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群设计联盟

本构建筑事务所由相南先生于 2012 年在上海创立。事务
所的建筑实践基于尊重建筑的功能、 空间、 构造及现象
之间的本源关系， 致力于建造功能本体、 感知现象与呈现
形式密切统一的建筑。

事务所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内外建筑专业媒体并屡次获奖，
其中包括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铜奖， AD100 中国
最具影响力 100 位建筑、 设计精英， WA 城市贡献将入
围奖，“美好生活”长三角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等。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专注于城市人文、 建筑空间与艺术之
间的课题研究。涉及文化项目规划、艺术展览策划执行、主
题展馆设计建造、教育空间改造等多个领域。由策展人、艺
术家、设计师、专业工程师、科技研发人员、媒体人员组成
强大的创意团队 ； 由优秀项目管理、 工程建造人员组成经
验丰富的执行团队。

公司长期与国内外知名美术馆、艺术机构、基金会和艺术家
密切合作，完成了多个大型艺术展、建筑展的项目执行。
合作机构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浦东美术馆、 上海
外滩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毛继红艺术
基金会、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Prada 当代艺术基金会。

urbaneer 都市工作群从事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咨询业
。我们致力于成为行业内思维与技术范型变革的创新者和创
变者。都市工作群不仅在核心团队内部实行多专业平行工作
，更突破传统组织格局，与区域发展相关行业的各类外部专
业机构长期合作，形成跨专业、多领域整合的工作平台，以
及联通决策层、 咨询层、 行动层的工作管道 ； 联合并开创
“+ 群”工作模式， 成为区域发展领域跨专业平台工作的重
要节点。

我们不仅是一个机构，而是多个拥有独立视角与观点、没有
特定边界和属性的独立专业机构及个人，为了特定的地域价
值及场域意义的发现，集群工作，共同分享的平台。

「好处 MeetBest」是新型的“城市客厅”， 承载和激发
不断从线上延展到线下的新型活动场景， 已在上海打造
并运营了几十处空间， 也与诸多顶尖公司、 品牌和社群
达成合作。

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品牌展等展览， 也被《第一
财经周刊》、 《周末画报》、 《36kr》等知名媒体关注
并报道。

CONCOM STUDIO 集良建筑是一个始于德国斯图加特，
现扎根于上海的设计实践机构。工作涉及城市空间研究，
建筑、景观及室内设计。

事务所着力于探索一种不局限于尺度及风格流派的设计
方式。以具体项目的独特问题为动机， 以设计为媒介，
通过对话（CONversation）与沟通（COMmunication），
连接（CONnect）并调和（COMbine）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 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取得多维度
的平衡，创造出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多样性作品。

集良建筑

久舍营造工作室由建筑师范久江先生于 2015 年在杭州
创立， 是一家 15 人左右的研究型设计机构。工作室坚持
从建筑学基本问题出发， 以智性且诗意的建造为目标，
研究建造活动各个层面的内容， 关注自然与文化背景下的
地景、材料、结构、构造与形态，并不断积极尝试以空间
生产介入社区与城市营造。工作室相信建筑与使用者、
设计者之间会持续（continuation）地相互影响并改变各自
的轨迹， 因此需要设计者具备人类学视野下健康的空间
价值观念和预见性的思考能力。

空 格 建 筑 事 务 所 由 高 亦 陶 及 顾 云 端 成 立 。 事 务 所 关 注
空间本质，以批判性态度面对建筑、城市与环境的空间
议题，致力于当代文化语境下营造属于此时此地的建筑
空间。

近年曾完成的代表作品有“湿地中的红砖塔”、“莱佛士
幼儿园及早教中心”、 “面向田野的住宅” 及 “1/2 体
育场”。 

米绅照明设计是一家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 致力于为业主
及设计师提供最高品质的灯光设计。

我们结合国际项目的经验，技术，学术，热情及美学创造
灯光设计以达成设计师的设计概念和构想， 同时兼具使用
者功能性的要求，并且创造与众不同的照明设计。

谚语称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这是三匠肌电
公司的由来，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英文缩写 ：TEA（Three－artisans electromechanical）
创始人刘伟， 毕业于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曾任职于华健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宇设计 YiYu Design 成立于上海， 是一家立志于创造
精品景观规划的设计工作室。

YiYu 的创始人来自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师。
在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多年后， 决定实践自己的设计
理想， 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设计空间。
不论在建筑配合、 城市规划还是景观设计中， 我们的作品
都依据客户的期望精心订制， 创造细致、 优美、 创新、
品味的设计，让人发现生命中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合作结构建筑研究所创建于 2016 年初， 由张准、 柳亦
春、 郭屹民联合发起。研究所致力于建筑学视角下的结
构设计、研究与教学。

在项目实践中， 和作（AND）将结构技术与美学进行有机
结合创造安全、 优美、 高效的结构体系。为建筑设计提供
灵感与支持。

旭可建筑在具体项目中通过对于 “建造体系” 类型的
选择和组合， 强化“场地特征”， 构建“场所”。旭可
建筑认为 “建造体系” 不只限于造物和空间生产话题，
而“场地特征”也不仅是对于当下风景的借和障。

