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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计说明



Ⅰ鼓楼校区的定位

01 鼓楼校区规划的条件

       2011 年底，学校的行政中心迁至仙林校区，进入全面的主校区职能阶段。鼓楼校区的原教学、科研、

管理等大部分学校功能已全面迁移。因此，鼓楼校区大量历史建筑与空间环境，将得以重新保护、

改造，利用、展示的重大机遇。南京大学，必将以大力发展仙林新校区和保护改造的老校区的齐头

并进，从而实现百年大学的复兴。

02 鼓楼校区的未来定位

     正是在仙林校区的发展前提之下，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必需进行历史性的重新定位。相对于仙林

校区作为与南京市新城区共同发展的南京大学的新校区，鼓楼校区则承担了与城市历史共命运的身

份。综合分析南京大学校园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作用和身份的基础上，本规划对鼓楼校区的未来，

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定位意义：“南大历史的溯源之地；南大精神的展示空间；高端学术的交流

场所；南京城市的人文绿地”（图 -6 鼓楼校园照片）。

       相对于仙林校区，鼓楼校区的历史文化属性以及与城市共生的属性十分明显，同时也应该保留

高端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场所性质，以及城市人文绿地的特殊空间价值。随着南京大学的各方面高

水平的发展，以及南京的城市化水准的不断提升，位于南京市中心区域的鼓楼校区，必将得到不断

提升的机会。为此，南京大学需要为鼓楼校区清晰地定位，紧扣社会与学校的发展机遇，适时地运

作各项建设项目，有效地改变现有的比例现象；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将南京大学

鼓楼校区建设成：与南京大学的国内外美誉度相称的，具有高质量的历史人文荟萃之美好校园。

Ⅱ SWOT 分析

       为了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空间规划，首先我们需要对鼓楼校区进行充分的认

识，以“SWOT”分析为基础的认知分析研究十分必要的。

01 Strength 优势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作为南京大学老校园和金陵

大学旧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因为鼓楼校区地处南京市中心地区，具有独特的城市空间价值；

在城市空间的特点方面，周边城市交通便利，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强；校区的地形起伏明显，绿化充足，

若有效地利用各种地形则将有利于展示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因南京大学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人文转筒，使得鼓楼校区具有非常高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感。

02 Weakness 劣势

       同时，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具有一系列的劣势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作为南京大学多年超

负荷发展的老校园，校园空间局促，建筑体量拥挤，公共活动空间缺乏；在交通方面，虽然具有城

市主干道沟通的基本大交通条件，但实际上的校园周边局部交通的通达性差，而内部车行交通受地

形制约较大；校园功能布局分区过于单一，完全以汉口路分界的北部教学科研功能和南苑生活功能

两区域，导致大量的交通流线；多年的发展之中，自然地理特征与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未得到充分利用，

景观品质不高；校园实际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师生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落后之现象。

03 Opportunity 机遇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高发展以及南京大学有了仙林校区之后的新空间拓展，以及江苏省、南京

市的城市、社会的多方面发展条件的改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得到了难得发展机遇。可归纳为大致

以下几方面：在社会发展条件下，鼓楼校区的文化历史资源价值被不断提升；在社会发展条件下，

鼓楼校区所代表的高品位教育、文化场所的需求不断提升；在社会发展条件下，城市高品质公共活

动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

04 Threaten 挑战

       为此，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在现有条件下来规划设计、建设鼓楼校区所具有的工作之挑

战性：首先是，在既有的校园物质环境中重新调整功能容量的难度；其次，是在既有的校园物质环

境中重新调整交通流线的难度；再次，是在既有的校园物质环境中增加公共活动空间的难度；再次，

是鼓楼校区与仙林校区需要进行配合协调发展、运作的难度；再次，是增加城市互动与公共性，促

进社会化运作的难度。

Ⅲ 规划目标及方法
 
        本次南京大学学校领导对南京大学整体未来发展基本思想的的指导下，根据已有的发展条件和

明确的未来定位，并在清晰有效地利弊分析基础上；有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协同建筑规划

