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西市

项目分析A.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打造鸡西城市文化 品牌

展示鸡西城市文化 底蕴

表现鸡西城市文化 实力

增进鸡西城市文化 创新

实现鸡西城市文化 价值

永葆鸡西城市文化 活力

标志鸡西文化时代 高度

展览背景A.01



鸡西文化中心主要展示鸡西地质、自然、

历史、建设等内容，各个展厅主题内容

与鸡西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形成一核多

元的展馆体系格局。 此外，可以将新建

的文化中心作为龙头，形成文化产业链，

统一规划布局，形成整体性的文化旅游

资源，助力鸡西区打造“三位一体”文

化城市名片。

“一核多元”

"ONE NUCLEAR MULTIPLE"

鸡西文化中心作为鸡西最新的一座综合

性地方博物馆，理应该成为城市文化担

当。为留在鸡西的老少乡亲们，提供一

个走进自己故土历史的场所；为眷恋故

乡的鸡西游子，保留关于老鸡西的点滴

记忆。以馆载文化，以馆承记忆，应当

成为鸡西人回到故乡、 寻找故乡、寄托

乡情的“寻根馆”。

“城市记忆”

"URBAN MEMORY"

文化中心因其资源禀赋和独特魅力，是

各类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鸡西

文化中心在博物馆前期策划中，注重体

现传播内容的分众分层，满足不同观众

群体的观展需求；在后期的运营上体现

参与式博物馆、活态博物馆理念，倡导

博物馆的社区化、无边界，充分发挥博

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成为研学教育的

示范馆。

“研学基地”

"RESEARCH BASE"

项目定位A.02

一核多元

城市记忆

研学基地



A.03目标定位

书香 鸡西

卓尔 不群

凝聚 众志

乘风 破浪

将鸡西市定位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符号强音：

利用自然优势、传统文化、杰出人物、建造科技、匠艺精神等，

展现出历史价值、观赏价值、考古价值视为演奏的音符。



设计说明B.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设计理念B.01

本方案总体设计思路主要把握三点：

其一，通过准确的空间元素，辅以抽象语言与具象形式的结合，

为参观者呈现一场身临其境的历史穿越旅程。

其二，利用多种展览语言和展览手段，线索清晰、内容完备从而

更加深入了解鸡西各个时代社会的生活面貌。

其三，充分体现鸡西人民的创造力和活力，借此发散出鸡西独有

的文化影响力，赋予鸡西新时代的崇高使命。



设计说明B.02



展馆布局B.03



⒈国内外对鸡西历史文化有兴趣的群体

⒉文化高度有需求的各级领导

⒊钻研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⒋亲子短途或市内游群体

⒌休息、娱乐，喜欢互动体验的人群

解说过去与现在 , 提供对话的空间 , 并促进对世界更好的理解。

目标人群B.04



展厅设计C.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C.01 一层平面布局



C.01 一层流线规划



C.01 二层平面布局



C.01 二层流线规划



建筑外立面设计

C.02建筑外立面设计



建筑外立面设计



共享大厅

C.03共享大厅效果展示



共享大厅



共享大厅



共享大厅



一眼万年——鸡西古代历史文物陈列

C.04博物馆一层效果图展示



序厅

序厅：序厅采用中式的结构进行空间装饰，突出古代鸡西厚重的文化氛围，主展示墙面以简洁的的设计语言以及鸡西地区传统
的地域符号鲜明的表达序厅的主题——一眼千万年。设计出充满人文气息并有着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空间，仿佛是一位老者将自
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第一单元万年的回响

第一单元 万年的回响，本空间主要展示旧石器时代的鸡西，左侧大型场景是还原打制石器的河口人，我们采用展柜与场景相结
合的展览方式，将出土文物结合场景进行展示，这样更有利于参观者明确展览脉络与展示内容。



第一单元万年的回响

第一单元 万年的回响，本空间主要展示旧石器时代的鸡西，左侧大型场景是还原打制石器的河口人，我们采用展柜与场景相结
合的展览方式，将出土文物结合场景进行展示，这样更有利于参观者明确展览脉络与展示内容。



第一单元万年的回响

第一单元 万年的回响，本空间主要展示旧石器时代的鸡西，左侧大型场景是还原打制石器的河口人，我们采用展柜与场景相结
合的展览方式，将出土文物结合场景进行展示，这样更有利于参观者明确展览脉络与展示内容。



第一单元立面分析



第二单元文明的脚步

第二单元 文明的脚步，介绍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刀背山墓地、迎南桥遗址、五龙遗址四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大量精
美文物和文物复制品。



第二单元文明的脚步

第二单元 文明的脚步，介绍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刀背山墓地、迎南桥遗址、五龙遗址四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大量精
美文物和文物复制品。