在具体项目中， 旭可建筑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组合，
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有关， 和空间
参与者的 “共有记忆”有关。旭可建筑将具体建造活动
纳入当代乡镇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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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本质，以批判性态度面对建筑、城市与环境的空间
议题，致力于当代文化语境下营造属于此时此地的建筑
空间。

近年曾完成的代表作品有“湿地中的红砖塔”、“莱佛士
幼儿园及早教中心”、 “面向田野的住宅” 及 “1/2 体
育场”。 

米绅照明设计是一家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 致力于为业主
及设计师提供最高品质的灯光设计。

我们结合国际项目的经验，技术，学术，热情及美学创造
灯光设计以达成设计师的设计概念和构想， 同时兼具使用
者功能性的要求，并且创造与众不同的照明设计。

谚语称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这是三匠肌电
公司的由来，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英文缩写 ：TEA（Three－artisans electromechanical）
创始人刘伟， 毕业于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曾任职于华健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宇设计 YiYu Design 成立于上海， 是一家立志于创造
精品景观规划的设计工作室。

YiYu 的创始人来自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师。
在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多年后， 决定实践自己的设计
理想， 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设计空间。
不论在建筑配合、 城市规划还是景观设计中， 我们的作品
都依据客户的期望精心订制， 创造细致、 优美、 创新、
品味的设计，让人发现生命中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合作结构建筑研究所创建于 2016 年初， 由张准、 柳亦
春、 郭屹民联合发起。研究所致力于建筑学视角下的结
构设计、研究与教学。

在项目实践中， 和作（AND）将结构技术与美学进行有机
结合创造安全、 优美、 高效的结构体系。为建筑设计提供
灵感与支持。

旭可建筑在具体项目中通过对于 “建造体系” 类型的
选择和组合， 强化“场地特征”， 构建“场所”。旭可
建筑认为 “建造体系” 不只限于造物和空间生产话题，
而“场地特征”也不仅是对于当下风景的借和障。

在具体项目中， 旭可建筑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组合，
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有关， 和空间
参与者的 “共有记忆”有关。旭可建筑将具体建造活动
纳入当代乡镇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中讨论。

集群设计联盟

本构建筑事务所由相南先生于 2012 年在上海创立。事务
所的建筑实践基于尊重建筑的功能、 空间、 构造及现象
之间的本源关系， 致力于建造功能本体、 感知现象与呈现
形式密切统一的建筑。

事务所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内外建筑专业媒体并屡次获奖，
其中包括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铜奖， AD100 中国
最具影响力 100 位建筑、 设计精英， WA 城市贡献将入
围奖，“美好生活”长三角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等。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专注于城市人文、 建筑空间与艺术之
间的课题研究。涉及文化项目规划、艺术展览策划执行、主
题展馆设计建造、教育空间改造等多个领域。由策展人、艺
术家、设计师、专业工程师、科技研发人员、媒体人员组成
强大的创意团队 ； 由优秀项目管理、 工程建造人员组成经
验丰富的执行团队。

公司长期与国内外知名美术馆、艺术机构、基金会和艺术家
密切合作，完成了多个大型艺术展、建筑展的项目执行。
合作机构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浦东美术馆、 上海
外滩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毛继红艺术
基金会、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Prada 当代艺术基金会。

urbaneer 都市工作群从事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咨询业
。我们致力于成为行业内思维与技术范型变革的创新者和创
变者。都市工作群不仅在核心团队内部实行多专业平行工作
，更突破传统组织格局，与区域发展相关行业的各类外部专
业机构长期合作，形成跨专业、多领域整合的工作平台，以
及联通决策层、 咨询层、 行动层的工作管道 ； 联合并开创
“+ 群”工作模式， 成为区域发展领域跨专业平台工作的重
要节点。

我们不仅是一个机构，而是多个拥有独立视角与观点、没有
特定边界和属性的独立专业机构及个人，为了特定的地域价
值及场域意义的发现，集群工作，共同分享的平台。

「好处 MeetBest」是新型的“城市客厅”， 承载和激发
不断从线上延展到线下的新型活动场景， 已在上海打造
并运营了几十处空间， 也与诸多顶尖公司、 品牌和社群
达成合作。

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品牌展等展览， 也被《第一
财经周刊》、 《周末画报》、 《36kr》等知名媒体关注
并报道。

CONCOM STUDIO 集良建筑是一个始于德国斯图加特，
现扎根于上海的设计实践机构。工作涉及城市空间研究，
建筑、景观及室内设计。

事务所着力于探索一种不局限于尺度及风格流派的设计
方式。以具体项目的独特问题为动机， 以设计为媒介，
通过对话（CONversation）与沟通（COMmunication），
连接（CONnect）并调和（COMbine）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 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取得多维度
的平衡，创造出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多样性作品。

