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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ARCHITECTURE

本次“社区2050”国际竞赛由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UPDIS)联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高等建筑学院(IAAC)、国际
策划与传播机构(ARQ)共同举办，在国际研究型竞赛平台Non 
Architecture上发起。 

自1990年成立起，深圳市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UPDIS）致
力于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国家重点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编制实
施了如《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等对深圳乃至全中国的城市规划设
计影响深远的重大项目。本次竞赛期望集结国际设计与研究的力
量，重新思考全球视野下的2050年社区未来发展图景，展望创新
的城市科技构建未来社区的无限可能。为城市，我们可以做的更
多！



COMMUNITY 20503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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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称, 到2050年，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70 亿人）将
居住在城市。 城市地区虽然已经是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活的中心，
但还需做好应对新增长的准备，并将对全球的主要发展趋势产生进
一步的影响。

这一转变需要对可持续、公平和繁荣的共居城市新模式进行一
系列思考。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才能支撑这样的增长？未来30年，我
们的城市应该如何改变，以实现社区繁荣发展？

社区作为城市中最小的治理单位，与市民的美好生活息息相
关，社区已经成为全球应对各种城市挑战的着眼点。面对人口激增
下的高密度发展、环境破坏下引起的气候变化等巨大问题的挑战，
各个国家都相继提出“碳中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伴随着
5G通讯、3D建造、智慧交通等城市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城市
与社区都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改变。

如何将创新的城市科技引入城市和社区的设计领域中，探索其
循环发展、韧性安全、生态健康、有机更新、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
路径；如何兼顾老人、儿童和低收入等多样化的人群的需求，打造
以人为本的社区生活未来场景?“社区2050”国际竞赛将通过城市
设计的专业角度（专业组）与跳出框架的创意角度（公开组），来
展望以创新城市科技构建社区发展的无限可能。

THEME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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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建议参赛者通过科技和创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社区。 
并回应一个或多个与此相关的子议题。
提案应涉及以下几个子议题：
- 环境可持续性
- 气候变化与灾害情况的韧性应对
- 生态与健康
- 城市有机更新、高密度发展和遗产保护
- 社会包容性和社区繁荣

参赛者需选择以上一个或多个子议题与竞赛主题进行更深入的结
合，根据所选基地的相关信息，对每个子议题的诠释可能也会有所
不同。

本次竞赛设立了两个基地，一个在中国深圳，另一个在荷兰阿姆斯
特丹。两个基地具有共同的特征，也存在根本的差异，但它们都代
表了此次主题竞赛的核心内容与现状挑战。

第一个深圳基地我们定义为“创新生态群落”，这是一种综合的城
市形态——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支持创新者和企业发展的社区
形态。 第二个荷兰基地我们定义为“社会文化中心”，因为它具有
多样化的社会构成、隐形价值和文化资产。以上两个基地我们都各
标出了两个区域：
+研究区域, 以便参赛者更好地理解设计语境。研究区域仅为设计团
队服务，目的是建立背景知识。
+基地区域，设计方案覆盖区域。参赛者需为这个基地区域建立他们
对“社区2050”的愿景。主办方为每个基地都准备了一份《竞赛基
地调研手册Key Competition Insights》和一系列参考资料，这些
资料将作为任务书的补充附件，以帮助参赛者的项目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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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基地的评选将独立进行，因此参赛者可以选择更符合他们兴趣
和专业知识的基地，并只制定一个提案。

竞赛设立两个组别：

开放–向所有对竞赛主题感兴趣的人开放。对非建筑行业人士、其
他学科的专家和学生也同样开放。 参赛者可以自由地发挥与竞赛主
题相关的创意想法，而无需为整个场地提供完整的城市设计方案。

专业–仅对专业从事建筑、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的人士开放，该组
参赛者将要求提供涵盖整个竞赛基地范围的完整城市设计方案。

每个组别的参赛者将被分别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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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RULES
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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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设立两个组别：专业组和开放组。

参与团队需依据专业水平和技能，选择两个竞赛组别中的一个进行
报名。每个组别对参赛的交付成果和设计深度都有特定的要求。

每个参赛团队都需要为设计竞赛所选定的两个基地的其中一个提交
参赛方案：
+ 基地1: 深圳
+ 基地2: 阿姆斯特丹

竞赛无需报名费

参赛团队须通过Non Architecture竞赛网站注册报名。在注册过
程中，参赛团队需要提前选择所参与的竞赛基地和竞赛组别。

允许一个参赛团队报名注册两个基地并提交两个提案。

Non Architecture 保留临时关闭两个基地中某一个基地的报名通
道的权利，以防两个基地的报名人数失衡。如果太多人选择报名其
中某个基地，则该基地的报名注册将可能被临时关闭，以推动参赛
者报名注册另一个基地。