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组织进行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保护与发展总体规划”。

由“总体规划（大纲）”、“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交通绿化规划”、“建筑空间景观规划”

多项专项规划共同组成（图 -7 规划组织结构图）。

01 总体规划（规划大纲）

        以总体说明的方式，对总体规划的基本条件、定位作出考虑，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思路与方法。

对未来鼓楼校区的总体空间容量提出大致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的空间重整规划，解决相

应的交通、公共空间问题，改善整体的空间环境与公共景观；并配合总体规划而重点进行校园重要

节点的城市设计研究描述；“总体规划（规划大纲）”使整个规划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方便所有关

注者的总体了解和阅读。

02 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

        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既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由教育部重点执行保护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金陵大学校址），又是南京市规定的 22 个历史风貌区之一。都需要具有法律效用的“保护规划”

来进行有效地指导保护工作，本规划将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并将为南京大学合理地保护和利

用鼓楼校区的历史建筑与环境，作出基本信息支撑下的指导工作。

03 交通绿化规划

         针对鼓楼校区现有的对城市道路之间交通，以及校园内的交通（包含各种车行、人行交通）问题；

加之其他市政管线等方面的问题。本规划是为未来鼓楼校区的容量基础上与南京城市之间融洽沟通

的交通与市政规划，同时，也对公共空间及其绿化做出合理有效地安排，力争为生态型的绿色校园

作出基础条件。图 -6 鼓楼校园照片 图 -5 仙林校园航片

图 -4 浦口校园航片

图 -7 规划组织结构图

图 -2 地形高差分析

图 -1 研究范围图 -3 金大校园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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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1.0 设计说明 1.0

          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位于南京市的中心鼓楼地区。北侧与北京西路和鼓楼相接，南侧临广州路；

东侧以天津路、小粉桥为边界，西侧则与城市多个地块和街巷直至上海路相邻，总面积达 53 公顷（图 -1

研究范围）。鼓楼校区的整个地形呈巨大的高差，以东北角背靠鼓楼为高点，沿西南方向呈一个高岗，

东南与西北端为低点（图 -2 地形高差分析）。鼓楼校区在 19 世纪末叶由美国教会机构开始发展校

园建设，至 1919 年初步建成以“北大楼”为中心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jing）的基本校园（图 -3

金大校园历史照片），并在此后逐步发展；1952 年之后，作为“院系调整”之后的南京大学主校区，

开始建设形成以“教学楼”为中心的新轴线校园；1980 年之后随着改革开发和国家的大发展，而进

一步发展体育场以西侧的校园建设；至 2000 年代基本形成今天的格局和形态。

  

      南京大学，作为中国重要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在国际、国内

都具有相当的地位。然而，校园的实际条件却长期限制学校的高水平发展，在国内外高等院校的对

比和竞争之中明显暴露其问题。尽管，1990 年代，南京大学曾倾力发展了浦口校园，并疏解了部分

发展压力（图 -4 浦口校园航片）。但实质上的空间发展压力从未根本解决，并且逐步显现出问题

的严峻程度。2006 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确定整体的规划与建设，南京大学的空间发展得到了巨大

的发展机遇（图 -5 仙林校园航片）。

  

鼓楼校区总体规划大纲（方向和目标）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 1：
金陵大学历
史风貌区保
护规划

专项规划 2：
南京大学鼓
楼校区交通
绿化规划

专项规划 3：
南京大学鼓
楼校区建筑
空间景观规
划



Ⅵ 总体规划

        本次规划在对鼓楼校区提出整体历史建筑与环境保护的原则，对鼓楼校区所拥有的大量历史建

筑与环境进行充分地保护和合理有效地利用。并结合城市相应的公共空间合理发展相关项目，以达

到更大意义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价值。同时，充分保留和提高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空间需求，将

