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续生成肌理、融入城市生活的景德镇陶瓷厂区城市设计研究 

刘小凤  刘 岩  李蓓蓓 

 

【摘要】城市肌理的演进脉络是一个城市历史发展的缩影，本文以景德镇三个时期（宋元、明清、

建国后）形成的三片工业遗址改造为例，探索城市空间形态与各时期人类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从保护城

市肌理演进脉络的角度出发，分别运用多种城市设计手法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使各地块成为具有历史

感、地域性和人性化的空间场所。 

【关键词】城市肌理；保护延续；城市设计；功能转型 

 

 

1．不断演进的城市肌理 

在这篇文章刚写好的时候，云南云泽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三十年来，这个群体

的总数已经达到 121 处，如果再加上各类省级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将占据中国地

级市总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已经与悠久的历史密不可分。不同时期

的城市肌理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留下了印迹。尽管在现代城市更新中存在经济开发区建

设、CAD 建设等一系列改变城市面貌的建设行为，但历史记忆的载体——传统的空间肌理仍

是城市文化的精髓。 

从这个意义出发，城市设计作为我们国家法定规划体系内外唯一专注城市形态的规划类

型，应当用文化遗产保护中功能延续性原则，而不是更多的从创造性上去判断一个城市的形

态走向，在这个过程中对城市肌理演进脉络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城市空间形态变化。 

景德镇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陶瓷工业在千年以来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功能，

城市的传统肌理经历了从传统窑房、坯房、居住、商铺直至码头的单向流线到城市专业化分

工再到集中生产的转变历程，认识空间发展的脉络成为城市设计工作开展的前提。 

2．景德镇主要工业改造片区的生成逻辑分析 

景德镇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因产业兴城的重要代表，因为陶瓷产业的发展，它被西方



 

 

国家称为“工业革命之前最早的工业城市”1。在这个“因瓷而生、因瓷而兴”的城市中蕴

藏着大量代表和反映陶瓷辉煌的历史遗存。从宋代开始，为了适应陶瓷生产的需求，城市沿

河而置，以自然山水作为城市的天然屏障，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孤例。笔者选取了景

德镇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工业遗址片区来详细阐述这个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 

 

 

 

 

 

 

  景德镇落马桥遗址片区                  景德镇建国片区               景德镇宇宙片区 

2.1 景德镇落马桥遗址片区——宋元时期形成的城市肌理 

宋元时期景德镇已经从村市阶段（生产靠近原料产地）转向集镇阶段（集中化生产）。

从窑业遗址的分布情况看，镇区（昌江中游东岸）瓷业集散功能增强，窑厂密集，吸引了镇

区以外的窑厂、人口向城区靠拢，形成“沿河建窑、沿窑成市”的格局。落马桥遗址片区紧

邻昌江，从落马桥元代窑址以及刘家弄作坊群、吊脚楼窑址地下的宋代及元代窑业堆积可以

看出，该片区曾是宋元窑址集中区，且在窑厂交汇处形成陶瓷产品交易市场以及人民生活用

品集散地（刘家弄、中山南路此时已经形成）。 

宋元时期的生产线路为较简单的条形线路，从昌江运送原材料经刘家弄到达窑址区，生

产的成品可于中山南路交易或经刘家弄至昌江运送至外地，逐步形成小型的窑作厂业链：码

头（原料输入）——作坊群——窑房——店铺。该片区经过明清专业化分工、建国后大生产

时期的逐步演变，最终形成了多元风貌的工业片区。 

                                                             
1
 1920，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宋元时期刘家窑片区功能复原图 

2.2 景德镇建国片区——明清时期形成的城市肌理 

明代，景德镇城市的格局是以御窑厂为中

心逐步形成的，由于沿河设场置窑无法避免昌

江水患，窑厂逐渐向距河尚有距离的珠山北北

麓、东麓等较高地段迁移。至清代，景德镇镇

区面积不断扩大：镇区主街道前街和后街平行

于河道，南北贯通。后街两侧地势高，无水害，

建筑以窑厂，坯房为主；前街两侧地势低，时

有水患， 建筑以红店、瓷行、颜料店、商铺、

民居等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陶瓷生产专业

化分工。 

景德镇建国片区正位于窑房、坯房密集

区域。该片区于 2005 年曾列入景德镇十大旅

游片区，即柴窑作坊民巷区。现存老罗汉肚

作坊群 “一窑十坯”的空间肌理是研究该片

区历史肌理的重要依据。据现场勘查以及翻

阅资料可知，坯房生产白胎所需的泥料从昌

江沿岸湖南码头和东西向街巷，经过老罗汉

肚巷运入坯房；白胎加工成型后通过老罗汉肚巷运入徐家窑，同时松柴也从中渡口码头运

到窑房；在徐家窑烧制成功的瓷器，经过老罗汉肚巷运往码头或商铺。而建国后建造的厂

景德镇清代后期城市格局 



 