只有在遵守本任务书的所有条款的情况下，才会对提交的提案内容
进行评审。

如果提案或参赛团队不符合任务书的指定要求，将被取消竞赛提案
的资格。

两个组别奖项将分别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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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AR

2021年11月01日

2022年01月01日

2022年01月26日
07:00

2022年02月28日

开始注册

在网站开启作品提交通道

注册及作品提交通道关闭 

宣布获奖者 

REGISTRATION

注册将于2021年11月1日开始，到2022年1月25日结束。 

参赛团队必须通过正确的方式注册，才能成功提交作品。所有注册
都将通过Non Architecture 网站(nonarchitecture.eu)进行. 只
有经过正确注册的团队才能提交提案。无论团队中有多少成员，注
册都是以团队为单位。如果一个团队要向比赛提交多个提案，则必
须分别注册每个提案。 

注册后，Non Architecture将接受您的申请并为您提供注册码。
注册代码将是五位数字代码，一旦您注册成功，代码就会发送给
您。 

时间计划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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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者将收到一个下载链接，以访问《竞赛基地调研手册Key 
Competition Insights》文件和基地照片。我们建议在开始设计之
前仔细查看文件。此外，我们将通过订阅邮件分享关于竞赛的最新
信息与见解，因此我们鼓励您订阅以免错过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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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Y

“社区2050”竞赛国际评审团由六位杰出的评审组成，他们都对
竞赛主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高水平的国际经验。相信通过他们
的专业评审，将全方面评阅到参赛方案的精彩价值。

司马晓 
-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及首席规划师

司马晓，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会长。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规划咨询机
构首批引进的专业人才，从业30年，致力于深圳以及全国多地城市
规划、咨询和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深圳经济特区整体城市设计》
、编写《深圳市城市设计技术规定》，主持了雄安、前海、喀什等
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及深圳数字海绵城市、国际低碳城市等科研课
题，是国内城市规划领域知名专家。

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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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nte Guallart 
- 巴塞罗那前首席建筑师及加泰罗尼亚高等
建筑学院创始人

Vicente Guallart是西班牙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研究员。他是生
态城市发展和数字城市领域的全球专家之一，在战略规划、总体规
划开发、交通导向开发、项目管理以及建筑和景观设计方面拥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他是巴塞罗那市2011-2015的前首席建筑师，负
责制定城市转型及其主要发展项目的战略愿景。此前，他创立了加
泰罗尼亚高级建筑学院(IAAC)，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硕士学院之
一。

Steven Smit
- MRVDV事务所亚洲总监

Steven Smit是MVRDV的亚洲总监，自2002年起，Smit常活跃
于中国大陆及香港建筑设计界，他在中国的建筑实践涵盖了从概念
到竣工的全过程。Smit曾工作于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并参
与了北京CCTV总部大楼的设计，曾在PTW北京水立方项目期间任
职PTW中国总监，在艾奕康（AECOM）领导其成都以公共交通为
导向的开发项目（TOD）。他是LEED绿色建筑协会和中国绿色建
筑协会的会员，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北京分会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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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id Piber 
- UNStudio事务所合伙人

Astrid Piber 是 UNStudio 的合伙人，负责全球多个大型设计项
目。在中国杭州的Arnhem总体规划和来福士城综合开发项目等项
目中，综合考虑了功能、经济和面向未来的标准。Piber 使用了一
种跨标量的方法——从大型移动项目到定制的室内设计——用户体
验为设计增加了价值。将复杂的场所营造策略作为商业和高层开发
项目设计方法的一部分，例如 V-on-Shenton、Scotts Tower（新
加坡）、韩华集团总部（首尔）和杭州来福士城（中国）等项目。

张宇星 
- 趣城工作室创始人及深港城市 / 建筑双年
展发起人之一

张宇星，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建筑师，深圳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原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趣城工作室
（ARCity Office）创始人兼主持设计师，深圳“趣城计划”和深
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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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in Chiaradia 
-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副系
主任

Alain Chiaradia，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学系副教授，城市
设计硕士项目系主任。曾任全球咨询公司 Space Syntax Ltd. 的
执行董事兼董事和英国卡迪夫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城市设计高级讲
师，指导了巴黎、伦敦、波士顿、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大型项目，涉
及空间政策分析、城市设计政策制定和循证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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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1: 
PROFESSIONAL