日常生活区域功能进一步地与城市的商业与文化发展结合，为城市型校园空间发展释放可能的潜力。

01 空间功能布局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将根据未来的发展分为：“礼仪中心区”、“南京拉贝国际和平博物馆”、“国

际交流区”、“教学科研区”、“体育活动区”、“日常生活区”、“教职工生活区”、“综合发

展区”、“文化商业区”、“文化发展潜力区”。同时，鼓楼校区历史性的几个发展轴线将有效地

被保护和成功展示（图 -11 空间功能布局图）。

02 交通基本结构

       本规划提出的交通基本结构，是以机动车交通、轮行交通、步行体系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

疏导校园与城市之间以及校园内部的车行交通条件，充分改善控制车行交通流线，增加有效停车空

间的优良校园机动车行交通体系；与车行交通和校门之间具有换乘条件的公共自行车租赁体系，打

通高差阻碍的顺畅自行车、残疾人车等轮型交通辅助体系；与校园公共空间充分沟通，与主要公共

建筑室内外以及超越高差条件而顺畅沟通，适宜于休闲锻炼的步行体系。

03 历史建筑与公共空间保护展示

      通过本次规划，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大量历史建筑和公共环境空间将得到大尺度的保护和有效地

展示。公共的交通体系，将十分有力地将观众带到这些优秀的历史建筑与空间环境，并与学校的各

个功能性的建筑与空间结合。充分体现出南京大学悠久而深厚的空间人文传统与历史。

04 建筑空间景观规划

         本规划，是在重新定位基础上，鼓楼校区的整体空间将得到整治，交通流线将得到有效的改进，

作为学校本体的公共建筑之空间必需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与发展：这意味着不符合新的社会发展形势，

并占用大量珍贵空间资源的落后建筑将拆除；也因局部合理地精心设计、建设新建筑与设施，包括

公共景观规划设计思考。整体提高鼓楼校区的公共空间景观环境的质量，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市创造

更多美好的文化型公共空间。

图 -11 空间功能布局图

图 -10 重要节点区域分布图

图 -9 三维轴测比较图

图 -8 院系分配表格

Master Plan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Gulou Campus of NJU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保护与发展总体规划3 4

设计说明1.0 设计说明 1.0

汉口路南校门区域

金陵大学历史轴线区域

南秀村路西校门区域

广州路南苑南校门区域

01 未来主要院系

       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而明确的鼓楼校区未来的主要院系所在地及其建筑面积情况如下：

 商学院    安中楼     17000 平方米

 法学院    西南楼     3500 平方米

 工程管理学院    原天文楼、陈裕光公寓旧址                  4200 平方米

 医学院    东南楼     5800 平方米

 物理学院                  物理楼     11170 平方米

 软件学院   费彝民楼    5420 平方米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良楼（文科楼）                  4600 平方米

 数学系    东、西大楼    3600 平方米

       这些主要留在鼓楼校区的院系的基本师生的人数情况，也有一个大致的统计。这将成为整个规

划的空间使用基本容量因素和参数（图 -8 院系分配表格）。

V 鼓楼校区空间结构意向

    本次规划首先对鼓楼校区的整体空间结构提出了几项基本意向性意见，有利于在未来的

发展之中有基本空间形态的把握。

01 校园空间总体意向

       本规划将鼓楼校区的“规划研究范围”之内的校园空间形态区域，总体分为以原金陵大学旧址

区域，加上二十世纪五十年规划建设而成的教学楼 - 校门 - 南苑中心轴线区域，而成为的“历史人文”

区域；由南苑重要部分和汉口西路之南秀村一线的宿舍区域形成的“功能日常”区域；又以北苑其

他的教学、科研用房和用地归纳为“校内生活”区域。

02 空间业态分析

       由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所处于的城市中心区域之空间特色，与城市的实际街巷与公共空间形成