 

房体量与明清时期窑房、坯房的体量有一定

的模数关系，据推测是在拆除原有窑房、坯

房的基础上建成的，但两个时代的建筑物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2.3 景德镇宇宙片区——建国后形成的

城市肌理 

建国后，随着陶瓷企业公有制的扩大，景德镇对瓷

厂的厂房、人员和生产品种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从

1953 年开始，景德镇便采取“以老带新”、“以先进带

后进”的办法，将分散的条件差的企业，变成集中的全

能瓷厂。所谓全能，即厂区生产包括从原料精制、制坯、

烧炼、加工、直到瓷器包装出厂的整个生产流程。宇宙

瓷厂就是在这样的工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产生的。 

宇宙瓷厂建于景德镇东郊地区，它的生产模式发生

转变，成型由手工改为机械化生产，燃料由烧柴油改为

烧煤，它成功研制陶瓷生产新工艺——成型流水作业线，称为“九龙上天”。这类生产技艺

的变化对工业厂房形态提出的新的要求。宇宙瓷厂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了典型的苏联形态厂

房，即包豪斯风格厂房，且厂区形成从原料储藏车间——成型车间——烧炼车间——彩绘车

间——选瓷车间——包装车间整套流程。各功能厂房也按照不同环境需求采取不同的建筑形

式。由此可见，宇宙瓷厂见证了景德镇大生产时代的辉煌。 

3．保留并延续城市肌理的生成逻辑，推动城市功能的现代化转型 

三片工业遗址区的空间肌理变化均与陶瓷生产密切相关，它们涵盖了各个时期的各类建

筑类型，如宋元时期的地下窑业堆积，明清时期的窑房、坯房、民居及商业建筑，大生产时

代的工业厂房等，这些现代遗存应整体保护与利用。但由于片区形成时期的不同，各地块建

筑类型有所区别，历史在城市空间上所留下的层层叠加的印迹各不相同。因此，在城市现代

化转型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设计方法。 

宇宙瓷厂工业流程 



 

 

3.1 历史文化价值评估作为城市设计的主要依据 

遗址区内工业遗产极其丰富，各个时期的遗产不断拼贴与叠加，但由于长期缺乏规划与

保护，很多工业遗产以及周边环境遭受破坏。为了进一步的保护与利用，首先应建立此类工

业遗产的评价体系。考虑到工业遗产与文物古迹之间的差异，其判断标准应根据工业遗产的

特性进行一定调整，因此我们在遗址片区内提出 2 类评价体系。 

首先采用历史地段的评价标准，将各地块按照文物、建议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与

传统风貌相协调建筑、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建筑五个层次进行分类。建议历史建筑大都为一

层坡屋顶木构架建筑，它们大都建于明清及民国时期且建筑质量较好。传统风貌建筑指各时

期（明清、民国、建国后）能反映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建筑以及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民居、商业

建筑。 

 

 

 

 

 

 

 

 

 

       景德镇落马桥遗址片区传统风貌评价                       建国片区传统风貌评价 

笔者根据工业遗产的特殊性，在以上传统风貌建筑的基础上评价出“推荐优秀近现代工

业建筑”，这类建筑虽然在建筑

风貌与形式上与明清时期的小

尺度建筑不同，但他们跟建议历

史建筑一样能反映建国后景德

镇陶瓷生产的历史，经调查研究

认为此类建筑应至少满足以下

五点中的两点：（1）建筑年代在

50 年以上，（2）承载厂区生产



 

 

流线上的重要工序，（3）烧制过具有代表意义的重要陶瓷产品，（4）体现一定时期工业建筑

的基本特征，（5）建筑质量相对较好。通过这类标准，我们在三片遗址区内评价出 47 处推

荐优秀近现代建筑。其中落马桥遗址片区 28 处，建国片区 8 处，宇宙片区 11 处。                                  

3.2 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基础 

工业遗址片区融合各时期的建筑，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建筑形态、空间肌理，但是它们几

乎都是基于陶瓷生产而产生的。单一的功能使得片区逐步走向衰败，如何基于延续传统肌理

的基础上激活各个片区是设计的重点。 

3.2.1 传统建构筑物的保护 

 

 

 

 

 

 

 

 

 

 

 

 

   

 

                        

片区内部建筑类型十分丰富，有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民居、坯房、窑房、商铺，有建国时

期的小型的作坊，有建国后大生产时代的原料车间、成型车间、烧炼车间、选瓷车间、彩绘

车间等。这些建筑都是景德镇传统文化的缩影。 

民居建筑的保护：落马桥遗址片区以及建国片区内蕴藏了大量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它们