集良建筑

久舍营造工作室由建筑师范久江先生于 2015 年在杭州
创立， 是一家 15 人左右的研究型设计机构。工作室坚持
从建筑学基本问题出发， 以智性且诗意的建造为目标，
研究建造活动各个层面的内容， 关注自然与文化背景下的
地景、材料、结构、构造与形态，并不断积极尝试以空间
生产介入社区与城市营造。工作室相信建筑与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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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迹， 因此需要设计者具备人类学视野下健康的空间
价值观念和预见性的思考能力。

空 格 建 筑 事 务 所 由 高 亦 陶 及 顾 云 端 成 立 。 事 务 所 关 注
空间本质，以批判性态度面对建筑、城市与环境的空间
议题，致力于当代文化语境下营造属于此时此地的建筑
空间。

近年曾完成的代表作品有“湿地中的红砖塔”、“莱佛士
幼儿园及早教中心”、 “面向田野的住宅” 及 “1/2 体
育场”。 

米绅照明设计是一家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 致力于为业主
及设计师提供最高品质的灯光设计。

我们结合国际项目的经验，技术，学术，热情及美学创造
灯光设计以达成设计师的设计概念和构想， 同时兼具使用
者功能性的要求，并且创造与众不同的照明设计。

谚语称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这是三匠肌电
公司的由来，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英文缩写 ：TEA（Three－artisans electromechanical）
创始人刘伟， 毕业于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曾任职于华健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宇设计 YiYu Design 成立于上海， 是一家立志于创造
精品景观规划的设计工作室。

YiYu 的创始人来自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师。
在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多年后， 决定实践自己的设计
理想， 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设计空间。
不论在建筑配合、 城市规划还是景观设计中， 我们的作品
都依据客户的期望精心订制， 创造细致、 优美、 创新、
品味的设计，让人发现生命中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合作结构建筑研究所创建于 2016 年初， 由张准、 柳亦
春、 郭屹民联合发起。研究所致力于建筑学视角下的结
构设计、研究与教学。

在项目实践中， 和作（AND）将结构技术与美学进行有机
结合创造安全、 优美、 高效的结构体系。为建筑设计提供
灵感与支持。

旭可建筑在具体项目中通过对于 “建造体系” 类型的
选择和组合， 强化“场地特征”， 构建“场所”。旭可
建筑认为 “建造体系” 不只限于造物和空间生产话题，
而“场地特征”也不仅是对于当下风景的借和障。

在具体项目中， 旭可建筑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组合，
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有关， 和空间
参与者的 “共有记忆”有关。旭可建筑将具体建造活动
纳入当代乡镇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中讨论。

集群设计联盟

本构建筑事务所由相南先生于 2012 年在上海创立。事务
所的建筑实践基于尊重建筑的功能、 空间、 构造及现象
之间的本源关系， 致力于建造功能本体、 感知现象与呈现
形式密切统一的建筑。

事务所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内外建筑专业媒体并屡次获奖，
其中包括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铜奖， AD100 中国
最具影响力 100 位建筑、 设计精英， WA 城市贡献将入
围奖，“美好生活”长三角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等。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专注于城市人文、 建筑空间与艺术之
间的课题研究。涉及文化项目规划、艺术展览策划执行、主
题展馆设计建造、教育空间改造等多个领域。由策展人、艺
术家、设计师、专业工程师、科技研发人员、媒体人员组成
强大的创意团队 ； 由优秀项目管理、 工程建造人员组成经
验丰富的执行团队。

公司长期与国内外知名美术馆、艺术机构、基金会和艺术家
密切合作，完成了多个大型艺术展、建筑展的项目执行。
合作机构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浦东美术馆、 上海
外滩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毛继红艺术
基金会、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Prada 当代艺术基金会。

urbaneer 都市工作群从事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咨询业
。我们致力于成为行业内思维与技术范型变革的创新者和创
变者。都市工作群不仅在核心团队内部实行多专业平行工作
，更突破传统组织格局，与区域发展相关行业的各类外部专
业机构长期合作，形成跨专业、多领域整合的工作平台，以
及联通决策层、 咨询层、 行动层的工作管道 ； 联合并开创
“+ 群”工作模式， 成为区域发展领域跨专业平台工作的重
要节点。

我们不仅是一个机构，而是多个拥有独立视角与观点、没有
特定边界和属性的独立专业机构及个人，为了特定的地域价
值及场域意义的发现，集群工作，共同分享的平台。

「好处 MeetBest」是新型的“城市客厅”， 承载和激发
不断从线上延展到线下的新型活动场景， 已在上海打造
并运营了几十处空间， 也与诸多顶尖公司、 品牌和社群
达成合作。

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品牌展等展览， 也被《第一
财经周刊》、 《周末画报》、 《36kr》等知名媒体关注
并报道。

CONCOM STUDIO 集良建筑是一个始于德国斯图加特，
现扎根于上海的设计实践机构。工作涉及城市空间研究，
建筑、景观及室内设计。

事务所着力于探索一种不局限于尺度及风格流派的设计
方式。以具体项目的独特问题为动机， 以设计为媒介，
通过对话（CONversation）与沟通（COMmunication），
连接（CONnect）并调和（COMbine）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 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取得多维度
的平衡，创造出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多样性作品。