PRIZES: 18 000 EUR IN TOTAL

1 个最佳项目奖（与基地无关） 
/ 8000 欧元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1 个最佳阿姆斯特丹基地奖 
/ 5000 欧元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1 个最佳深圳基地奖 
/ 5000 欧元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3 个荣誉提名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20 个入围提名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竞赛组别1
专业组

专业组奖项：总计 18000 欧元（含税）

仅向专业从事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的专业人士开放。建
筑公司、自由职业者、设计机构需要提供相关证明，如商会注册、
增值税号或其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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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ABLES

此组别的参赛者必须为其所选的基地设计，并提交完整的城市愿景
提案，所提交的设计方案应涵盖整个基地范围，并根据参赛者选择
的设计重点，提交不同程度的细节展示。
提案应为整个基地提供体块分析和设计导控。应针对方案的关键节
点和亮点制作建筑、景观和公共空间设计尺度的细节展示。在项目
可视化方面，传统的城市设计表现方法可以与更多的实验性或非常
规性的表现方法相结合。

提交内容：

1. 10 — 14 张图纸 (JPEG图片文件)

最多提交14张A3图纸来描述项目提案（单张图纸–图纸内容可以
是剖面图、规划图或效果图）。

文件名：“CODE_Title of the project_Image”

此组别中的参赛团队应至少为以下内容提供一张图纸：
- 竞赛场地和研究区域的城市愿景
- 整体城市设计（2D 或 3D）
- 体块分析说明和图解说明 
- 公共空间结构和设计特点
- 关键建筑和体块组成
- 设计导控 
- 人类视角或鸟瞰图

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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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项目描述文件，Word文档格式，其中包含
+ 项目的标题和副标题（最多 10 字）
+ 项目描述，用英文书写（最多 700 字）。

文件名：“CODE_Title of the project_Text”

USE THIS TEMPLATE(点击此处下载模板)

3.团队介绍文件，Word文档格式，其中包含以下格式的信息：
+ 姓名 + 姓氏，
+ 国籍（可添加多个选项），
+ 机构/公司（所在公司或大学，后续项目媒体发布所用）。

文件名：CODE_Title of the project_Participant”

USE THIS TEMPLATE(点击此处下载模板)

https://www.nonarchitec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1/11/CODE_Title-of-the-project_700_Text.doc
https://www.nonarchitec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0/04/CODE_Title-of-the-project_Team-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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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2: 
OPEN

PRIZES: 6 000 EUR IN TOTAL

1 个最佳项目奖（与基地无关） 
/ 3000 欧元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1 个最佳阿姆斯特丹基地奖 
/ 1500 欧元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1 个最佳深圳基地奖 
/ 1500 欧元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3 个荣誉提名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15 个入围提名 
/ Non Architecture网站公布

竞赛组别2
公开组

公开组奖项：总计 6000 欧元（含税）

向所有对竞赛主题感兴趣的人开放。对非建筑行业人士、其他学科
的专家和学生也同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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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
交付成果

此组别的参赛者无需提交整个基地的完整城市设计方案。相反，参
赛者可以专注于城市设计方案中的某一面或某个组成部分，如关键
地块或建筑、景观设计、公共空间、城市家具、导视系统、数字和
技术系统、用户体验等。

此组别的参赛者可以专注于非常具体的主题、节点或设计理念。参
赛者可以自由地发挥与竞赛主题相关的创意想法，重点是跳出思维
框架的创意、提案叙述和表现技巧。

提交内容：

1. 4 — 7 张图纸 (JPEG图片格式)

1. 4 — 7 张图纸 (JPEG图片格式)

最多7张A3图纸来描述项目（单张图纸–图纸内容可以是剖面图、
规划图或效果图）。

文件名：“CODE_Title of the project_Image”

此组别中的团队应至少为以下内容提供一张图纸：
+ 概念图：展示设计的主要亮点
+ 场地图：展示设计提案与整个基地或研究区域范围内的相关性
信息
+ 功能图：表达设计中更实用的方面
+ 体验图：以人为本，展现空间与体验的设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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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项目描述文件，word文档格式，其中包含
+ 项目的标题和副标题（最多 10 字）
+ 项目描述，用英文书写（最多 700 字）。

文件名：“CODE_Title of the project_Text”

USE THIS TEMPLATE(点击此处下载模板)

03.团队介绍文件，Word文档格式，其中包含以下格式的信息：
+ 姓名 + 姓氏，
+ 国籍（可添加多个选项），
+ 机构/公司（所在公司或大学，后续项目媒体发布所用）。

文件名：CODE_Title of the project_Participant”

USE THIS TEMPLATE(点击此处下载模板)

https://www.nonarchitec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1/11/CODE_Title-of-the-project_700_Text.doc
https://www.nonarchitec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0/04/CODE_Title-of-the-project_Team-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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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REQUIREMENTS

演示图片

.JPEG
A3, 300 DPI
4961 x 3508 DPI
最大 7 MB

注册码_项目名称_Image 01
注册码_项目名称_Image 02

etc.