第二单元立面分析



第三单元青铜的向往

第三单元  青铜的向往，主要展示张鲜遗址、插旗山遗址、新开流东遗址、白土坑遗址、刘家沟遗址等内容。通过石耜等原始农
具的展示，接续展示鸡西地区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单元立面分析



一年四季邑娄人生活场景

仿真景箱：一年四季邑娄人生活场景，通过多媒体场景的设计直观展示挹搂人的生产、生活和风俗。场景两侧我们摒弃了传统
艺术制景的收口方式，以仿真石材与树木的造型融合到整个场景之中，这样的收口能够巧妙的与背景画面进行结合，看起来很
自然，然后又能够与旁边的展墙进行区域划分。



第四单元北沃沮之北

第四单元  北沃沮之北，单元通过石磨盘、石刀、石斧、玉器、陶片以及碳化谷物等大量鸡西地区出土的文物，讲述距今 2000
年左右北沃沮人和挹搂人在鸡西地区的分布和生产、生活情况。



第四单元北沃沮之北

第四单元  北沃沮之北，单元通过石磨盘、石刀、石斧、玉器、陶片以及碳化谷物等大量鸡西地区出土的文物，讲述距今 2000
年左右北沃沮人和挹搂人在鸡西地区的分布和生产、生活情况。



第四单元立面分析



第五单元渤海东平府

第五单元  渤海东平府，重点展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锅盔山城址、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小四平山城址、安兴城址及鸡东
县文物保护单位向阳城址的城址照片、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



第五单元渤海东平府

第五单元  渤海东平府，重点展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锅盔山城址、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小四平山城址、安兴城址及鸡东
县文物保护单位向阳城址的城址照片、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



第五单元立面分析



第六单元辽金与东夏

第六单元  辽金与东夏，空间主要展示 , 在鸡西地区共发现的辽金时期城址 7 座以及东夏国遗迹。我们将遗址的外貌形态进行几
何化处理形成展板内容，然后通体式文物展柜，巧妙地将文物与出土遗址进行充分融合。



第六单元立面分析



第七单元元与明之荒

第七单元  元与明之荒，通过文献、图版、图表以及明代流散文物和鸡西地区的明代出土文物，说明鸡西地区成为北大荒的原因
之一和中原中央政权对鸡西地区的间接统治。



第七单元立面分析



第八单元大清的围墙

第八单元  大清的围墙，展示由于清初对鸡西地区原住民的掠夺及此后的封禁政策，鸡西地区成为北大荒的过程，并对沙俄对鸡
西地区的早期侵略有一个简要的展示。



第八单元大清的围墙

第八单元  大清的围墙，展示由于清初对鸡西地区原住民的掠夺及此后的封禁政策，鸡西地区成为北大荒的过程，并对沙俄对鸡
西地区的早期侵略有一个简要的展示。



第八单元大清的围墙

赫哲族人生活场景。



第八单元大清的围墙



第八单元立面分析



黑土壮歌—-鸡西近现代历史文物陈列

C.05博物馆二层效果图展示



序厅

序厅：空间以石材为主，运用竖条形的纹理增加空间厚重感，三面环抱式浮雕墙面重点讲述鸡西近百年间经历的风霜雨雪，以
及这座城市和人民所具备的顽强意志。



序厅

序厅：空间以石材为主，运用竖条形的纹理增加空间厚重感，三面环抱式浮雕墙面重点讲述鸡西近百年间经历的风霜雨雪，以
及这座城市和人民所具备的顽强意志。



第一单元筚路蓝缕

第一单元  荜露蓝缕，本空间运用具有冲击力的石材墙体造型标题版，是为了展现冰冷的历史背景。大型地图直观的讲解了
1840 年到 1911 年清政府所丧失的领土面积，展示汉族人民在鸡西地区以启山林，与天斗、与地斗、与侵略者斗、与土匪斗的“闯
关东精神”。



第一单元筚路蓝缕

第一单元  荜露蓝缕，本空间运用具有冲击力的石材墙体造型标题版，是为了展现冰冷的历史背景。大型地图直观的讲解了
1840 年到 1911 年清政府所丧失的领土面积，展示汉族人民在鸡西地区以启山林，与天斗、与地斗、与侵略者斗、与土匪斗的“闯
关东精神”。



第一单元立面分析



第二单元大疆初定

第二单元  大疆初定，主要讲述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清政府在鸡西地区设立荒务局、建立密山府、虎林县、穆棱县和对鸡西地
区的治理情况，重点展品是“甘棠遗爱”石碑。



第二单元大疆初定

第二单元  大疆初定，主要讲述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清政府在鸡西地区设立荒务局、建立密山府、虎林县、穆棱县和对鸡西地
区的治理情况，重点展品是“甘棠遗爱”石碑。



