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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 BRIEF OUTLI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Identity

The towns of China, as never before, are growing at an extraordinary 

rate. In a very short time, new developments had to be built for hun-

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 responsible civil servants, the commis-

sioned planners and architects have had to plan town layouts, urban 

developments, and find architectural solutions, in a very restricted 

time. It is an exceptional challenge to create towns and residential 

districts, which are not only functional, but which also possess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uniqueness. The historical towns which attract 

visitors, for instance, Dalis or Lijiangs, show that modern Chinese 

society expect these attributes. We regard it as out duty to create 

modern towns, which compare favourably with the historical towns.

Complexities and Qualities of Town Planning

Towns which have been continually developing over the centuries, 

are more complex and richer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ir spaces than 

newly formed towns. It must be bourne in mind that large areas have 

to be redefined in a very short time, plus the fact that the local to-

pography, existing settlements and roads also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se can be worked upon and enhanced.  The blend-

ing of newly developed areas with existing elements, enriches and 

creates distinctive places.

Importance of the Wulong Area

The area of Wulong form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gong. Wulong is situated at the end of the axis that connects 

Chenggong with the Dian lake. The emphasis of the development is 

the transition of the town axis with the lake of Dian.

Sport

The clients have asked that Sport be given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planning. We added to this theme by bringing in the accom-

panying aids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liesure and wellness. All 

these aspects can be ideally developed in the suitable surroundings 

of Wulong.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sport were discussed. State 

of the art facilities for the top sports people. Then, sport for tour-

ists, sport for the agglomeration of Kunming, and sport as well for 

the future inhabitants of Wu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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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 Structure

In the town area, commercial usage and public buildings are put for-

ward as being the most suitable. Wulong must also provide residen-

tial and recreational areas for the people. These should be designed 

in such a way, that each area acquires its own identity and unique-

ness. These areas should be safely and conveniently reached from 

the town.

This project will be so methodically approached, that the aims are 

reliable and realistic. Also the framework of the plan for Chenggong 

will not be questioned. The intersection on the edge of the planning 

area, should also be accepted. The town axis forms an important ex-

ception. It will now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own devel-

opment. Howeve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is should be shifted 

slightly to the north, in order to create an improved use of the area 

round the Dian lakeshore. This can be achieved without removing part 

of the Wulong hill, as was put forward in the master plan.

Open Spaces and Traffic

The open spaces, (streets, roads, squares, parks and path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own. Spa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port func-

tions are co-ordinated. Bearing in mind the increase in traffic ac-

cidents, extra care will be given to the planning. The apt design of 

the roads and streets (functional space education)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traffic safety. A network is suggested to accommo-

date pedestrians and cyclists which would be designed to offer the 

maximum safety and convenience. In addition, great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ensure maximum safety at the cross sections and network 

nodes which could not be gauranteed with a diminished structured 

traffic planning.

Strategy for Villages, Farmland, and Sustainability

There are several villages, farms and other land usages in the Wul-

ong area. This project show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examines the existing uses in relationship to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plan.

The basic idea of sustainability, as defined in the Rio Declar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and introduced, as far as possible, at this level 

of planning. 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paid in the planning with re-

gard to the local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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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概览

城市个性

中国的城市目前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时期。

在极短的时间内必须为数以亿计的人们创造新的生活空间。

对此负责的行政当局，规划者和建筑师们必须在非常短的

时间里选择并确定应采取的空间利用战略、城市规划及建

筑风格的解决方案。

对城市、片区和居住社区进行全面更新。这种更新不

仅仅是要保证足够的功能，同时要保持城市个性，独有的

风貌以及提供充满激情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些历史名城，如大理，丽江对于旅游者的吸引力已经证

明，就是在当今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人们也在寻找这种

历史文化的价值。我们的任务是：对城市结构进行诠释及

定义，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赋予城市空间新的价值，并使得

这种价值能与其它历史文化名城所拥有的价值相媲美。

城市空间的质量及其整体性

与新建的城市不同，那些具有上百年历史并且不断发

展和更新的城市不但具有很高的整体性，而且在空间功能

划分和主题上它们也拥有深厚的底蕴。在必须对众多的城

市空间进行一次性改变和重新定义的背景下，如何将现有

的城市景观，居民区和交通结构纳入改变后的结构，这具

有特殊的意义。对于这些历史的沉淀可进行特别的处理使

其凸现出来。将新的空间要素与当地的历史沉淀相结合，

这就大大丰富并且创造出了当地独有的凤貌。

乌龙片区的区位优势

乌龙片区在呈贡的城市发展框架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乌龙处于呈贡与滇池连接的主轴线末端。因此，在规