集良建筑

久舍营造工作室由建筑师范久江先生于 2015 年在杭州
创立， 是一家 15 人左右的研究型设计机构。工作室坚持
从建筑学基本问题出发， 以智性且诗意的建造为目标，
研究建造活动各个层面的内容， 关注自然与文化背景下的
地景、材料、结构、构造与形态，并不断积极尝试以空间
生产介入社区与城市营造。工作室相信建筑与使用者、
设计者之间会持续（continuation）地相互影响并改变各自
的轨迹， 因此需要设计者具备人类学视野下健康的空间
价值观念和预见性的思考能力。

空 格 建 筑 事 务 所 由 高 亦 陶 及 顾 云 端 成 立 。 事 务 所 关 注
空间本质，以批判性态度面对建筑、城市与环境的空间
议题，致力于当代文化语境下营造属于此时此地的建筑
空间。

近年曾完成的代表作品有“湿地中的红砖塔”、“莱佛士
幼儿园及早教中心”、 “面向田野的住宅” 及 “1/2 体
育场”。 

米绅照明设计是一家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 致力于为业主
及设计师提供最高品质的灯光设计。

我们结合国际项目的经验，技术，学术，热情及美学创造
灯光设计以达成设计师的设计概念和构想， 同时兼具使用
者功能性的要求，并且创造与众不同的照明设计。

谚语称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这是三匠肌电
公司的由来，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英文缩写 ：TEA（Three－artisans electromechanical）
创始人刘伟， 毕业于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曾任职于华健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宇设计 YiYu Design 成立于上海， 是一家立志于创造
精品景观规划的设计工作室。

YiYu 的创始人来自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师。
在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多年后， 决定实践自己的设计
理想， 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设计空间。
不论在建筑配合、 城市规划还是景观设计中， 我们的作品
都依据客户的期望精心订制， 创造细致、 优美、 创新、
品味的设计，让人发现生命中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合作结构建筑研究所创建于 2016 年初， 由张准、 柳亦
春、 郭屹民联合发起。研究所致力于建筑学视角下的结
构设计、研究与教学。

在项目实践中， 和作（AND）将结构技术与美学进行有机
结合创造安全、 优美、 高效的结构体系。为建筑设计提供
灵感与支持。

旭可建筑在具体项目中通过对于 “建造体系” 类型的
选择和组合， 强化“场地特征”， 构建“场所”。旭可
建筑认为 “建造体系” 不只限于造物和空间生产话题，
而“场地特征”也不仅是对于当下风景的借和障。

在具体项目中， 旭可建筑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组合，
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有关， 和空间
参与者的 “共有记忆”有关。旭可建筑将具体建造活动
纳入当代乡镇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中讨论。

集群设计联盟

本构建筑事务所由相南先生于 2012 年在上海创立。事务
所的建筑实践基于尊重建筑的功能、 空间、 构造及现象
之间的本源关系， 致力于建造功能本体、 感知现象与呈现
形式密切统一的建筑。

事务所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内外建筑专业媒体并屡次获奖，
其中包括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铜奖， AD100 中国
最具影响力 100 位建筑、 设计精英， WA 城市贡献将入
围奖，“美好生活”长三角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等。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专注于城市人文、 建筑空间与艺术之
间的课题研究。涉及文化项目规划、艺术展览策划执行、主
题展馆设计建造、教育空间改造等多个领域。由策展人、艺
术家、设计师、专业工程师、科技研发人员、媒体人员组成
强大的创意团队 ； 由优秀项目管理、 工程建造人员组成经
验丰富的执行团队。

公司长期与国内外知名美术馆、艺术机构、基金会和艺术家
密切合作，完成了多个大型艺术展、建筑展的项目执行。
合作机构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浦东美术馆、 上海
外滩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毛继红艺术
基金会、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Prada 当代艺术基金会。

urbaneer 都市工作群从事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咨询业
。我们致力于成为行业内思维与技术范型变革的创新者和创
变者。都市工作群不仅在核心团队内部实行多专业平行工作
，更突破传统组织格局，与区域发展相关行业的各类外部专
业机构长期合作，形成跨专业、多领域整合的工作平台，以
及联通决策层、 咨询层、 行动层的工作管道 ； 联合并开创
“+ 群”工作模式， 成为区域发展领域跨专业平台工作的重
要节点。

我们不仅是一个机构，而是多个拥有独立视角与观点、没有
特定边界和属性的独立专业机构及个人，为了特定的地域价
值及场域意义的发现，集群工作，共同分享的平台。

「好处 MeetBest」是新型的“城市客厅”， 承载和激发
不断从线上延展到线下的新型活动场景， 已在上海打造
并运营了几十处空间， 也与诸多顶尖公司、 品牌和社群
达成合作。

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品牌展等展览， 也被《第一
财经周刊》、 《周末画报》、 《36kr》等知名媒体关注
并报道。