文本文档

.DOC
700字描述

↓模版

注册码_项目名称_Text

团队文档

.DOC
团队成员信息

↓模版

注册码_项目名称__Team

注册码_项目名
称.zip

提交要求

此次竞赛是一个机会，通过提出创新创意的想法，去解决未来的关
键性问题。 Non Architecture 在方案提交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规
的，参赛者需提交一定数量的横版A3图纸，来表现其设计创意。 

所提交的作品需是一个 ZIP压缩文档，以注册码和方案名称命名，
文档内包括:

01. 图纸(JPEG图片格式) 如组别要求中所述的图纸：
+ 组别 1：最少 10张，最多 14 张图纸
+ 组别 2：最少 4 张，最多 7 张图纸

https://www.nonarchitec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1/11/CODE_Title-of-the-project_700_Text.doc
https://www.nonarchitecture.eu/wp-content/uploads/2020/04/CODE_Title-of-the-project_Team-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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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项目描述文件，word文档格式

03. 团队介绍文件，Word文档格式

注册码是指您在注册过程中收到的5位数字(与编号相同，格式 
为#12345)。

正确命名文件的示例:
注册码: #56789
项目名称: NonA Community
01图纸： 56789_ NonA Community_Image01
02图纸：56789_ NonA Community_Image02
03图纸：56789_ NonA Community_Image03
…
04. 项目描述文档: 56789_NonA Community_Text
05. 团队介绍文档: 56789_NonA Community_Team
ZIP压缩文件夹: 56789_NonA Community

文件名中请不要用 # .

请用您自己的项目名称替换示例中的“NonA Community”。

该项目的评审环节为匿名环节,所以请不要在文件内显示您的名字，
注册码，或其他相关信息。经过评审团评估后，这些项目将通过注
册码与原作者对应。关于团队信息以及项目信息将在项目提交过程
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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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要求: 

/ A3, landscape (横版), 300 dpi (equals 4961 x 3058 px)；
/ 高质量 (例如 在 Photoshop JPEG 输出质量: 8,或者 80-85 in 
Gimp)；
/ 文件大小最大7 MB. 如果提交的图片不符合这些标准，则可能会导
致参赛队丧失参赛资格。

格式要求: 

/ 一张图纸应展示一个视觉内容(例如一张绘图，一张渲染图)。我
们建议不要在一张图纸上创建多个图像。 
/图像无需完全填充满A3尺寸，也无需添加边框。 
/ 只要遵循竞赛给定的准则，图纸没有任何特定的展示手段。它们
可以是技术图纸，图表，拼贴画，图片，渲染，模型，绘画，手绘
图等。重要的是富有创造力! 
/ 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在图纸中添加文本，请使用文本文档进行进
一步说明。通过图像材料，项目应具有足够的解释性。 
/必须使用提供的Word模板来创建项目描述文档和团队介绍文档。 
/ 如果项目描述文档和团队介绍文档以Word文件(.DOC)以外的任
何其他格式提交，其内容有可能不利于发布。 
/提交的语言为英语，评估过程中不会考虑使用其他语言编写的任
何文本。 

每个不符合提交要求的提交作品都可能被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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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UBMISSION THAT DOESN’T RESPECT THE 
PRESENTATION REQUIREMENTS,  MIGHT GET 
DISQUALIFIED FROM THE COMPETITION.

SUBMISSION

上传至
WeTransfer

 & 
“get transfer 

link”

.JPEGs
2 x .DOC

ZIP 文件夹

Non 
Architecture 

网站：
提交表格

提交

作品必须在提交期结束之前通过Non Architecture网站
(nonarchitecture.eu)进行提交，日历中会注明截止日期。
提 交 界 面 将 在 提 交 截 止 日 期 前 2 周 开 放 ， 将 展 示 在 N o n 
Architecture的网站页面。

提交过程:
1.创建一个ZIP压缩文件，包括JPEG 图纸和2个 DOC 文档. 
2.上传致 wetransfer.com 然后选择“Get transfer link”. 请确
保您保存链接以备将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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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3.转至竞赛网站 nonarchitecture.eu 并填写提交表单，表单需包
含您创建的WeTransfer链接. 