划草案里，这一片区的城市空间主题就是从城市主轴线向

滇池的过渡。

主题 -- 运动休闲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运动休闲将成为这一片区的主题。

而我们则将这一主题进行了延伸和扩展，增加了“市场”，

“资讯”“休闲”“健身”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都与乌龙

独特的自然景观条件相吻合。运动休闲将分为4个层次类

型，即高端运动项目，面向旅游者的运动休闲活动，面向

大昆明地区居民的运动休闲项目以及适合乌龙片区未来居

民的日常运动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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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各部分结构

城市主轴线区域的功能要求能满足中央商业区及公众

活动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乌龙也应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空

间。此外，居住区域应当围绕社区中心进行组合，保持各

社区的个性及增进居民身处自己家乡的感觉。居住在周围

的居民应当能够安全并且容易地到达各个社区中心。

委托方提出的目标已被接受。对于呈贡规划的各项最

重要的架构没有作大的改变。在规划里也试图对处于规划

区域边缘的零散地块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城市中央绿化带

是一个例外，为与乌龙山保持足够的距离，它被向北推移

了一些。这样就不必像原先在总体规划里设计的那样，需

要将部分乌龙山山体挖掉。

公共空间与交通

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公园和步道）是城市规划的

一部分。空间和交通功能需要相互协调一致。由于道路交

通事故的不断上升，预防事故就成了一个重要任务。对于

道路空间的分配（空间划分及功能划分）是保证交通安全

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安

全舒适的慢速交通网；另一方面要找出道路路面和路口的

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应当首先考虑向交通参与者中的

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并不仅仅是对于交通设施进行

改造。

村庄及农业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

乌龙所处的区域里目前已有一些村庄，人们对土地进

行了广泛的开发利用。没有建盖房屋的土地被作为农业用

地使用。本方案提出了一个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考虑

到了目前进行的各种开发利用，在基本解决方案的基础上

考虑分期实施规划，并且展示了在保持现有环境条件下的

发展前景。

里热约内卢环发大会宣言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基本

原则进行了定义，这些原则在这里被主题化并可能在规划

的一般阶段得到体现。其中对待自然资源的方式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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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规划区的边界 － 规划

序言

分工

在“一湖四片”的方案框架内，昆明地区将进行彻底

的重新组合。为了应对未来的高速发展，在2003年，计划

围绕滇池建立4个城区；另外，朝嵩明新国际机场方向要

建立一条居住区地带，同时，随着安宁的发展将要在那里

建两个开发区。

乌 龙 规 划 区 域 位 于 昆 明 － 泸 西 高 速 公 路 和 滇 池 之 

间。规划区的南北两端被总体规划结构里规划的界线所界

定。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接触商讨后，决定将需要规划的土

地面积向南部边界扩展。

我们得知，规划区的各个分块的规划工作由不同的工

作小组来完成。近期，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已经着手制

订呈贡所有技术性基础设施所需的文件材料。

工作小组试图尽可能地不改变处于规划区域边缘零散

地块的状况。对于那些与其它规划单位接壤的零散地块，

在规划方案里考虑了相互间的协调。尤其重要的是，建议

将城市中央绿化带向北推移，这样可以较好地保持乌龙山

景观，而且对于现有的建筑（村庄）的影响也较少。

框架和目标

规划区域的边界

与其它规划区接壤的零散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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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工作任务的诠释方面，委托方给予了工作小组