CONCOM STUDIO 集良建筑是一个始于德国斯图加特，
现扎根于上海的设计实践机构。工作涉及城市空间研究，
建筑、景观及室内设计。

事务所着力于探索一种不局限于尺度及风格流派的设计
方式。以具体项目的独特问题为动机， 以设计为媒介，
通过对话（CONversation）与沟通（COMmunication），
连接（CONnect）并调和（COMbine）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 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取得多维度
的平衡，创造出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多样性作品。

集良建筑

久舍营造工作室由建筑师范久江先生于 2015 年在杭州
创立， 是一家 15 人左右的研究型设计机构。工作室坚持
从建筑学基本问题出发， 以智性且诗意的建造为目标，
研究建造活动各个层面的内容， 关注自然与文化背景下的
地景、材料、结构、构造与形态，并不断积极尝试以空间
生产介入社区与城市营造。工作室相信建筑与使用者、
设计者之间会持续（continuation）地相互影响并改变各自
的轨迹， 因此需要设计者具备人类学视野下健康的空间
价值观念和预见性的思考能力。

空 格 建 筑 事 务 所 由 高 亦 陶 及 顾 云 端 成 立 。 事 务 所 关 注
空间本质，以批判性态度面对建筑、城市与环境的空间
议题，致力于当代文化语境下营造属于此时此地的建筑
空间。

近年曾完成的代表作品有“湿地中的红砖塔”、“莱佛士
幼儿园及早教中心”、 “面向田野的住宅” 及 “1/2 体
育场”。 

米绅照明设计是一家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 致力于为业主
及设计师提供最高品质的灯光设计。

我们结合国际项目的经验，技术，学术，热情及美学创造
灯光设计以达成设计师的设计概念和构想， 同时兼具使用
者功能性的要求，并且创造与众不同的照明设计。

谚语称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这是三匠肌电
公司的由来，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英文缩写 ：TEA（Three－artisans electromechanical）
创始人刘伟， 毕业于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曾任职于华健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宇设计 YiYu Design 成立于上海， 是一家立志于创造
精品景观规划的设计工作室。

YiYu 的创始人来自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师。
在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多年后， 决定实践自己的设计
理想， 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设计空间。
不论在建筑配合、 城市规划还是景观设计中， 我们的作品
都依据客户的期望精心订制， 创造细致、 优美、 创新、
品味的设计，让人发现生命中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合作结构建筑研究所创建于 2016 年初， 由张准、 柳亦
春、 郭屹民联合发起。研究所致力于建筑学视角下的结
构设计、研究与教学。

在项目实践中， 和作（AND）将结构技术与美学进行有机
结合创造安全、 优美、 高效的结构体系。为建筑设计提供
灵感与支持。

旭可建筑在具体项目中通过对于 “建造体系” 类型的
选择和组合， 强化“场地特征”， 构建“场所”。旭可
建筑认为 “建造体系” 不只限于造物和空间生产话题，
而“场地特征”也不仅是对于当下风景的借和障。

在具体项目中， 旭可建筑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组合，
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有关， 和空间
参与者的 “共有记忆”有关。旭可建筑将具体建造活动
纳入当代乡镇城市化进程的语境中讨论。

集群设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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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建筑实践基于尊重建筑的功能、 空间、 构造及现象
之间的本源关系， 致力于建造功能本体、 感知现象与呈现
形式密切统一的建筑。

事务所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内外建筑专业媒体并屡次获奖，
其中包括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铜奖， AD100 中国
最具影响力 100 位建筑、 设计精英， WA 城市贡献将入
围奖，“美好生活”长三角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等。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专注于城市人文、 建筑空间与艺术之
间的课题研究。涉及文化项目规划、艺术展览策划执行、主
题展馆设计建造、教育空间改造等多个领域。由策展人、艺
术家、设计师、专业工程师、科技研发人员、媒体人员组成
强大的创意团队 ； 由优秀项目管理、 工程建造人员组成经
验丰富的执行团队。

公司长期与国内外知名美术馆、艺术机构、基金会和艺术家
密切合作，完成了多个大型艺术展、建筑展的项目执行。
合作机构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浦东美术馆、 上海
外滩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毛继红艺术
基金会、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Prada 当代艺术基金会。

urbaneer 都市工作群从事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咨询业
。我们致力于成为行业内思维与技术范型变革的创新者和创
变者。都市工作群不仅在核心团队内部实行多专业平行工作
，更突破传统组织格局，与区域发展相关行业的各类外部专
业机构长期合作，形成跨专业、多领域整合的工作平台，以
及联通决策层、 咨询层、 行动层的工作管道 ； 联合并开创
“+ 群”工作模式， 成为区域发展领域跨专业平台工作的重
要节点。

我们不仅是一个机构，而是多个拥有独立视角与观点、没有
特定边界和属性的独立专业机构及个人，为了特定的地域价
值及场域意义的发现，集群工作，共同分享的平台。

「好处 MeetBest」是新型的“城市客厅”， 承载和激发
不断从线上延展到线下的新型活动场景， 已在上海打造
并运营了几十处空间， 也与诸多顶尖公司、 品牌和社群
达成合作。

