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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二、建设标准

三、管理要求



 国家强制标准

规划

设计

1、《科研建筑设计标准》（JGJ-91-2019）

2、《科研建筑设计规范》（PJGJ91-2019）

3、《科学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 （JGJ91-93）

4、《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 50346-2011）

5、《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19489-2008）

 行业相关标准及文件

1、《孵化器孵化服务标准》（2012.03）

2、《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建设设立条件和标准》

   （2016.12 ） 

管理服务

认定标准

一、编制背景

实验室

(一）相关标准



 其他研究类文件

1、《成都市高品质科创空间规划设计导则》（2020）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06）

2、《高科技研发建筑特征研究》

3、《众创空间（联合办公）服务标准》

一、编制背景

(一）相关标准



商务写字楼A级
服务对象：总部型商务办公
建筑形态：高层、超高层为主
风貌： 简洁流畅。以玻璃为主，优美简洁
形态，形态上具有标识性。

《西咸新区规划建设品质标准（2020）》

商务写字楼B级
服务对象：一般型商务企业
建筑形态：高层为主
风貌：时尚简约。以玻璃，板材结合，直
线立方体组合。

 与商务写字楼的差异及管控目标

科技研发建筑
服务对象：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园区
建筑形态：一般60米以下
风貌：生态科技。玻璃幕墙占比较低，金属
板材、砖石为主，立面变化较丰富。一般为
浅色系灰白色调。

(二）对象界定

一、编制背景
适用对象：为科研创新机构、中小型科技企业等提供联合办公、

科研设计、中试检测等功能空间的项目。

（中试检测：产品正式投产前的试验和检测）



共享开放（5项）
公共管理设施、产业服务设施、商业休
闲设施、特色服务设施、景观环境设施

• 精准配置多重需求、多层级需求的公

共服务设施和绿化景观

二、建设标准

美观（4项）
风格、材质

建筑组合、色彩

实用（2项）
层高、服务设施

绿色（2项）
绿色清洁
环境景观

智慧（2项）
安防、交通

集约（2项）
指标、功能

园 区 建 筑

科技创新园区——科技研发建筑两个层级



“面向未来的实用型科研建筑及园区”

（现代、科技)

二、建设标准



二、建设标准——园区
园区标准

1 公共管理设

施
公共管理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平方米，至少包括党群服务、政务服务、人才服务等功能。

2 产业服务设

施

（1）产业服务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包括：生产检测认证、人才教育培训、金融咨询等功能；

（2）会议展演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

（3）酒店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8000平方米，房间数不得少于150个。

3

商业休闲设

施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9000平方米，应集中设置，建议形成商业街或结合轨道站点形成TOD综合体，鼓励提供延时服务，提
升园区夜间城市活力。具体设施应包括：
（1）生活超市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可不含生鲜功能；
（2）商业餐饮设施，建筑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
（3）影剧院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
（4）室内综合健身馆1处，应包括羽毛球、游泳及综合器械等功能，有条件的可结合建设室内网球、篮球馆，建筑面积不
小于5000平方米；
（5）综合书店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

4 特色服务设

施
学前儿童托管及教育培训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

5 景观环境设

施
应配置科创公园1处，占地面积不小于10000平方米，建设内容应包括室外夜光球场等多功能运动场地。



控制要求 公共管理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平方米，至少包括党群服务、政务服务、人才服务等功能。

做法  

1、公共管理设施

二、建设标准——园区



控制要求
产业服务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包括：生产检测认证、人才教育培训、金融咨询等功能；
会议展演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
酒店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8000平方米，房间数不得少于150个。

做法

2、产业服务设施

二、建设标准——园区



控制要求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9000平方米，应集中设置，建议形成商业街或结合轨道站点形成TOD综合体，鼓励提供延
时服务，提升园区夜间城市活力。具体设施应包括：
（1）生活超市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可不含生鲜功能；
（2）商业餐饮设施，建筑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
（3）影剧院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
（4）室内综合健身馆1处，应包括羽毛球、游泳及综合器械等功能，有条件的可结合建设室内网球、篮球馆，
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
（5）综合书店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

做法

3、商业休闲设施

二、建设标准——园区



控制要求 学前儿童托管及教育培训中心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

做法

4、特色服务设施

二、建设标准——园区



控制要求 （1）应配置科创公园1处，占地面积不小于10000平方米，建设内容应包括室外夜光球场等多功能运动场地。

做法

5、景观环境设施

二、建设标准——园区



建筑标准

集

约

1 控制指标 新建科技研发型项目用地容积率不得大于2.3，并不得小于1.5，建筑高度应控制在60米以下。

2 功能构成
应形成科研办公、生活居住、服务配套等多元化复合功能；
其中非科研办公类功能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0%。

美

观

3 建筑风格 应通过简洁硬朗的现代风格建筑形态体现都市科技感。

4
外立面材质

（1）合理控制玻璃幕墙比例，通过陶板、铝板等新型材料以及真石漆、石材等材质组合使用形成丰富的立面变化；

（2）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屋顶及立面各类附属设施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

5 建筑组合 建筑群体应在统一建筑风格基础上，进行差异化设计。鼓励设置空中连廊及共享平台形成多样化建筑组合和连片慢行空间，提供多元共享的公共交往空间。

6
色彩

（1）一般以低饱和度中、浅色系色彩为主色调。
（2）紧邻历史风貌建筑的可适当结合周边环境，适当采用相协调的深色进行色彩协调。

实
用

7

层高

（1）办公功能结构层高不低于3.9米；

（2）中试孵化功能结构层高不低于4.2米。

（3）首层结构层高不低于4.5米。

8

服务设施

（1）结合入口设置不小于15平方米的快递投送网点；

（2）科研办公项目应结合主入口或服务核心，于建筑首层设置不小于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应包括共享大厅、共享会议、共享食堂、健身房、咖啡厅、
便利店、书吧、图文打印等功能，鼓励结合需求设置智能商务睡眠仓等智能化设施；