表单填写完成后，您的作品提交完成。待成功上传后，您将收到一
封确认电子邮件。我们会在链接到期之前下载所有WeTransfer文
件，您不会收到有关下载的单独确认。

不接受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任何其他媒介方式提交作品。

到截止日期后，提交页面将自动关闭，不允许进行任何修改。

我们建议提前24小时上传您的项目，以确保一切正常，这样您就有
时间解决提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评审

竞赛的核心价值观:

/ 创意 - 在方案和创意上都提出了正式的解决方案
/ 信息 - 作品方案展示的清晰度、吸引力和实践性。
/ 相关性 - 作品方案与竞赛主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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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值观将指导决赛入围者的项目选拔，评审团将以此为指导进
行决策。 

注意，这是一场创意的竞争，是一次尝试和探索建筑极限的机会。
评审团保留对未满足上述标准的提案授予奖项的权利，只要它证明
违反规则有利于提案的价值。

获奖作品投票环节如下: 

1. Non Architecture 竞赛团队基于竞赛价值观，根据上述标准,初
选评出入围作品。预选项目的数量可能会根据预选团队的判断而略
有不同。 

2. 评审团成员将对入围作品单独做研究，并对每个作品进行评估。
投票结果将进行对比和调整，以就获奖名单的选择达成一致。 

为了保证授奖过程的权威性，评选结果不接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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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提交给竞赛的所有材料将成为 Non Architecture竞赛文件的一部
分。 Non Architecture将拥有发布和推广这些材料的全部权利，
并始终适当的注明作者。作品资料也可能用于平台的销售和展览
的目的。出于任何其他的目的，项目的作者将保留其设计的全部
权利，如需使用需被作者授予许可。通过提交作品，您授予Non 
Architecture在印刷出版物和在线出版物中使用平台收到的材料的
权利。

Non Architecture 竞赛也拥有对上述任何材料进行略微的修改的
权利，以使其更好的适应不同出版物可能需要的格式和布局。

Non Architecture 可以向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第三方授
予发布权限的许可。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竞赛合作伙伴将
共享所收到的项目，以供内部使用。提交的作品可用于激发“社区 
2050”项目的发展。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第三方可不受
限制的使用提交作品中的战略和总体规划指南。特定的建筑形式、
图纸、可视化资料和图形设计受版权保护，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和其他第三方只有在取得 Non Architecture 和作品作者的
法律许可后才能使用。为了获得或进一步开发此类产品，在Non 
Architecture和ARQ协商之后，作者和项目开发人员之间可能会进
行将来的合作。



COMMUNITY 205029

ELIGIBILITY

ADDITIONAL NOTES

Non Architecture 竞赛面向所有年龄段和文化背景的人开放，不
论是小组合作或是个人参与的形式。

团队组建不受成员人数限制。在最终图纸的提交过程中可以上传所
有团队成员的个人信息。

参赛资格

补充条款

1. Non Architecture 有对本文档进行任何更改的权利(日期、截
止日期、要求等)只要所做的更改使大多数参赛者受益。任何修改
将在 Non Architecture竞赛的 Facebook页面、Instagram和每
周新闻中公布。每个参赛团队都有责任定期检查上述渠道，保持消
息更新。 

2.本次竞赛以探索为目的，收集的项目并不意味着以任何方式构建
和实施。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项目引发鼓舞人心的交流，这可能会对
基地的未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3.本次竞赛奖金由 ARQ 管理和支付。Non Architecture 不对获奖
奖金支付过程中的延迟或违约负责。税款和交易成本将从奖金中扣
除，因此全额奖金的最终数额可能会因您居住的国家/地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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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S
参赛联系

有关其他信息，请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常见问题解答: 

www.nonarchitecture.eu/faq 

在比赛期间，所有参赛者都可以提出问题，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项目描述或关于比赛的任何其他方面。文档中未解决的任何问题都
必须通过 Non Architecture Facebook page. 页面提出。这样可
以确保所有参赛者获得相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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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主办方

期待您的参与， 

并确信 

您将以自己的创造力 

和创新思维来加入竞赛。

INFO@NONARCHITECTURE.EU
WWW.NONARCHITECTUR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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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OR

COMPETITION 
ORGANIZER

COMPETITION 
CO-ORGANIZERS

策划 

主办方

联合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