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中国品牌展等展览， 也被《第一
财经周刊》、 《周末画报》、 《36kr》等知名媒体关注
并报道。

CONCOM STUDIO 集良建筑是一个始于德国斯图加特，
现扎根于上海的设计实践机构。工作涉及城市空间研究，
建筑、景观及室内设计。

事务所着力于探索一种不局限于尺度及风格流派的设计
方式。以具体项目的独特问题为动机， 以设计为媒介，
通过对话（CONversation）与沟通（COMmunication），
连接（CONnect）并调和（COMbine）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 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取得多维度
的平衡，创造出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多样性作品。

集良建筑

久舍营造工作室由建筑师范久江先生于 2015 年在杭州
创立， 是一家 15 人左右的研究型设计机构。工作室坚持
从建筑学基本问题出发， 以智性且诗意的建造为目标，
研究建造活动各个层面的内容， 关注自然与文化背景下的
地景、材料、结构、构造与形态，并不断积极尝试以空间
生产介入社区与城市营造。工作室相信建筑与使用者、
设计者之间会持续（continuation）地相互影响并改变各自
的轨迹， 因此需要设计者具备人类学视野下健康的空间
价值观念和预见性的思考能力。

空 格 建 筑 事 务 所 由 高 亦 陶 及 顾 云 端 成 立 。 事 务 所 关 注
空间本质，以批判性态度面对建筑、城市与环境的空间
议题，致力于当代文化语境下营造属于此时此地的建筑
空间。

近年曾完成的代表作品有“湿地中的红砖塔”、“莱佛士
幼儿园及早教中心”、 “面向田野的住宅” 及 “1/2 体
育场”。 

米绅照明设计是一家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 致力于为业主
及设计师提供最高品质的灯光设计。

我们结合国际项目的经验，技术，学术，热情及美学创造
灯光设计以达成设计师的设计概念和构想， 同时兼具使用
者功能性的要求，并且创造与众不同的照明设计。

谚语称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这是三匠肌电
公司的由来，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英文缩写 ：TEA（Three－artisans electromechanical）
创始人刘伟， 毕业于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曾任职于华健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宇设计 YiYu Design 成立于上海， 是一家立志于创造
精品景观规划的设计工作室。

YiYu 的创始人来自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师。
在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多年后， 决定实践自己的设计
理想， 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设计空间。
不论在建筑配合、 城市规划还是景观设计中， 我们的作品
都依据客户的期望精心订制， 创造细致、 优美、 创新、
品味的设计，让人发现生命中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合作结构建筑研究所创建于 2016 年初， 由张准、 柳亦
春、 郭屹民联合发起。研究所致力于建筑学视角下的结
构设计、研究与教学。

在项目实践中， 和作（AND）将结构技术与美学进行有机
结合创造安全、 优美、 高效的结构体系。为建筑设计提供
灵感与支持。

旭可建筑在具体项目中通过对于 “建造体系” 类型的
选择和组合， 强化“场地特征”， 构建“场所”。旭可
建筑认为 “建造体系” 不只限于造物和空间生产话题，
而“场地特征”也不仅是对于当下风景的借和障。

在具体项目中， 旭可建筑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组合，
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有关， 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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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m 集 良 建 筑

成立于香港及上海，事务所秉持以现实为基础、为研究为导向、

平凡中看见非凡的设计理念，追求真诚、有意义、及可持续的建

筑与环境，并通过高品质及高完成度的项目，为客户及社会创造

长远效益。

在刘宇扬先生的带领下，事务所近年围绕着教育办公、文旅康养、

城市更新、景观基础设施四个板块展开实践，基于每个作品的独

特叙事，创建生动的场景与空间，寻求隽永的诗意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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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STRATEGIES

AREA A  | OBSERVATION AREA  
保留现状林带，局部点状置入生物观测台

将林间的建筑构筑及池塘中的步行桥全部做架空结构，极大限度的降低对自然的干
扰，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原生植被，为动物穿行其中创造空间。营造出人与植被、动
物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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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干扰动物栖息地 | MINIMIZE THE DISTURBANCE OF THE HABITAT

