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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介绍书针对铁路的特别

项目，介绍了百殿在交通运

输和整体规划方面所具备

的杰出经验和知识。其描述

了我们如何在世界各国的项

目工作中带给客户高质量的

设计。

中国区总体规划和
交通设计

为人类创造居所

百殿（BDP）为人类设计并创造激发灵感的居所。我们拥有由各大建

筑师、工程师、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组成的国际化团队。我们的工作

室遍布英国、爱尔兰、荷兰、阿联酋、印度和中国，且在世界各地拥

有很多项目。

百殿（BDP）成立于1961年，是现今欧洲最大的跨领域设计公司，多

次荣获750多项来自国际和国内机构的设计质量奖。

百殿（BDP）旨在通过卓越的设计创造可持续、互动式的交通建筑和

乘车环境，建设人与系统互融的运输线，并且整合这些运输以适应各

城市、郊区或农村当地的环境。

我们的设计师专注于建筑和环境设计的未来性，以便更好地适应地球

未来有限的空间环境。我们勇于自我挑战，为了给人们创造更好的环

境，我们的设计过程有五个着眼点：

•	 做环境的塑造者，为人们创造环保和积极的环境；

•	 开创能源利用新思路，以自然和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控制能源和资源

			的利用和再利用；

•	 推行包容性的设计风格并怀有向居住者学习的心态；

•				广泛汲取不同的文化，发挥跨国界、跨领域和跨部门的最大优势；

•	 推广和创造更多开放性的建筑、场所和社区，满足人们未来的居住

			需求。



本手册将划分为各个系列来介绍一些我们

已经完成的关于运输、整体规划和其他有

关领域的里程碑式项目。百殿独有的零售

业态、工作场所、住宅和城市设计项目经

验将非常符合铁路特别项目的建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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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铁路特别项目，百殿（BDP）将整合

全球各工作室的丰富知识经验，并结合我

们上海工作室的丰富设计资源，建设出既

符合当地特点又具有世界级水平的项目。

我们的团队将从全球工作室中精心挑选，

以上海为总部，满足项目设计的具体需

求。

上海工作室负责提供日常指导和所有项目

的主要联络工作。.

根据铁路项目的工作规模，我们会考虑

是否专门调用位于项目地附近的百殿	

（BDP）	北京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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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STEPHEN GILLHAM

Steve是百殿（BDP）的主要董事成员，

领导上海的工作室。他有20年零售业态设

计的经验，包括整体规划、多用途重建方

案；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和其他类型零售

业态的经验。他于利物浦一号整体规划中

担任主要领导，帮助其整合了42英亩的城

市中心空间。	

Steve最近赢得了中国佛山三水区城市复

兴整体规划以及中国很多地区的居民、休

闲、商业区的新规划项目。

他在百殿负责的主要项目包括：　　　　

　　• 力宝前海项目　　　　　　　　

　		• 常州地铁站规划

      • 中国华莱坞影城

FRANCIS GLARE

Francis担任百殿董事并领导城市化业务

部。他是一位特许城市规划师，参与过许

多英国和海外的大规模重建和整体规划项

目。他擅长项目协调和领导不同的考察

团，重点关注项目前景和项目交付。他参

与的项目遍布英国、中东、欧洲、北非、

中国和印度。他擅长在会议上演讲，并且

是国际同行评审小组的成员。

Francis作为项目总监的经验包括科技大学

的总体规划和到2020年为止一系列的项目

发展计划和设计框架，吉隆坡国际金融区

世界大赛，拟议中的明斯克市中心新的320

公顷综合开发项目，利物浦一号城市规划

以及利物浦市中心重建项目。

JEREMY FARRINGTON

Jeremy负责上海工作室的日常指导和项目

设计开发协调，致力于不断扩大中国区业

务和获取新项目。他还参与了英国和国际

上的许多大型零售业态综合体项目。 

Jeremy自2010年起加入上海团队，目前正

在参与各个项目的工作，包括许多大规模

综合体方案。他在百殿负责的主要项目包

括：

：•  英特宜家购物中心	–中国新式宜家大型				

			零售和休闲商店

•	 虹桥商务办公核心区-03地：– 中国商务				

			工作区，综合体的初步设计

•	 柳泉新城概念规划-8平方公里加1平方

			公里核心区域

TIANYI GU

Tianyi是上海工作室非常有经验的副总建

筑师。他最初在英国接受建筑师培训，回

到上海前曾在我司曼彻斯特工作室工作三

年。Tianyi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及普通话，

并将这些技能和文化知识运用到全球及上

海的设计团队协作工作中。他的工作涵盖

了中国区的所有项目。

项目包括：

•	山西广播电视中心

•	中国佛山三水片区整体规划

• 重庆梁江区电影城

•	兰州国际金融区规划

•	武汉环球贸易中心-城市综合项目包括零

售商场、写字楼和住宅区

PETER JENKINS

Peter	是一位在铁路运输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且享有高度声誉的建筑师，包括担任国家