极大的自由度并且几乎没有设定边缘条件。委托方这样

做的目的是想让工作小组对整个规划进行彻底的重新审 

视。在工作的进程中，一系列的边缘条件逐渐出台。这些

边缘条件要么是不能够改变，要么是几乎不能改变或者是

非常难以改变的。

• 环绕滇池的“风景路”的规划设计已经完成。现在应当

在计划的时间内，在规划的地点实施。这条道路对于规

划方案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条件。在乌龙山区域，滇池

湖岸和山丘之间通道狭窄的问题要加以解决。在这一地

段，道路应当朝滇池方向偏移一些，这样就可避免对于

山体和村庄的局部破坏。

• 在规划区域现有一些正在使用的运动休闲设施，但没有

得到详细的相关信息。重要的是，在发展这一地区“运

动休闲”主题时，应将这些设施纳入其中。

•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对于现有的村庄及其周边环境

要进行保护。不应当由于乌龙城市各片的发展使得更多

的农业和农业用地遭到破坏。同时，这也关系到数以千

计民众的生活空间。

• 在乌龙山的南面，在规划区域之外，有一大片土地给了

一个公司。

• 规划中的绿化带将成为穿过呈贡城的中轴线。这里将成

为这个新城的中心休闲区域。这个休闲区一直延伸进入

乌龙片区。这条绿化带对于乌龙片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同意这一设想，但建议将绿化带朝北推移一些。

• 如果位置能够改变的话，规划中的南北向道路主干道应

当贯通。

呈贡总体规划已经修编完成。这一总体规划是呈贡详

规的基础。一个被纳入乌龙规划设想的主要特色是城市的

中央绿化带，这条绿化中轴线的一端通向滇池，另一端将

城市与大自然相连接。

工作小组的规划原则

• 将乌龙建成具有独特个性片区的设想。

• 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发展。

• 努力争取一个最佳的投入产出率。

• 将制定关于开发利用，城市建设和景观的详细规则。

边缘条件

呈贡总体规划

普遍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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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广场，道路和小路构成乌龙的公共空间系统。

• 城市规划和景观的规划要求决定公共空间和建筑区域的

位置，组合和布局。

• 城区规划设计：每一块砖石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 通往各个区域的通道都要与公共空间的方案相匹配。

• 重要的主题是：滇池，西山，与呈贡的关系。

• 重点是：水面，山丘，景观。

• 将地势变化，现有的聚居点，传统的道路及河溪纳入规

划。

• 自然资源：将围绕以下主题开展工作：恢复适合当地环

境的自然植被，对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投入，在建设区域

实行生态项目，改善小气候，提高地表水渗透率等等。

• 为乌龙目前的居民和资源利用者制订发展战略。

• 交通系统应当是可持续发展的、富有效率的及安全的。

• 贯彻公交优先、行人优先和自行车优先的原则。

• 公共交通网与呈贡火车站衔接并连接各个发展区域。

• 道路网的建设纳入城市规划方案中并且严格按照各种等

级要求进行建设。

工作步骤

由于时间紧迫，所以目前采取的战略是选择一种能解

决问题的、实用的方案：

• 在通过电话和书面形式的准备工作之后，2004年11月

7日在昆明召开了首次会议。呈贡新城管委会主任刘学

先生介绍了规划的各项目标。显而易见的是，在规划方

面存在着非常大的余

• 从2004 年11月8日至12日，马蒂亚斯·魏尔林和马库

斯·特拉伯以及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学海先 

生，苏振宇先生密切合作，制定出了一个城市规划、开

发利用、景观及交通的发展草案。对于开发利用和交通

的最初的定量评估已经完成。草案的基础依据的是对当

地为期一天的踏勘考察。

• 2004 年11月12日，委托方发出了第一次反馈。刘学先

生对草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这个基础方案上可以继

续深入工作。两个重点应当突出：即运动休闲的主题及

村庄发展战略。此外，乌龙山上不应当过多地进行开发

建设。

城市建设及建筑区域

自然景观

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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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 明 市 交 通 研 究 所 负 责 整 个 呈 贡 地 区 的 交 通 规 划。

2004年11月12日马库斯·特拉伯与该所所长林卫先生

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得知，呈贡的交通规划要到

2004年底才能完成。这就有可能将乌龙片区的规划纳入

到该规划中去。林卫先生认为，公共交通网的主干应当

采用快速公交巴士系统（BRT）。

• 马蒂亚斯·魏尔林对于方案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并在

11月13日和14日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其中与

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代表和一位专家的会谈尤其重

要，这位专家介绍了城市排水、能源供给和电信基础设

施方面的情况。

• 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规划工作小组一方面与专家

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与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交 