 遗址片区传统建构筑物 

   图片由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广泛使用修窑时废弃窑砖、匣钵、垫饼、尾砂等，这些材料经高温烧制，耐久性强，有特殊

的颜色和质地。其中的窑砖更是广泛使用于建筑围护结构，使片区整体呈现统一的风貌。设

计时需要整体保护这类建构筑物，包括它们的院落空间、建筑构架及维护结构等。  

坯房、窑房的保护：坯房、窑房建筑是景德镇文化的代表。落马桥及建国片区分布着大

量的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坯房建筑，它们大部分由正间、廒间、泥房形成三合院，房屋均向庭

院敞开，以提供良好的干燥条件和充分的干燥场地，功能布局紧凑，内置“回字形”生产线，

应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作为展示空间或生产空间；而传统窑房体量巨大，一层烧窑，二层

供工人居住，它们大都被烧或被改建，设计时我们应当局部恢复或遗址展示。 

其它特色建筑的保护：三个片区内还富含其它各类特色建筑，他们是各个时代景德镇人

民生产和生活的见证。如落马桥遗址片区内宋代已经形成的中山南路商业街两侧的商铺，红

光瓷厂北侧建国时期形成的小型作坊，以及三个片区内建国后形成的大型厂房等等。他们虽

然在体量及风格不协调，但是都富含各个时代的特征，在延续传统肌理的观念下，应该分类

保护及利用。 

3.2.2 保护传统街巷尺度、改善道路交通 

重点保护落马桥遗址片区在宋元已初具形态的传统街巷，沿河建窑、沿窑成市的组织生

产模式决定着该片区内所有的横向的街巷均垂直通往昌江。虽然部分街巷被建国后新建的大

型厂房所打断，但这种叠合的肌理更具有文化内涵，因此设计时应打通厂区与街巷之间的通

道，使片区形成完整畅通的步行通廊。 

传统街巷界面的形态主要取决于建筑的街巷两侧建筑的形态与布局，传统建筑布局适宜

进落式为主，如刘家弄两侧部分传统建筑的界面形态，这样宜形成连续的空间界面。而现代

流行建造的居住用房，多采取行列式的建筑布局方式，从而完全破坏了原有的组织方式和邻

里关系，在布局模式和尺度上破坏了传统的空间肌理。因此，在刘家弄、大花园弄、小花园

弄等传统街巷的保护中，应通过各种设计手段达到进落式布局所形成的界面，如在两幢单体

建筑之间利用围墙为围合等。 

三片遗址片区以文化旅游展示功能为主，各片区应满足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城市消防等

要求，在现状车行道路的基础上适当拓宽，拓宽车行道大都为 7 米，局部地段无法拓宽时可

布置 4 米～4.5 米的单行交通，但应保持单行交通的连贯性，如宇宙厂区的中心地段等。遗

址片区内步行交通应在现状道路的基础上保持连通性，局部地段可拆除部分质量较差房屋来



 

 

组织游览线路。 

宇宙厂区近年来由于地势较低，且排水系统不完善，经常出现淹没状况，给周边的居民

带来很大困扰，因此规划时应针对性进行道路竖向设计，同时完善厂区排水系统。 

3.2.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为千年瓷都景德镇，其非物质文化

遗产最主要的项目就是传统手工制瓷技

艺。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具有一个庞

大、完整、精细的技艺体系，是中国陶瓷

传统制瓷技艺最杰出的代表。它大致包含

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加工配制技艺，

（2）瓷器成型手工技艺，（3）柴窑烧成

手工技艺，（4）陶瓷装饰手工技艺，（5）

窑炉作坊营造手工技艺，（6）辅助行业手工技艺。而且这些技艺具有群体性特点，正如明代

《天工开物》的记载：“共计一坯功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因此，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应注重通过活态的生产作业保护与传承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如红

光瓷厂的青花玲珑瓷生产技艺、传统粉彩制瓷技艺等。 

除了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景德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与瓷业密切相关的瓷业习俗，

瓷业技艺、瓷业祭拜习俗、民间故事等。在片区设计过程中应适当利用传统厂房、会馆等场

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展示空间。 

3.3 制定有针对性的城市设计方案 

景德镇三片改造片区虽然都跟陶瓷生产密切相关，但是历史赋予它们不同的空间形态，

它们在空间上是相对孤立的三片区域，因此在改造的过程中应根据各自的特色突出各个片区

的主题，更好地为城市服务。 

3.3.1 落马桥遗址片区 

规划策略：以历史博物馆为纽带，保留不同时期的工业建筑类型，整合建筑风貌肌理，

延续现代生产功能。 

传统手工制瓷技艺 



 

 