级大型铁路项目首席建筑师。他还领导了

一些英国及海外的里程碑式的综合商业业

态。彼得对所有铁路项目均有丰富经验，

包括整体规划、领导和管理建筑、多领域

设计团队以及客户联络。

 

他在百殿负责的项目包括曼彻斯特皮卡迪

利车站、阿布扎比机场联运中转中心、诺

丁汉站、湖南高铁站(中国)、北安普敦站

规划、佛山西高铁站(竞赛项目)、威尔士

站重建项目、俄罗斯站重建工作(索契、特

维尔和叶卡捷琳堡)、曼彻斯特维多利亚车

站和北部中心的桥梁和车站扩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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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整体规划的能力足以满足大型

集成铁路，航空基础设施项目乃至城市综

合环境和细节景观设计的需求。

建设新式车站或者对现有线路的集成和改

造经常会衍生出新的发展领域，将商业和

住宅社区与公共设施相结合。机场也成为

企业打造更广泛的国际商业社区的中心地

段，同时也为当地的零售业态、休闲、旅

游、饭店、酒店和会议设施提供了支持。

我们所具备的空间创造能力、建筑知识和

专家设计团队已经帮助我们打造出一系列

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整体构思规划。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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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为主导的开发（TOD)

13

百殿(BDP)的城市规划工作室集合了交

通建筑的规划专家。我们的场地规划由多

学科团队带领，与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协调合作，确保制定出独特出色的整体规

划，同时关注和利用特定的重要交通枢纽

所创造的有利条件进行设计。

百殿	 (BDP)	 根据经验总结出一套整体规

划步骤，此规划建立在广泛的背景之下，

考虑了经济因素、社会目标、环境和物理

因素等，探索出规划设计解决方案的多种

选择和方式。所有这些均基于坚实的证据

基础并且得到了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

整体规划过程基于以下10个步骤：

1.	与客户团队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协商确定项目

目标。

2.	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数据收集，充分考虑社会

和经济因素以及环境和物理因素的制约和

机遇。

4.	发展一系列总体规划概念，以此展示针对不

同区域潜力开发的独特性，达成既定愿景

和目标。

5.		建立健全的选择评估过程，量化每个选择的

优缺点，加强与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讨

论，达成最终优选的整体规划方案。

3.	建立项目愿景，达成客

户目标，实现非凡独特

且值得客户信赖的建筑

愿望。

6.  根据优选的整体规划制

定详细的规划细节，建

立基础设施需求，开发

地块，量化开发面积和

土地用途。

1/2

3

4/5

6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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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规划步骤是我们所有规划项目的基础，

可根据特殊环境和客户需求进行修改。同

时，我们的高级城市规划师带领着多学科

团队，与客户进行紧密合作。此外，百殿

(BDP)的整体规划也会制定充分的说明图

纸和专业设计报告，充分展示每个项目的

愿景和出色规划。

7.  支持策略包括交通、景观和可持

续性覆盖。

8.  起草规划政策和城市设计指南，

为总体规划的实施和完成提供强

大的监管框架。

9. 	 制定阶段性计划，确定开发顺序

以及每个阶段所需的基础设施。

7/8

9

1010. 项目交付要明确整体规划中各机构的

角色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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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从1990年起作为总体规

划者，景观建筑和设计监督参与了 ’s-
Hertogenbosch的车站重建项目。我们还

设计了交通交汇处、车站广场、火车站附

近的马路，从而使	 ’s-Hertogenbosch历史

中心区与火车站相连。Paleiskwartier作为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如何将一个

废弃的工业区变成一个高密度多用途的城

市中心区，呈现出设计的高品质和价值所

在。

17

荷兰‘S-HERTOGENBOSCH	站区	PALEISKWARTIER

总体规划



火车站区- Oldenzaal (2&3)