流，继续对草案进行深化加工。这个草案是决定今后方

向的基石，也是制作正式图纸的基础。

关于规划区域

当时，在编制规划草案的时候缺乏相关的信息，这包

括：目前土地开发利用的情况，居民人数及分布情况，劳

动岗位的数量及质量，现有机构，土地的状况及质量，森

林界线，详细的等高线图，道路网络的分级及状况等等。

根据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的一些局部图纸，我

们制作了测量图。

对目前进行的一般性开发利用进行盘点统计，这将有

助于了解这一地区目前开发利用水平的全貌。通过这种盘

点统计得到的清单也是规划设计和景观设计基本方案的 

重要基础。这样就可以确定，一方面对那些可以利用的设

施，譬如现有的运动设施继续利用；另一方面，对于其它

设施，譬如像钢铁厂就可以用其它设施取代。村庄是一个

特别的主题，下一步将以此作为课题进行讨论。

一份比例为1：2000／5000的统计图对于新老建筑的

相互交融将是一个极好的基础，也有助于对于村庄的分 

析。这份统计图目前（2004年11月）大约完成了30％，可

惜工作小组目前还没有得到数码版本。

概论

测量图

开发利用

对于建筑物及其状况的盘点统计

从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1月

5日，合作方多次在昆明举行各种会

谈。委托方的反应非常积极。遵照委

托方的意愿，对方案作了大的改动，

主要是将更多的土地面积用于体育设

施的建设。2月上旬，工作小组得到

指示，按照新的指导方针进行规划。

新的指导方针系根据各个子项目间协

调配合的需要以及交通规划的要求而

制定的。在2005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

期间，规划报告和图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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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主轴线的地下将修建各种各样的排水管道。经

过处理的污水将被抽到位于呈贡东部城边上的湖里，之后

从那里沿着主轴线流走。为了保证雨水能够顺利地排走，

在这条主轴线上的河道的横截面应当设计为50平方米。

在机场区域必须规划一个液化气加气站。

在规划区域内要建造一座变电站（110千伏变为10千

伏），这应当纳入规划。变电站可以放置在一座房屋内。

变电设备需要面积为2000平方米。变电站与其它建筑之间

的距离至少应在10米。

高压线将埋设在地下，在道路设计施工时可一并考虑。

按照规划，这里还将建设一座电信通讯站。为此需要

建造一些设施（技术设备，办公室）和一座发射塔

没有相关的信息和计划。

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作的关于开发利用的统计图。黄色为位于规

划区内的村庄。

在规划中的排水系统中，呈贡／乌龙城市中央

绿化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排水及水产业

能源供给系统

其它的技术设施和社会功能性设施



13

该规划区域由于南面山脉的形状而得名。“乌

龙山”对于当地空间的意义非常重要。故绝对

不应当改变其形态或是让新建的道路将其切割

破碎

从“乌龙山”朝下俯瞰全景图。

鲜明个性及空间质量乌龙发展方案

城市规划及景观规划方案

按照规划原则，在一般性的城市建设规划和景观规划

方案中，保存和创造城市个性以及提高空间质量始终是方

案的核心部分。因此，那些使得这个地区不同于别的地方

的要素应当予以保留和加强。在这里，山丘扮演了一个极

其重要的角色。这些山丘将空间分割并且提供了欣赏风景

的观景点。由于南面山脉的形状该地区被称为“乌龙”。

呈贡机场嵌入到当地的景观之中，跑道的布局和朝向

构成了它那极富标志性的形状。这使得它成为构成当地个

性的又一要素。

中国正在发展变化。这个机场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

部分，它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机场可以继

续用于运动飞行（小型机动飞机，滑翔机，跳伞），也可

以用于其它运动项目（滑旱冰，汽车比赛，自行车比赛等 

等）。同时，这块场地也可考虑用于举办大型活动，譬如

展览会、音乐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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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机场航拍照片。图片来自二战期间关于昆