第二单元立面分析



第三单元勃兴之土

第三单元  勃兴之土，主要展示民国成立到日本侵占鸡西之前 20 年间鸡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情况。重点展示鸡
西四个百年老镇的兴起。中间沙盘是赵家大院复原模型。



第三单元立面分析



第四单元东方破晓

第四单元  东方破晓，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鸡西地区的早期活动。于明智在穆棱煤矿发展党员，成立鸡西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内容。



第四单元东方破晓

第四单元  东方破晓，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鸡西地区的早期活动。于明智在穆棱煤矿发展党员，成立鸡西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内容。



第四单元立面分析



第五单元国恨家仇

第五单元  国恨家仇，展示日本侵略者在鸡西地区的经济掠夺、军事占领、残害人民、奴化教育的滔天罪行。重点展品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虎头营要塞及鸡西地区 731 受害者名录、档案、照片。



第五单元国恨家仇

第五单元  国恨家仇，展示日本侵略者在鸡西地区的经济掠夺、军事占领、残害人民、奴化教育的滔天罪行。重点展品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虎头营要塞及鸡西地区 731 受害者名录、档案、照片。



第五单元立面分析



第六单元中流砥柱

第六单元 中流砥柱，主要展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鸡西人民开始了自发的抗日救亡活动，鸡西地区的社会各阶级、阶层，
进行英勇反抗的光荣事迹。中共共产党是鸡西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六单元中流砥柱

第六单元 中流砥柱，主要展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鸡西人民开始了自发的抗日救亡活动，鸡西地区的社会各阶级、阶层，
进行英勇反抗的光荣事迹。中共共产党是鸡西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六单元中流砥柱

第六单元 中流砥柱，主要展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鸡西人民开始了自发的抗日救亡活动，鸡西地区的社会各阶级、阶层，
进行英勇反抗的光荣事迹。中共共产党是鸡西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六单元立面分析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展示解放战争期间，鸡西为解放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的巨大贡献。重点场景为“剿匪战斗”。通过多媒体技术，
展示东北民主联军与谢文东匪帮在鸡冠山附近的激烈战斗情况。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展示解放战争期间，鸡西为解放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的巨大贡献。重点场景为“剿匪战斗”。通过多媒体技术，
展示东北民主联军与谢文东匪帮在鸡冠山附近的激烈战斗情况。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主要讲述鸡西地区剿灭土匪、土改运动、参军支前、矿区接收、民主改革、军工基地、空军摇篮、大典杨
威等内容，表现鸡西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卓越的贡献。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主要讲述鸡西地区剿灭土匪、土改运动、参军支前、矿区接收、民主改革、军工基地、空军摇篮、大典杨
威等内容，表现鸡西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卓越的贡献。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主要讲述鸡西地区剿灭土匪、土改运动、参军支前、矿区接收、民主改革、军工基地、空军摇篮、大典杨
威等内容，表现鸡西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卓越的贡献。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主要讲述鸡西地区剿灭土匪、土改运动、参军支前、矿区接收、民主改革、军工基地、空军摇篮、大典杨
威等内容，表现鸡西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卓越的贡献。



第七单元光荣岁月

第七单元  光荣岁月，主要讲述鸡西地区剿灭土匪、土改运动、参军支前、矿区接收、民主改革、军工基地、空军摇篮、大典杨
威等内容，表现鸡西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卓越的贡献。



第七单元立面分析



第七单元立面分析



第七单元立面分析



临时展厅设计

C.06临时展厅空间效果展示



临时展厅

临时展厅，通体式展柜，方便展览大型绘画作品，展柜近身一米二，方面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也为其他展品预留出足够的展示空间。



临时展厅

临时展厅，通体式展柜，方便展览大型绘画作品，展柜近身一米二，方面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也为其他展品预留出足够的展示空间。



临时展厅

临时展厅，通体式展柜，方便展览大型绘画作品，展柜近身一米二，方面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也为其他展品预留出足够的展示空间。



临时展厅

临时展厅，活动展板，可随意对空间进行分割，具有灵活多变的展览优点。



临时展厅

临时展厅，活动展板，可随意对空间进行分割，具有灵活多变的展览优点。



临时展厅

临时展厅，活动展板，可随意对空间进行分割，具有灵活多变的展览优点。



公共空间效果设计

C.07公共空间效果设计



公共空间吊顶设计



公共空间吊顶设计



公共空间吊顶设计



材质 / 色彩分析D.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一层色彩分析色彩分析



多媒体设计E.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展柜设计F.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灯光设计G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施工图设计H.
鸡西市博物馆新馆整体设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