了犬牙交错的空间关系。学校的校园既不能彻底与城市空间隔绝而“独善其身”，也不可能让校园

相交接的城市空间发展不受到学校的影响。尤其是，鼓楼校区的南侧广州沿线 - 青岛路至汉口路系

至上海路，以及南秀村 - 金银街地区，由于城市比邻校园空间区域的“绅士化”倾向发展强劲，是

鼓楼校区未来发展与城市空间业态关系十分有潜力的倾向。因此，本规划提出对这个区域的商业与

城市空间的业态分析，并重视有可能的校园发展与此相对接。以促进城市空间发展与学校的公共空

间发展，在经济与社会意义上获得双赢。

03 重要节点区域的确定

       为了使本规划在整体宏观空间发展上把握原则的同时，又有相对深度的细节性研究分析，本次

规划在鼓楼校区的研究范围之内提出几个区域性重要空间节点，并在随后的专项规划中进行相应的

深化城市设计研究，以达到整体的深化研究水平。

为了确定相关的“重要节点区域”，在此先制定出这些重要节点之评价标准，以利于对“重要节点区域”

的判定。

        评价标准：

         a. 校园出入口，与城市空间的交接部位

         b. 校园内中心区域

              - 交通性 : 主要人流集聚空间场所，交通流线汇集处

              - 礼仪性 : 重要礼仪性空间场所

         c. 边缘性区域

         d. 有潜力的发展区域

        在这样的评价标准的引导与判断下，本规划提出了“汉口路南校门区域”、“南秀村路西校门区域”、   

“金陵大学旧址历史轴线区域”，以及“广州路南苑南校门区域”（图 -10 重要节点区域分布图）。

Ⅳ 鼓楼校区未来总体空间容量

       在南京大学有了仙林校区、浦口校区的共同发展前提下，鼓楼校区的必然需要重新定位，并在

此基础上对其总体的空间容量做出基本的预测与规定，这将成为本规划的空间容量之基本依据。这

里提出的是根据学校已有的决定而确定的容量，作为规划依据。

02 建筑密度与容积率

       对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未来的总体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本规划提出最为原则性的几项建议如下：

       - 总体容积率保持不变或适当降低

       - 建筑密度大幅度降低

       这意味着，在相当一部分不符合要求的落后建筑被拆除之后，释放出更多的开敞的公共空间；

也可能在集中少数区域有所建设，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图 -9 三维轴测比较图）。

03 降低、增加容量的内容

    在鼓楼校园未来的发展内容方面来看，显然需要降低和减少部分的内容，而增加另一些方面的内

容。大致情况应该如下；

     - 减少 : 教学、实验、办公的空间容量

     - 增加 : 公共生活与社会服务（生产）的空间容量

       其中最为明显的应该是，需要大幅度增加公共性的空间，包含室外开敞空间的和室内的公共性

空间。更需要有机地串联这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使得鼓楼校区的公共性空间成为优质的社会交

往、交流、休闲的场所。

序号 院系 本科生（人） 硕士研究所（人） 博士研究生（人） 现状建筑面积（㎡）

1 商学院 1664 1870 386 16885.52

2 法学院 389 576 162 3541.9

3 工程管理学院 414 405 85 4189.65

4 医学院 534 311 643 5746.91

5 数学系 468 164 86 3612.76

6 物理学院 822 404 361 11170.71

7 软件学院 880 253 23 5420

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24 340 26 4552.49

9 海外教育学院 90 0 0 936.1

10 教育研究院 0 91 89 963.1

11 美术研究院 0 60 0 1021.43

12 艺术研究院 0 48 0 935.4

合计 约 1700 4511 1921 61560.1

拟建建筑

拆除建筑



Ⅶ配合校园规划的空间发展与管理制度建设

       鼓楼校区作为南京大学承接了学校历史发展的进程，必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其物质空

间的质量，这也是本次规划的主要任务。但是，校园的整体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的质量，必需具备