创造共生植物生态廊道 | CO-HABIT CORRIDOR

AREA A

AREA B

AREA C
AREA D

FOREST ECO SYSTEM

混播花草种修复区
黑麦草+混合花卉

蕨类特色植被修复区
竹子+鸟巢蕨+大吴风草

特色草花修复区
香樟+紫萼+二月兰

WATER ECO SYSTEM

斑腿泛树蛙

宽鳍鱲 真吻虾虎鱼

小䴙䴘 长嘴剑鸻

斑姬啄木鸟

尖吻蝮竹叶青

灰胸竹鸡 猪獾白鹭

林雕

湿地植物 ｜ 水鸟鱼贝 自然林带 ｜ 森林动物

+ 

+ 

+ 

蕨类+紫鸢尾+二月兰大吴风草+蕨类植物 松果菊+黑麦草紫萼+细叶十大功劳

VIEW

森林保护

水体保护

移栽修复

修剪修复

最大化森林, 水体保护 | MAXIMIZ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EST

漂浮景观桥 漂浮景观廊道

漂浮吊脚建筑及廊桥 漂浮生态浮桥 

蕨类特色 草花特色

草花特色

STEP4生境提升吸引新物种

AREA B  植物移栽 环境修复

 XXXX XXXX

AREA A 森林保护 生物观测

AREA C+D  植物梳理 水体保育

移栽植物修复

置入观测塔

架空的人行桥及景观廊道，最小化干扰原动物栖息地

FOREST ECO SYSTEMWATER ECO SYSTEM

室外｜多类型的特色地被修复生态

室内｜观察并欣赏植被修复的过程

STEP1利用草籽基础恢复

STEP2增加特色植栽系统恢复

STEP3生境恢复保育原有物种

LANDSCAPE STRATEGIES

AREA A  | OBSERVATION AREA  
保留现状林带，局部点状置入生物观测台

将林间的建筑构筑及池塘中的步行桥全部做架空结构，极大限度的降低对自然的干
扰，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原生植被，为动物穿行其中创造空间。营造出人与植被、动
物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AREA B  | FIXATION & RELOCATION  
建设区植被修复，移栽及修剪现状植被，保留原生环境，创造良好视线通廊

AREA C+D  | PRESERVE & UPGRADE  
梳理下木并抬高乔木分支点，打通视线廊道；梳理水生植物，保育现状水体。

最小化干扰动物栖息地 | MINIMIZE THE DISTURBANCE OF THE HABITAT

创造共生植物生态廊道 | CO-HABIT CORRIDOR

AREA A

AREA B

AREA C
AREA D

FOREST ECO SYSTEM

混播花草种修复区
黑麦草+混合花卉

蕨类特色植被修复区
竹子+鸟巢蕨+大吴风草

特色草花修复区
香樟+紫萼+二月兰

WATER ECO SYSTEM

斑腿泛树蛙

宽鳍鱲 真吻虾虎鱼

小䴙䴘 长嘴剑鸻

斑姬啄木鸟

尖吻蝮竹叶青

灰胸竹鸡 猪獾白鹭

林雕

湿地植物 ｜ 水鸟鱼贝 自然林带 ｜ 森林动物

+ 

+ 

+ 

蕨类+紫鸢尾+二月兰大吴风草+蕨类植物 松果菊+黑麦草紫萼+细叶十大功劳

VIEW

森林保护

水体保护

移栽修复

修剪修复

最大化森林, 水体保护 | MAXIMIZ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EST

漂浮景观桥 漂浮景观廊道

漂浮吊脚建筑及廊桥 漂浮生态浮桥 

蕨类特色 草花特色

草花特色

STEP4生境提升吸引新物种

AREA B  植物移栽 环境修复

 XXXX XXXX

AREA A 森林保护 生物观测

AREA C+D  植物梳理 水体保育

移栽植物修复

置入观测塔

架空的人行桥及景观廊道，最小化干扰原动物栖息地

FOREST ECO SYSTEMWATER ECO SYSTEM

室外｜多类型的特色地被修复生态

室内｜观察并欣赏植被修复的过程

STEP1利用草籽基础恢复

STEP2增加特色植栽系统恢复

STEP3生境恢复保育原有物种

LANDSCAPE STRATEGIES

AREA A  | OBSERVATION AREA  
保留现状林带，局部点状置入生物观测台

将林间的建筑构筑及池塘中的步行桥全部做架空结构，极大限度的降低对自然的干
扰，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原生植被，为动物穿行其中创造空间。营造出人与植被、动
物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AREA B  | FIXATION & RELOCATION  
建设区植被修复，移栽及修剪现状植被，保留原生环境，创造良好视线通廊