明的一本出版物，年份不详。 

二次大战期间的呈贡机场，图片来自二战期间

关于昆明的一本出版物

基本方案

与呈贡老城在功能及空间方面的相

互关系

第一部分简图标出了呈贡城和通往滇池中轴线

区域的现有建筑以及相关的景观。方形的居住

区和景观以及现有道路不相互协调。

与总体规划不同的是，我们谋求在居住区与景观和水

面两部分之间创造反差。居住区将会较为集中。同时将会

建立一个由各种不同绿化等级植被组成的绿化空间。这样

一来，在有建筑物的部分和空旷的部分之间就会形成强烈

反差。

根据总体规划，在乌龙规划区的北边规划了一条主干

道，这条主干道与高速公路连接。它起着分割呈贡老城和

乌龙片区的作用，同时也将起到中心区的功能。这个新的

中心区的功能、呈贡老城以及乌龙之间的功能划分还必须

予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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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朝向

道路

边缘地区

山丘的开发利用及改造

山丘全景图

在对总体规划进行了少许的修订后，各条主干道在规

划设计方面及几何尺寸方面都进一步地精确化。城内主干

道的设计都遵循了明确的规划规则。道路属于公共空间的

一部分，在满足其功能的前提下，应服从整体设计要求。

位于居住区中心的南北向主干道将与呈贡的城市主轴

线平行，同时与呈线状的公园形成直角。这样就形成了井

然有序的布局，只有那些现有的道路系统或是居住区才允

许打破这种布局。

因此，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可能做到的就是，努力按照

90度的直角来设计居住区模式。这种布局在建筑施工时也

比较容易做到。

除山丘和机场之外，其他的要素和居民聚居点也应纳

入到方案之中：

• 从呈贡往南的老公路是一条重要公路。而且，沿着这

条公路开发了众多的地产，故应将其纳入到规划中。这 

样，也可以使得分期实施规划变得容易。

• 将当地其它道路和农用道路以及典型的田地纳入规划，

这样能够增强地区个性以及加深对当地的理解。将这些

内容纳入规划的前提是，它们必须与规划中的土地的新

用途相一致。

所有居民聚居区的边缘应当准确界定。不应当出现支

离破碎的边缘地区。需要加以重视的是，在聚居区向大自

然过渡的部分也应当是形状规则的地块。

针对各个山丘的开发利用方案如下：

乌龙山：开辟公园。公园里种植典型的云南当地植 

物。在与城市主轴线平行的道路轴线上，因地制宜地设置

观景亭，并在山丘东部设置餐馆。这条道路可起到将南部

的居住区和休闲公园连接起来的作用。

“运动之山”：拥有美丽自然景观的 山丘对公众免费

开放。这里最适宜进行山间漫游，野餐，慢跑，自行车等

运动。

呈贡的山：这一组山丘共三座，有的已被部分建设利

用。应当禁止新的建设项目，逐步拆除已有的建筑。这里

可考虑作为建设带有观景台和餐厅的通讯中心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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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片区城市规划方案。核心主题是城市中轴线与自然景观连接，以此形成向

滇池和规划区边界的过渡。三座山丘构成一个整体，其中以南边的乌龙山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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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为重要。总体规划调整之后，新建的道路将不再会将其切割破碎。另

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机场。机场也应当纳入规划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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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轴线的利用 开发利用方案