利用地形特点重建40公顷的地块，以遮挡

车库区及减少火车站的视觉障碍，改善周

围用地状况和各连接口的环境。

Maas	Terrace铁路区	- 

Drecht	Cities	项目(1)

150公顷的综合项目规划，重建位于繁忙

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间的地块，利用梯度和

地形特点使原本破旧和废弃的地区得以重

建。

1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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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与交通

布拉格巴布尼	(4) g

百殿（BDP）接受委托，作为此项目的

长期顾问、建筑师和工程师，帮助设计位

于布拉格历史中心区附近的27公顷闲置土

地。该项目设计为120万平方米的综合项

目，将之前大量废弃闲置的地块开发成商

业办公区以及零售区和居民区。其他包括

表演艺术中心、医院、大学、酒店、幼儿

园和各种休闲设施。此项目还通过零售业

态的连通大大加强了布拉格的城市交通网

中位居首位的铁路运输和布拉格机场的连

接。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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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点之一。新

的交通枢纽项目将主要服务于来往于北

京、上海和西安之间的高铁，每天容纳20

万的客流。

零售区域设计为冬季花园样式，将火车站

与四季公园直接连接，主要线性绿地位于

项目中心区，从而吸引周边建筑设计在此

落脚。

郑州市郑东新区综合交通枢纽核心区城市设计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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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交通基础设施、车站和机场为新城

镇和城市带来了可持续的旅游网络。百殿

拥有经验丰富的团队，能够设计各种商业

中心，利用办公楼、零售业态、休闲区、

酒店和住宅发展的优势创造健全的总体规

划方案。

远东和中东的商业计划案例

23

商业整体规划

项目:	LIVERPOOL	ONE
客户:	GROSVENOR
奖项: 26个，包括RIBA奖，CIVIC信托，可持续

性将，RICS国家复兴奖。

一体化服务：建筑设计、环境工程	、结构工程	

、声学	、照明	、景观	、室内设计	、产品及平

面设计	、工科测量	、总体规划。

事实	i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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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擅长场地设计。我们的项目

都是独一无二的个性化设计。但各个项目

也会有共同的设计主题：

•	 我们的项目推动地区经济复兴。

• 	我们在未来的灵活性和能源使用上坚持			

			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 	项目注重于多用途的场所。

•  建筑物本身是城市的有机构造部分。

场所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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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bilee	广场连接世界级大厦金丝雀码头商

业区，周边建有百货购物广场、地铁和高

架轻轨。百殿（BDP）对其地下停车场进

行了改造，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便利，同时

创造了商业机会。

客户: CANARY	WHARF	GROUP	PLC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环境工程	、结构工程	

、声学	、照明	、景观	、室内设计	、产品及平

面设计	、工科测量	、总体规划。

事实	i

“金丝雀码头” JUBILEE PLACE

场所营造



联合广场是一个以零售业为主导的综合化

项目，百殿（BDP）集中了8.9公顷的城市

中心用地，将其与亚伯丁的主要铁路和公

交站点相连。多样化的交通出行模式、新

的旅游信息中心和多层停车场的建造使人

们的出行条件得到了改进。开发项目还包

括一个新建的旅游度假酒店。

28 29

客户: HAMMERSON
奖项: 《零售周刊》奖(年度最佳购物点) 2010

RICS区域奖

(表彰) 2010年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

事实	i

联合广场,阿伯丁

场所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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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铁路和机场被发展为综合交通枢

纽，将公共交通和其他交通方式有效结

合。百殿（BDP）的设计以高质量为标

准，为司机、巴士乘客、骑车者和行人提

供安全的、有充足照明和提示标牌的交通

环境。我们的设计师勇于挑战，为人们建

造便利、舒适和迅捷的应用设施。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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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在布里斯托的公交换乘交换