AREA C+D  | PRESERVE & UPGRADE  
梳理下木并抬高乔木分支点，打通视线廊道；梳理水生植物，保育现状水体。

最小化干扰动物栖息地 | MINIMIZE THE DISTURBANCE OF THE HABITAT

创造共生植物生态廊道 | CO-HABIT CORRIDOR

AREA A

AREA B

AREA C
AREA D

FOREST ECO SYSTEM

混播花草种修复区
黑麦草+混合花卉

蕨类特色植被修复区
竹子+鸟巢蕨+大吴风草

特色草花修复区
香樟+紫萼+二月兰

WATER ECO SYSTEM

斑腿泛树蛙

宽鳍鱲 真吻虾虎鱼

小䴙䴘 长嘴剑鸻

斑姬啄木鸟

尖吻蝮竹叶青

灰胸竹鸡 猪獾白鹭

林雕

湿地植物 ｜ 水鸟鱼贝 自然林带 ｜ 森林动物

+ 

+ 

+ 

蕨类+紫鸢尾+二月兰大吴风草+蕨类植物 松果菊+黑麦草紫萼+细叶十大功劳

VIEW

森林保护

水体保护

移栽修复

修剪修复

最大化森林, 水体保护 | MAXIMIZ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EST

漂浮景观桥 漂浮景观廊道

漂浮吊脚建筑及廊桥 漂浮生态浮桥 

蕨类特色 草花特色

草花特色

STEP4生境提升吸引新物种

AREA B  植物移栽 环境修复

 XXXX XXXX

AREA A 森林保护 生物观测

AREA C+D  植物梳理 水体保育

移栽植物修复

置入观测塔

架空的人行桥及景观廊道，最小化干扰原动物栖息地

FOREST ECO SYSTEMWATER ECO SYSTEM

室外｜多类型的特色地被修复生态

室内｜观察并欣赏植被修复的过程

STEP1利用草籽基础恢复

STEP2增加特色植栽系统恢复

STEP3生境恢复保育原有物种

LANDSCAPE STRATEGIES

AREA A  | OBSERVATION AREA  
保留现状林带，局部点状置入生物观测台

将林间的建筑构筑及池塘中的步行桥全部做架空结构，极大限度的降低对自然的干
扰，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原生植被，为动物穿行其中创造空间。营造出人与植被、动
物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AREA B  | FIXATION & RELOCATION  
建设区植被修复，移栽及修剪现状植被，保留原生环境，创造良好视线通廊

AREA C+D  | PRESERVE & UPGRADE  
梳理下木并抬高乔木分支点，打通视线廊道；梳理水生植物，保育现状水体。

最小化干扰动物栖息地 | MINIMIZE THE DISTURBANCE OF THE HABITAT

创造共生植物生态廊道 | CO-HABIT CORRIDOR

AREA A

AREA B

AREA C
AREA D

FOREST ECO SYSTEM

混播花草种修复区
黑麦草+混合花卉

蕨类特色植被修复区
竹子+鸟巢蕨+大吴风草

特色草花修复区
香樟+紫萼+二月兰

WATER ECO SYSTEM

斑腿泛树蛙

宽鳍鱲 真吻虾虎鱼

小䴙䴘 长嘴剑鸻

斑姬啄木鸟

尖吻蝮竹叶青

灰胸竹鸡 猪獾白鹭

林雕

湿地植物 ｜ 水鸟鱼贝 自然林带 ｜ 森林动物

+ 

+ 

+ 

蕨类+紫鸢尾+二月兰大吴风草+蕨类植物 松果菊+黑麦草紫萼+细叶十大功劳

VIEW

森林保护

水体保护

移栽修复

修剪修复

最大化森林, 水体保护 | MAXIMIZ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EST

漂浮景观桥 漂浮景观廊道

漂浮吊脚建筑及廊桥 漂浮生态浮桥 

蕨类特色 草花特色

草花特色

STEP4生境提升吸引新物种

AREA B  植物移栽 环境修复

 XXXX XXXX

AREA A 森林保护 生物观测

AREA C+D  植物梳理 水体保育

移栽植物修复

置入观测塔

架空的人行桥及景观廊道，最小化干扰原动物栖息地

FOREST ECO SYSTEMWATER ECO SYSTEM

室外｜多类型的特色地被修复生态

室内｜观察并欣赏植被修复的过程

STEP1利用草籽基础恢复

STEP2增加特色植栽系统恢复

STEP3生境恢复保育原有物种



集群设计联盟

孤境（自然公园）_ISOLATION (NATURAL PARK）

遇见 2050_MEET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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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营地 A_THE NEST A

鸟巢营地 B_THE NES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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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营地 _2050 CAMP

洞穴 _THE CAVE



集群设计联盟

融合不同时空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数据，
实现大气、水、土壤、生态问题的动态监测

整合全球多源气象、辐射传输监测数据，提供
地面，高空立体化的大气、降水状态监测及生态风险预警数据。

融合施工、居民、交通等数据，
实现跨行业数据交叉分析与验证。

基于物联网设备（小型传感器、摄像头等）,
使用云质控技术，结合互联网和移动端数据，实现精准监控。

天

空

人

地

环境监测体系

节 能 措 施

空 气 质 量

气 象 监 测

PM2.5、PM10、NO2、O3、TVOC、负氧离子

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

监 测 目 的

监 测 范 围

建 设 方 法

实时监控梦溪论坛及周边微环境质量

梦溪论坛及周边区域

在梦溪论坛及周边四个方位各设置1个点位(间距平均
为500米)，在论坛建设期间对主要施工区域增加2个监
测点位，共计5个监控点（图中圆圈位置）。

三 维 立 体 监 测

光 伏 发 电 系 统

环 保 防 治

地 源 热 泵 系 统

高密度环境物联网监控设备大气降水监测

多源卫星遥感 人类活动监测

屋面和山体布置光伏板，
光伏发电用于室外路灯照明和景观照明

地源热泵系统通常是转移地下土壤中热量或者冷量到所需要的地方，
实现节能减排的功能

所有热泵、通风设备均选用高效率、低噪声、低振动产品，
采用软接头连接，必要时设置消声设备

噪  声

生活污水和生活废水采用分流制，通过管道和污水井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排至化粪池集中处理排至水库。

废  水

排烟系统过净化处理，
达到环保部门相关标准后排放（由专业公司深化设计）。

空  气

固体废弃物袋装化，可回收垃圾可视化。废 弃 物

集群设计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