（3）鼓励结合室外空间，设置室外体育活动设施及小型球场。

绿
色

9

绿色清洁
（1）应达到相应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2）集中供冷供暖，保证中试孵化等房间实现室内恒温恒湿，能源供应方式应尽量采用干热岩等清洁能源。
（3）双回路市电，后备发电充足，保证停电时中试孵化及科研实验功能部分不断电。

10

环境景观
（1）24m以下建筑屋顶应设置不小于50%的可供活动的绿化场地；

（2）建议通过垂直绿化打造层次丰富的景观环境；
（3）在临城市道路、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区域，塑造鼓励交往的开敞空间，不得设置围墙。

智
慧

11
智慧安防

（1）实现智能监控安防系统；

（2）实现科研办公区域的通道闸机100%安装智慧身份识别装置。

12 智慧交通
（1）应实现人车分流，有条件的园区可通过空中连廊实现立体分流；
（2）实现智能停车管理系统，须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预留充电设施车位数量的30%应建成。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新建科技研发型项目用地容积率不得大于2.3、并不得小于1.5，建筑高度应控制在60米以下。

做法

1、控制指标

LOFT49：2.0，60米 天目里：2.2，50米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应形成科研办公、生活居住、服务配套等多元化复合功能。

其中生活及服务类功能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0%。

做法

2、功能构成

产业研发用地
用地面积：215亩、总建筑面积：29万平米
• 研发生产70%：20万平米
• 服务配套30%：9万平米

研发办公用地
用地面积：91亩、总建筑面积：17万平米
• 研发办公80%：13 万平米
• 服务配套20%：4万平米

科研用地
用地面积：43亩、总建筑面积：7 万平米
• 科研办公80%：5.6万平米
• 服务配套20%：1.4万平米

研发办公 研发办公

研发办公
配套服务 配套服务

配套服务

生
产

生
产

生
产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应通过简洁硬朗的现代风格建筑形态体现都市科技感。

做法

3、建筑风格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合理控制玻璃幕墙比例，通过陶板、铝板等新型材料以及真石漆、石材等材质组合使用形成丰富的立面变化；
禁止使用普通涂，屋顶及立面各类附属设施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

做法

4、外立面材质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
要求

建筑群体应在统一建筑风格基础上，进行差异化设计。鼓励设置空中连廊及共享平台形成多样化建筑

组合和连片慢行空间，提供多元共享的公共交往空间。

做
法

5、建筑组合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一般以一般以低饱和度中、浅色系色彩为主色调。

紧邻历史风貌建筑的可适当结合周边环境，适当采用相协调的深色进行色彩协调。

做法

6、色彩

二、建设标准——建筑



7、层高

控制要求

（1）办公功能结构层高不低于3.9米；

（2）中试孵化功能结构层高不低于4.2米。

（3）首层结构层高不低于4.5米。

修改前：办公功能净层高不低于3米，中试孵化功能净层高不低于3.6米。

做法

不低于3.9米 不低于4.2米
办公 中试孵化

二、建设标准——建筑



8、服务设施

控制要求

（1）结合入口设置不小于15平方米的快递投送网点；
（2）科研办公项目应结合主入口或服务核心，于建筑首层设置不小于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应包

括共享大厅、共享会议、共享食堂、健身房、咖啡厅、便利店、书吧、图文打印等功能，鼓励结合需求设置
智能商务睡眠仓等智能化设施；

（3）鼓励结合室外空间，设置室外体育活动设施及小型球场。

做法

二、建设标准——建筑



9、绿色清洁

控制要求
（1）应达到相应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2）集中供冷供暖，保证中试孵化等房间实现室内恒温恒湿，能源供应方式应尽量采用干热岩等清洁能源。
（3）双回路市电，后备发电充足，保证停电时中试孵化及科研实验功能部分不断电。

做法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24m以下建筑屋顶设置不小于50%的可供活动的绿化场地；

建议通过垂直绿化打造层次丰富的景观环境；
在临城市道路、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区域，塑造鼓励交往的开敞空间，不得设置围墙。

做法

10、环境景观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实现智能监控安防系统；
实现科研办公区域的通道闸机100%安装智慧身份识别装置。

做法

11、智慧安防

二、建设标准——建筑



控制要求
应实现人车分流，有条件的园区可通过空中连廊实现立体分流；
实现智能停车管理系统，须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预留充电设施车位数量的30%应建成。

做法

12、智慧交通

PAR
K

二、建设标准——建筑



三、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西咸新区范围内服务于科研创新机构、中小型科技企业，以联合办公、科研设

计、中试检测等功能为主导的新建科技创新园区和科技研发项目建设。

（一）科技创新园区标准提出的各项设施应在开发单元综合规划等相关规划中合理布局、严

格落实。

（二）对于符合本标准适用范围的科技研发建筑，资源规划主管部门在进行相应的商业、工

业、科研等性质土地供应时，应将科技研发建筑建设要求，以及开发单元规划落实的地块设施

及配置要求，共同纳入规划条件及土地供应条款。

（三）资源规划、行政审批、住建等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本标准进行相关项目的设计方案审

查，并在后续项目验收、督查中对标准的落实情况进行核查。

（四）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本标准进行项目建设和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