相应的空间发展、管理的高水平制度来支撑，才能真正有效。规划的文本，在提供物质空间的规划

设计思考的同时，应该有助于空间发展、管理的公共政策之研究和制定。为此，本规划希望提出这

方面的建议，供相关领导参考。

01 校园发展与建设的决策程序

       校园任何发展与建设项目，需要有更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首先可以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

建议、规划设计、研究、意见征集和最后决策的完整程序，需要集聚相应的专家、学者、利益相关

者、组织管理者、决策者等等，组成合理的组织架构（如委员会、咨询会等）和程序。来满足校园

发展与建设的项目确定与实施，以及以后的管理、运营、服务，避免建设项目的决策过程过于简单、

非专业、不透明，产生不合理的项目确定，从而导致珍贵的校园空间场所遭到破坏或者国家和学校

的建设资金遭到浪费。

·以“小白楼”为例

    “小白楼”（贝德士旧居）在 2002 年仓促决策过程之中被拆除，近年来，在南京大学许多重要学

者和大量校友的强力要求之下，通过相对民主、科学的机制而确定了复建的决策。这个从拆除到复

建的过程，实际应该是需要很好建立南京大学校园建设决策机制的警示。

02 校园建筑与空间使用的管理机制

     与校园建设相对应的，我们更需要建立更为科学、专业、高效、共享的校园建筑与空间使用的管

理机制。尽管学校有房产管理处和相关的物业管理部门，另有校园的保安体系等，各院系也都有相

关的使用管理人员，并制定有相关的使用与管理条例或规范。但是，南京大学校园的建筑与空间使

用的管理水平是不高的，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呈现出相当程度消极、破旧、拥挤等现象，许多公共建

筑的内部空间的管理完全是不是以公共人群的价值而确定，而是简单地以少数使用者甚至是物业管

理者的方便而设立的，导致许多原本设计良好的公共空间失去意义。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校园空

间不够文明的表现。需要在管理机制上下大的功夫，尚能有所改进：首先需要提高管理人员的基本

素质，提高服务师生、公共社会的强大意识；其次，对校园内的公共空间做不同等级的分类，确定

保护、管理的等级与职责；制定全校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从学校到各院系的不同部门实施多方位、

多层次的空间管理机制。

       还需要建立相关的监督与宣传机制，让南京大学的师生都能主动参与到对公共空间的维护之中

来，严格监督、杜绝在校园空间之内，产生私自、随意破坏或违规的公共空间使用和占用、挪用行为。

0 10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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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路南校门区域

           此节点区域，是作为鼓楼校区的主校门。由汉口路贯通与城市主干道中山路和上海路的交通，

鼓楼校区的教学、科研区的北苑、生活区的南苑在此分立。作为南京大学的对外形象，鼓楼校区的

生活、工作交通之流线，此节点区域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过度建设以及与城市发展之

间的不协调，已经使得这个节点区域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城市与校园多方面的空间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本次规划将此节点区域划定在北至北苑校南大门、南至南苑食堂北墙，东西各至现有交