设计利用场地优势创建了一个为19个海湾

服务的线性计划，将售票设施、等候区和

辅助办公室合并起来。整洁的现代化解决

方案更加重视公交乘客的需求，将其纳入

更为广泛的持续性交通体系中。

33

布里斯托公交换乘

百殿（BDP）在导向标示、照明、音响和

室内设计方面的设计师认为，要想提高乘

客的出行体验，其核心为包容性的设计加

上清晰的设计方向。

客户: AMEY	VENTURES.	NOVATED	TO	
MOWLEM
一体化服务:	整体规划、建筑、公共及结构工

程、建筑服务工程、室内设计及音效咨询。

事实 i

连接



LAGANSIDE	汽车站

34 35

汽车运输中心和相关联的300车位空间的多

层停车场位于贝尔法斯特Laganside开发区

的多尼格尔码头。这是一个重要的公交站

点，很多主要交通运输线路由此经过。我

们利用各种材料、建筑细节和标识将公交

车站和停车场纳入一个整体的建筑实体。

同时，该规划的一个亮点在于其照明顶棚

从黄昏到深夜一直有不断改变颜色的照

灯。

客户: ULSTERBUS
一体化服务: 建筑、室内设计、景观建设、

图形设计及灯光设计。

事实i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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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规划了新佛山长途汽车站和

火车站。建筑面积约38000	m2(包括18500	

m2的地下面积)，利用的是现珠江三角洲未

开发的渔场湖泊地块。

佛山长途汽车站

连接



行人和骑车者的交通路线穿过城镇和城

市，成为连接广大区域范围的基本因素。

它同时还网罗起当地其他的运输方式。因

此，百殿（BDP）成立了专门小组，集合

城市规划师和景观建筑师专门针对这方面

进行交通设计。制定导向标示和路标；行

人路线和开放空间。同时，通过规划交通

环境和空间的质量来组织公共领域的规划

方案。

骑车者和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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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有20多年的大型铁路项目

设计经验。许多项目都广泛涉及到规划和

建筑设计、土方工程基础设施、景观、室

内、标识、光学和声学设计等各方面。

项目的类型从高架交通系统到地上和地下

铁路站。新车站的建设如Whitehapel被誉

为可持续性设计的标志项目，其他的还有

诺丁汉和曼彻斯特的Piccadilly等，将原有

建筑改造成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区域，促进

了大型城市区的复兴。

铁路



Piccadilly车站是英国最重要的车站之一，

在2008年的全国旅客调查中得到了92%赞成

票数。此设计是为车站打造21世纪的新形

象，用以改善与城市的连接，方便行人和

车辆的互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建设

了一个新的旅客广场，为旅客提供清晰的

地标和出行功能。该计划还包括一个新建

的500车位空间的多层停车场和服务区域。

其建筑与现有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相结合。

通过建设一个明亮、有序和安全的广场满

足功能性和运营性需求，提供票务服务和

零售设施，信息和路线标示，同时维护安

全需求和铁路运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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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英国铁路网络公司

奖项:	11	个，包括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

（RIBA）建筑设计奖和CIVIC信托奖

一体化服务: 建筑、室内设计、景观建设、

图形设计及灯光设计。

事实i铁路
曼彻斯特PICCADILY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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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计的总体风格让人感到舒适和安心；感觉像

是置身于一个环境优越的机场里一样……汽车和出

租车路线被设定在车站的地下库，这种创造性的重

建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是为数不多的交通换乘点设

计的上乘之作，值得品鉴。”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对曼彻斯特Piccally车站的颁奖评语



车站设计涵盖了各种长短途车站服务台，

分设有9个200米长的和18个400米长的平

台。设计建筑也是其他运输方式往来的对

接口（包括地下两条地铁线路、公共汽车

和长途车、私家车以及出租车）。车站将

建成一个新的商业区。

此项目包含多个建筑设施，覆盖于一个大

的平屋顶下，其中在平台上设有300米长的

等待休息室。高架桥连通火车线路和平台

上的换乘设施，一条行人主干道连接从北

到南的所有建筑。

佛山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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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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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主要换乘

与国际机场连通的高铁枢纽为缩短行程提

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能够改善机场容量，

提高了长距离旅行的出行率。各种旅行方

式的出现及其互通的旅行模式已成为低碳

减排的好举措。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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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涵盖了经过中国中部湖南地区9

条高铁线路的设计。其中包括上海—昆明

线的一部分。其设计理念要符合当地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符合项目实际的功能和愿

景，并将当地文化融入到设计中。车站设

有2至8个平台,具体要结合当地城镇的特点

来制定整体规划。

湖南火车站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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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 B D P）与 C r o s s r a i l的合作项

