其连接周边码头，

并告知游客当地旅游景点。其设有四家餐

厅、当地特产和艺术品商店、露天演艺场

所和室内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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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 中国版好莱坞影视主题休闲

娱乐项目

负责该影视主题娱乐开发项目的总体规

划。该项目包括电影制片厂、影城之旅、

电影博物馆、电影资料室、名人学院、21

屏复合电影院、1600个席位的剧院、和明

星步道。根据该总体规划，也设有一个

主题休闲公园、水上乐园、船、大型摩天

轮、五星级酒店和高端别墅。



93

英国利物浦一号

夜间照明灯光突出该电影院大楼。设置的玻璃流线中庭，向路人

展现该电影院，并提供绝佳城市视野。上部楼层的空中酒吧为

该城市屋顶景观添加引人瞩目的狭长街景， 突出英国国教大教

堂、利物大厦和默塞河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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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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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维多利亚广场

维多利亚广场上的八屏欧点影院设有景天植

物绿色屋面，面朝位于该项目中心区的引人

注目的圆顶空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广场

位于伊斯坦布尔广场的十屏幕立体影院（上图）

有助于在中心区营造一个休闲场所。该中心区也

设有面积为8000平方米的水族馆。

英国贝利The Rock

位于The Rock 的Vue 电影院于2010年开业，是一

家配备顶尖设备的影院，设有10个屏幕和1500多

个座位。



英国，伦敦，刘易舍

姆，Cornmill花园

Cornmill花园是刘易舍姆城

市复兴计划中实施的第一个项

目。

基于个人会谈及征询业主、利

益相关者和当地民众的广泛意

见，BDP提出了设计方案。主要

目标是要实现会议中提出的主

题，同时，考虑此类市中心基

地的环境和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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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与娱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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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曼彻斯特，教堂花园

教堂花园座落在曼彻斯特千禧街区，为

1996IRA爆炸袭击灾后重建的一部分。教堂

花园为市中心区域带来了活力，并成为休

闲娱乐场所。

教堂花园灵感来自于该基地及社区的悠

久历史，由一系列主题式草坪、树木、水

景、艺术品和硬质景观组成，打造出一片

新式绿色空间，与相邻交易广场形成鲜明

对比。



英国，查维斯公园，利物浦一号

该绿色公园被重新引入到利物浦中心区

域，利物浦一号项目将城市商业中心与具

有历史意义的滨水区连接起来。公共区域

不仅作为通道及寻路标识，同时还为集

会、户外活动提供了场所，因此显得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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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Fouka湾

Fouka湾位于人烟稀少的区域，该区域尚未

遭到破坏，以绵延不绝的岩岸、白色的沙

滩和蓝色浅滩为特色，在亚历山大港以西

210公里处。该新度假村总体规划包括三个

主要部分。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组团布置，中间形成了一条林荫大道，从接

待处一直延绵至海滩边，从精品酒店向外望

去，可欣赏到绝美的地中海风景。

在隐蔽区，独立的小木屋和别墅中种植了草

木茂盛的景观植物，因此，营造出静谧的环

境，这在度假村其他区域是没有的。

喧嚣的市场为市中心的标志，沿着大街不断

延伸，穿过布满商店和餐厅的广场，直到

码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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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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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滨水城

BDP受任对墨尔本旧码头区扩建提出总体规划方案，由在主要重建

区域西侧边缘的19公顷褐地组成。该基地，如大多数其周边区域，

主要用于仓储和与运输有关的其他功能。

该项目分期进行开发，包括1A期工程（滨水露天广场、码头、商业

及商务套房），1B期工程（主要为海港小镇购物中心）。该项目住

宅部分于2006英联邦运动会时完工。

1B期为总体规划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作为标志性目的地和主要观

光胜地的摩天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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