通道路边沿。试图在此较为宽阔的区域里，通过多种空间规划措施，以达到解决相关的历史建筑与

环境的保护问题；城市与校园之间的车行交通流线畅通和停车问题；公共空间绿化与步行体系的营

造问题，以及环境记忆空间留存问题。作为南校门为中心的鼓楼校区主轴线，需要通过南苑的空间

延生而得到加强。本次规划通过拆除了南苑教学楼之后营造礼仪性的广场，作为校区主轴线延生之

后的南部端点，建议将 100 周年铜鼎搁置此点以终结轴线，与北侧烈士纪念碑形成呼应；同时，在

此礼仪广场的地下形成地下停车，为南苑和鼓楼校区提供主要的公共停车条件，并与进入南苑空间

的车行交通形成合理的流线，较为彻底地解决此节点区域的交通流线问题。以此，中轴线上的地面

道路成为完全步行体系的公共空间，“小白楼”（原贝德士旧居）得以重新复建，并与“南芳园”、

“报栏”、“杉树林”等共同构成历史空间记忆场所，充分展示鼓楼校区近代以来的各种丰富多彩

的人文历史传统。（图 -12 汉口路南校门区域图）

·南秀村路西校门区域

        此节点区域，是鼓楼校区西侧与城市街巷空间交接位置，地形与空间特点非常突出。由于地形

和历史的原因，作为城市道路的平仓巷、南秀村路、金银路在此形成曲折的连接关系，并将鼓楼校

区的用地切割成极为破碎的地块。在城市交通、社区发展、校园形象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空间问

题。同时，南秀村路由西向东，金银街及金银路由北向南，都出现了十分强劲的“绅士化”街区发

展势头。此节点区域的空间规划，需要通过整体的改造、整治措施已解决以上问题，并改变该区域

的空间消极、发展落后，以及有碍校园形象的情形。

       主要采取的措施为：疏通南秀村路的金银路口至上海路段，使之成为双向交通而与金银路形成

环路；原“天文楼”与“陈裕光公寓旧址”共同作为工程管理学院的场所，整体规划设计而调整出

入口；在南秀村路与金银路交接道路的西北侧，原化学危险品仓库处，连同物理学院的低温实验室

的用地，可整体开发综合楼宇的城市设计改造。此举，有望较为彻底的改变该区域的落后、消极的

空间形象，并为鼓楼校区和城市提供相当的公共停车、消费空间以及办公、实验空间；同时，沿金

银路的东侧之校区内的逸夫楼后院以及两处民国小楼（金银街 2、4 号民国建筑，原冈村宁次寓所

旧址）区域，也有望得到空间的积极化改造；建议对西校门延伸南秀村西侧路口处，作为象征性的

城市空间之中的校园区域之标识。（图 -13 南秀村路西校门区域图）

· 金陵大学旧址历史轴线区域

        本区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历史最为悠久、社会认知度最高的空间场所，也是作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所在地。此区域将实行严格的保护和有效的展示措施，所有的历史建筑都将仔细修缮

并有相关的信息介绍，周边的环境空间之古树名木等绿化场所都在严格保护之列。本次规划建议，

在原地质实验楼处规划与大礼堂形成空间对称布局的博物馆；并开通东侧车行路，与鼓楼校区东门

（天津路）沟通；北大楼后的配电所和“大平房”拆除之后，建设半地下停车场以及北侧车行通道

至游泳馆，与东门形成环路交通结构；以此，将在充分保护历史校园的文化空间形象的同时，有效

地改善鼓楼校区东侧的交通条件。（图 -14 金陵大学旧址历史轴线区域图）

· 广州路南苑南校门区域

     本节点区域，作为鼓楼校区的最南端，既与城市繁忙商业空间交接又是鼓楼校区重要的生活设施

区域。本次规划，试图在原基础上采取相关建设与改造措施，提供更有效的服务空间，进一步改善

这一区域的南京大学之城市空间形象：依据东侧的拉贝故居加之北侧原专家楼地块，与南京市政府

合作建设“南京拉贝国际和平博物馆”，改变小粉桥路口的脏乱差现象；在原 12 舍、11 舍至南侧

广州路边地块，规划设计为鼓楼校区以及城市提供高层次服务的酒店及办公综合楼，同时提供相当

数量的地下停车空间；在此项目的北侧，需要预留穿越小粉桥而连同中山路的东西向车行通道，以

满足“和平博物馆”和“酒店”的交通服务需求。（图 -15 广州路南苑南校门区域图）

图 -12 汉口路南校门区域图

图 -13 南秀村路西校门区域图

图 -15 广州路南苑南校门区域图

图 -14 金陵大学旧址历史轴线区域图

04 绿化及景观

     通过本次规划，鼓楼校区已有绿化景观在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还将根据空间结构和交通体系