目跨越了15年。2017年建成后，伦敦

WHITECHAPEL车站将为伦敦城铁线、哈

默史密斯和城市及地区线路以及新的东西

部跨区铁路提供重要的乘客换乘点。

该规划旨在改善乘客体验，增强历史性和

其独特的个性。WHITECHAPEL车站的主

入口道路将被保留，其广场旁壮观的人行

道将建成新的公共步行街，从而对本区域

完成重建优化。

车站设计采用可持续性策略，在可能的

情况下充分利用自然光和自然通风，并

充分利用现代建筑技术和低能耗系统。

其设计达到英国建筑研究所环境评估体系

（BREEAM）的“优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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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我们与陶尔哈姆莱茨及当地社区的讨

论最终呈现出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车站设计。”

Crossrail首席执行官Rob	Holden

客户: CROSSRAIL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建设、

图形设计及灯光设计。

事实 i

								伦敦WHITECHAPEL车站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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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第二大火车站即将更新扩建，新

的结构将取代年久失修的建筑。车站结构

涵盖多种功能，包括一个19000座的运动竞

技场和1500个车位的多层停车场。多模式

的互通交通模式涵盖重轨和轻轨、区间车

和班车、出租车、私家车和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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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维多利亚车站

客户: NETWORK RAIL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结构工程,	可持续发展.

事实i

铁路



利雅得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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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雅得地铁将创造一个全新的涵盖6条线

路的公共交通网络，预计2017年完工。届

时将提供175公里的轨道交通，服务72个新

客运车站和8个主要交换站。大部分的交通

网络将坐落在城市的主要道路之下，贯穿

城市各线。在这些地方的车站建筑也将利

用位于街角的垂直循环中心地带为行人提

供方便的换乘点。

新车站建设要根据其设施的复杂性和规模

制定不同的设计方案并在车站的公共区对

零售设施进行整合。互通站点越大，越能

为重要领域开辟更大的零售业态区域以及

有效的多模态公交和汽车换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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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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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铁路枢纽

北方铁路中心项目将开启新路线，提高互

通能力并提供旅游季英格兰北部从东海岸到

西海岸的交通换乘。曼彻斯特位于项目的中

心，百殿（BDP）为项目提供所有主要建筑

和城市元素的设计。Ordsall	 Chord设计为一

系列新桥梁和高架桥，精确地连通属于一级

遗产的世界上第一个客运火车站。牛津街车

站需要相当规模的扩建，与周边地区的城市

重建计划相互融合。皮卡迪利大街站将在平

台之上建设一个大的广场空间。

此项目将于2018年完工，比百殿（BDP）对

曼彻斯特皮卡迪利大街的重建晚了20年；在

这二十年间，您将会看到我们对这个城市铁

路运输形象和功能的完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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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车站，我们将大胆建

设新式的现代化票务、零售和保障收入的

设施。经过一系列可行性研究之后，第一

批要完成的客运设施包括旅游中心、售票

处和客户服务中心,以及包括零售和餐饮在

内的新商业业态。

接下来的改建包括翻新现有设施，增设新

的流通和等候区。同时基于车站文化遗产

地位的考虑，我们的设计方案要求非常严

谨，要做到保留原车站的优质选材。井然

有序的回廊将覆以古色古香的绿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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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艳的当代设计与原有古老文化内涵的完美

结合。”

切斯特郡市政会John	Healey

客户: ARRIVA	TRAINS	WALES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	环境工程,	

结构工程。

事实 i

切斯特（CHESTER）	车站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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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正在改建英国最繁忙的交换

车站，通过翻新国王十字车站原来的屋顶

和平台，使其成为世界级的交通枢纽。

国王十字过车站重建

客户:	SUB-CONSULTANTS	TO	CORUS	
ENGINEERING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	灯光设计。

事实 i

铁路



该车站建于1842年，至今仍是人们从爱丁

堡来旅行时的必经站点。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的混凝土设计，可临街俯瞰乔治广场。

此次项目将要把它改建为一个引人注目的

玻璃面，届时光线可以射入扩建和翻新后

的广场内。同时客流将会得到提升，票务

和等候区的功能会得到加强。

“格拉斯哥皇后街是苏格兰最繁忙的车站之一，每

年有超过1900万的客流量，规划设计将建设一个更

为现代的车站，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零售业态和休闲

设施。”

铁路网苏格兰区常务董事	David	Simpson

格拉斯哥皇后街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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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BUCHANAN PARTNERSHIP

一体化服务:建筑设计

事实 i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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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普敦车站