片区历史遗存及其丰富，地下蕴藏着元代青花遗址，地面有明清作坊、民居、解放时期

的小型作坊，解放后大生产时代的大型厂房各类建筑。面对这些层层叠加的历史遗存，设计

时应注重整体开发与利用，使它成为一个三维的空间体系： 

（1）拆除元青花遗址片区的部分地面建筑，建设一座现代博物馆，博物馆建筑墙体以

红砖为主，墙面上大片的玻璃窗使周边的红砖建筑群也成为展示的一部分，屋顶加设锯齿形

的玻璃构件，不仅与西侧成型车间的人字形厂房相呼应，而且增加博物馆内部采光； 

（2）整体开发展示地块的地下空间，重点保护地下空间蕴藏的元青花遗址，将新博物

馆建筑与周边各时期工业建筑的地下部分打通，通过步行长廊与一个个遗址坑组合地下展示

空间； 

（3）在博物馆群的建设基础上，整合片区建筑风貌肌理，塑造多样的广场空间及步行

廊道，连通以光明瓷厂为代表的都市工厂区，形成完整的传统工业展示区域。 

落马桥遗址博物馆南北向剖面 

 

 

 

 

 

 

   景德镇落马桥遗址片区改造方案 

3.3.2 建国片区 

规划策略：保留明清“一窑十坯”的传统空间格局，引入新型文化创意产业，突出两

个主题片区。 



 

 

建国片区是由明清时期的窑房、坯房组团经过工业化大生产逐步演变而成，呈现出两个

时期截然不同的空间肌理。设计时，可以通过引入不同的城市功能形成不同的空间主题。 

柴窑作坊民巷主题：明清时期的坯房与窑房大都是以组团的形式出现的，这样有利于陶

瓷生产。设计时重点保护这类空间肌理，适当时应小规模恢复，作为陶瓷生产展示空间。以

徐家窑及老罗汉肚作坊群的保护为例：（1）重点保护老罗汉肚现存 7 组坯房，置换现状的居

住功能，形成传统制瓷作坊的展示空间；（2）拆除周边乱搭乱建建构筑物，形成完整的游览

路线；（3）在徐家窑原址按照明清柴窑建筑的特点复建窑房，内部空间主要以展示功能为主。

在重点打造窑房、坯房展示空间的同时梳理周边的传统民居建筑群，必要时进行小规模改造，

改造后的建筑体量、形式与外观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内部可做必要的更新，适应现代生活

及使用功能的需要。 

文化创意产业主题：利用建国瓷厂厂房布置文化展览、创意办公及艺术家工作室等功能，

局部地段可拆除部分厂房形成厂区的公共空间，完善厂区内部的步行系统。 

景德镇建国片区效果图 

3.3.3 宇宙片区 

规划策略：结合周边厂区形成城市副中心区，一部分作为工业遗产，一部分为城市服

务。 

宇宙片区位于城市主要发展轴的东部，距老城区 2.6km，它与周边为民、陶机、万能达



 

 

瓷厂，铁路战场等一起构成了景德镇东部的门户区域。笔者结合凤凰山山脉、老南河水系整

体规划此区域，形成一个城市副中心区，带动整个东部片区的发展。 

片区北临城市主干道——朝阳路，南临城市次干道——新厂西路，在朝阳路一侧规划现

代商业中心，包含大型商场、酒店、办公等功能，与北片设计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城市文艺

汇演区相衔接，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而南侧主要以商务办公为主。两侧的城市服务功能

吸引了周边大量的人群，为地块带来了活力。 

在为城市服务的基础上，设计结合大生产时代具有典型苏联形态的工业厂房形成以博物

馆、大师工作室、陶艺商业、餐饮酒吧为主的工业博物馆群。通过片区北侧的广场入口以及

片区南侧的绿地空间将人群由两侧引入片区内部。内部游览空间主要是通过室外塑造的多样

的公共空间组织形成的，包括宇宙瓷厂内部大型窑房之间的水景空间、围绕陶溪川主轴形成

的商业空间等，这些公共空间的塑造是保持片区活力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在大生产时代的人

字形或锯齿形厂房中间插入稍微突起的玻璃盒子或者小片的公共绿地，既满足人们公共活动

的需求，也为工业建筑置入了现代空间元素，塑造了新的空间肌理。 

 

 

 

 

 

 

 

 

 

 

 

5．结语 

本文在对景德镇三片工业遗址片区生成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城市设计研究，笔者认为

要形成与传统城市肌理相协调的具有历史感、人性化、地域性的片区，必须以历史文化价值

宇
宙
片
区
北
入
口
广
场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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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作为城市设计的主要依据，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基础，在延续传统城

市肌理的前提上，有重点地赋予片区现代城市功能，将城市塑造成文化价值突出，生活便利

的市民乐园。 

（本文研究基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园概念规划》及

相关项目研究，项目主要参与人：霍晓卫、张飏、刘岩、李蓓蓓、刘小凤、段兴平、贺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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