等增设绿化景观空间的内容。使得未来的鼓楼校区，在原有优美的绿化景观基础上更为增色。

05 总体建筑物整治

     本次规划，对鼓楼校区的建筑物提出了基本整治要求，根据空间位置、发展条件、历史价值、建

筑质量、使用情况等等因素的考虑，而分为不同各种策略与等级，为学校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有效

的建议。

06 重要节点区域的综合规划

     对于已经通过特定的评价标准（V-03）而确定的鼓楼校区“重要节点区域”，本次规划进行较为

深度的综合规划与设计。为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保护与发展总体规划，提供具有时序性有效意义的

推进措施。以下分别介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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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1.0 设计说明 1.0



2.0 定位与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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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SWOT分析2.0 定位与SWOT分析 2.0

规划研究范围

 南大历史的溯源之地  南大精神的展示空间

01 规划研究范围 02 校园建筑空间形态



规划研究范围 规划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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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SWOT分析2.0 定位与SWOT分析 2.0

 科学思想的交流场所  人文绿色的汇聚之园

03 地形图 04 校园现状高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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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SWOT分析2.0 定位与SWOT分析 2.0

06 Weakness 劣势

·校园空间局促，建筑体量拥挤，公共活动空间缺乏

·校园周边局部交通的通达性差，内部车行交通受地

 形制约较大

·校园功能布局分区过于单一

·自然地理特征与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未得到充分利

 用，景观品质不高

·师生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落后

08 Threaten 挑战

·在既有的校园物质环境中重新调整功能容量的难度

·在既有的校园物质环境中重新调整交通流线的难度

·在既有的校园物质环境中增加公共活动空间的难度

·鼓楼校区与仙林校区需要进行配合协调发展、运作

 的难度

·增加城市互动与公共性，促进社会化运作的难度

05 Strength 优势

·鼓楼校区作为南京大学老校园和金陵大学旧址，具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地处南京市中心地区，具有独特的城市空间价值

·周边城市交通便利，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强

·地形起伏明显，绿化充足，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特

 征
·具有非常高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感

07  Opportunity 机遇

·社会发展条件下，鼓楼校区的文化历史资源价值不

 断提升

·社会发展条件下，鼓楼校区所代表的高品位教育、

 文化场所的需求不断提升

·社会发展条件下，城市高品质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

 不断提升



3.0 总体空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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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空间容量3.0 总体空间容量 3.0

商学院 

法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 

医学院

物理学院 

软件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数学系  

01 主要院系及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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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空间容量3.0 总体空间容量 3.0

拆除建筑

02  建筑密度与容积率

·总体容积率保持不变或适当降低

·建筑密度大幅度降低

拟建建筑

03 空间容量的总体变化

·减少 : 教学、实验、办公的空间容量

·增加 : 公共生活与社会服务（生产）的空间容量



4.0 校园空间结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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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空间结构意向4.0 校园空间结构意向 4.0

规划研究范围

规划研究范围

02 城市空间业态分析01 校园空间总体意向

校内生活

历史人文

功能日常

受影响区域范围（启动城市设计）

异域小资空间

“南秀陶谷”——绅士化城市空间

城市商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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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空间结构意向4.0 校园空间结构意向 4.0

规划研究范围

汉口路南校门区域

金陵大学历史轴线区域

南秀村路西校门区域

广州路南苑南校门区域

重要节点区域

03 重要节点区域



5.0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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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5.0 总体规划 5.0

规划研究范围

日常生活区

教职工生活区 文化发展潜力区

综合发展区

文化商业区

体育活动区

礼仪中心区

南京拉贝国际和平博物馆

国际交流区

教学科研区

0 50 100 200m

N

01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总体规划总平面图 02 空间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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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200m

N

校园车行道

校园慢行道（自行车行 + 人行） 地面停车场

公共自行车点

无障碍通道

校园人行道

地下停车场轨道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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