这是一个大型新式车站综合体项目，连带

周边地区的重建，目的是打造一个新的门

户和交通互通点。中心位置是新广场，同

时对铁路和零售设施加以扩建，连接公交

交通和至伦敦的高速交通，从而建成当地

城镇区的地标性设计。对现有停车场的合

理化规划意在打造1250个车位空间的大型

多层停车区，利用其城市中心的位置建设

综合性的重建项目。项目愿景是将北安普

敦站建成为城市的商业和通讯中心，打造

新的办公区域以增加就业和改造周边地区

环境,（其中包括改建周边的居民区）。

客户: NETWORK	RAIL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

事实 i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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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殿 （ B D P） 为 伊 灵 百 老 汇 （ Ea l i n g	
Broadway)、梅顿哈德(Maidenhead)和斯劳

车站(Slough)提供初始参考设计方案，完成之

后，紧接着是罗姆福站、格里普第三阶段开发

架构，其中包括功能需求、共同设计项目及与

完整的跨学科工程团队。

伊灵百老汇	（Ealing	Broadway)	—	伦敦西部

重要的交通交汇处，隶属伦敦地铁公司和铁路

网。

梅顿哈德	(Maidenhead)	—	在原有车站基础上

建设的新车站，将建成Crossrail	 所服务的西部

地区的终点站，以适应Crossrail	的服务需求。

斯劳车站	(Slough)	—	二级通勤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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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RAIL	地上部分

客户:	CROSSRAIL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

事实i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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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BDP）正在与威尔士ARRIVA列车

公司创建一系列新的车站，为现有的路线

增添其独有特色。切斯特和斯温西车站的

设计将是第一批建成的车站，接下来会对

更多车站进项特色改造。虽然所用材质是

常见的，但是独特的方案和构想将会使各

个车站呈现不同的特色。每个方案都有清

晰的路径标示、智能光源、便捷空间、经

得起未来检验的道路环境、场地应答设计

解决方案以及对公众体验的关注。

威尔士ARRIVA火车

客户:	威尔士ARRIVA火车

一体化服务：	建筑、城市规划、结构工程、土

木工程、照明、可持续性。

事实i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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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ADAMSTOWN车站的预制设计解决方

案中，百殿的设计体现了减少现场时间、

改善质量控制和安全设计的特点，而我们

为该车站带来的益处不仅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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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ADAMSTOWN车站

CONNOLLY车站是都柏林两个主铁路站之

一，现已变成了21世纪一级的客运码头。

都柏林CONNOLLY车站

客户: IARNRóD	ÉIREANN
CHARTRIDGE	DEVELOPMENTS	LTD
一体化服务:建筑设计

客户: CóRAS	IOMPAIR	ÉIREANN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

事实i

事实i

铁路



																诺丁汉车站

改变现有车站的感应区和功能区，使其满

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和城市发展愿景。

该设计包含扩展现有主线站内的有轨电车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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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诺丁汉市政厅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结构工程、建筑

服务、灯光设计、可持续性。

事实i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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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殿设计了曼谷素坤逸国际小组的25个高

速交通站。这次铁路交通项目改建了两条

路线，共计15公里的距离，旨在大幅提高

通勤旅游设施建设以及缓解城市的交通拥

堵。设计改造只沿着主要街道或属于曼谷

都市管理局(BMA)的道路进行，改造方案

克服了交货期短、洪水风险和地面条件差

等困难。该项目为其沿线的开发带来了新

机遇。

客户:曼谷运输系统公司

一体化服务:	建筑设计，几点工程，平面设计，

造价咨询，土木及结构工程，灯光设计

其他顾问: ITAL-THAI	SIEMENS

事实 i

曼谷高架轻轨

铁路



英国建筑业奖委员会高度赞赏英国海峡隧

道终端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建设项目。百

殿担任项目很多工程的设计，包括整体项

目协调、建筑、景观、规划、基础设施和

土方工程。项目占地为350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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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隧道已顺利运行了15年，其最大的成就也

许就在于保持低调；它踏实工作以证明自己的价

值。”

Hugh	Pearman,	RIBA杂志主编

《星期日泰晤士报》建筑与设计评论家

客户:	TRANSMANCHE	LINK
奖项:	英国建筑业优良奖

一体化服务:建筑设计、环境工程、结构工程、

声学、灯光设计、景观、室内设计、产品和平面

设计、工料测量和整体规划。

事实	i

英国海底隧道终端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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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六年的设计和建造，对英国海峡隧道

终端的挑战最终在乡村地区建设中呈现出

激动人心的设计成果，完成了其自成一派

的设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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