一般性的开发利用方案源自于整体方案：

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开发利用城市中央绿化带。由于这

条中轴线设计非常宽阔，故建议将商业设施（零售商铺）

安排在中央绿化带的北边，而南边则保留给较大的设施，

譬如体育场馆，娱乐设施，影院城以及类似的设施。也可

以考虑建设酒店。

如今，随着开发的进程，这里原先建造的体育运动设

施又面临着第二次机遇。这块土地位于1900米的高原，这

里濒临滇池，远眺西山，风光秀丽独特。随着体育运动项

目的开发，这里将成为一个极富魅力的地方。

－建设具有国内国际一流水准的训练设施。

－提供面向大昆明地区居民的体育运动项目。

－提供面向旅游者的体育运动项目。

－提供当地居民能在居住区和大自然里进行自发的有代表

性体育运动项目。

－提供面向大昆明地区居民的体育运动项目。

－开展培训，科研活动（处于一个与多所大学为邻的区 

域）。

－运动医学设施及康复设施

－体育媒体，资讯，体育营销。

－市场营销，吸引一个或多个公司落户（建立体育用品 

城，譬如阿迪达斯城，阿迪达斯公司名言：“没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

－建立面向大昆明地区居民的体验性公园和专业市场。

• 开展竞技性体育运动，旅游业，休闲度假业，建立公众体

育运动设施。这块区域的东南部分主要为这些设施服务。 

• 在重要的南北向的道路轴线南面的中心区域，应当优先

考虑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与体育运动相关的项目：酒店，

健身中心，运动及康复疗养院，度假房，从事体育设施

和体育交流的大公司的代表处，体育用品的专业市场，

体验性运动项目。

• 中央绿化带上有各种各样的设施，这里设置有安全而舒

适的慢速交通干道，有自由活动的空间（湖畔，公园设

施，云南药草园，山上专辟的步行道，等等），旅游业

和休闲产业将会从中受益。

其他的区域作为居住区，但也可将它部分用作工作区

域，使两者有机结合。

系列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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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开发利用方案取决于呈贡的总体规划。这里已将运动休闲作为优先发

展的项目并将建成许多特别具有商业价值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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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的重点 -- 体育运动

“现代体育运动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差 

异性在未来会更多地显现出来，不过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即专业性竞技体育运动，健身健美体育运动和娱乐探

险体育运动”

确定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激发起各阶民众对于体育

运动的兴趣，同时要考虑经济效益。为此，要建立多功能

的综合性设施和体育运动中心。以下这些体育运动类型有

些是相互交叉的，所建立的设施应以不同的方式将下面这

6种体育运动类型有机地结合起来。

图表：“体育运动”系统与其它方面的关系

体育运动的意义

慢速交通

一日游

周末游
康复活动
康体运动广泛性群众体育

  运动和健身运动，

健美运动

体育市场

观看体育比赛／

体育消费

体验型体育运动
探险型运动

竞技体育运动／

体育比赛

在居住区进行

运动锻炼

训练和比赛中心

大学体育运动

体育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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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的机遇

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

高海拔的地理位置使得呈贡有望成为一个各种耐久 

运动（长跑，游泳，自行车，划船，皮划艇等）的训练中

心。这样的训练中心应与一所大学（其专业重点为运动医

学，心血管循环研究）挂钩。训练基地里供竞技体育运动

员使用的设施（住所，餐厅以及学习理论课的教室）也可

以供给学员使用。

估 计 大 学 可 以 部 分 地 在 校 园 范 围 内 满 足 其 自 身 对 

体育运动的需求（自发的大学体育运动，体育教学人员培

训，体育运动科研）。

在前期所做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下面的

设想,当然这些设想还需进一步细化：

- 利用自然景观和水体建立康复中心；许多的现代病（如

超重，运动障碍等）特别适合采用温水治疗。

- 利用自然景观，水体和老机场建设带有运动设施的度假

中心（酒店，度假村，宿营地）。

- 建设水上乐园（含室内／室外游泳池）。

- 建设体验型及休闲度假型公园。

- 最后两项设想的目的是想吸引一日游客人。但这会引起

交通量的大幅增长。因此，在开发时要特别注意。这两

个项目的位置可考虑设在居住区的边缘地带。

体育运动设施一方面属于居住区规划的一部分；但另

一方面也是景观规划的一部分；但由于涉及到慢速交通和

供观众使用的体育场馆，所以它最终也是交通规划需要考

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体育设施建筑规模庞大，它的建筑风格及质量会给一

座城市的外观打上明显的烙印。可设置的设施有：用于

游乐型运动，体操，攀岩，室内游泳，健身中心的室内

运动场馆；体育用品市场（运动服装，体育仪器，运动器 

材）。这些应考虑与其它的休闲设施（餐馆，电影院等）

相结合。

运动空间进入居住区：在住宅楼周围，在小区内部及

绿化设施内（以及规划的其它绿化轴线上）预留运动空

间。这些空间可供居民进行日常的体育活动，这尤其适

合那些具有运动需求但又极少具备驾车出条件的群体（小 

孩，年轻人，中老年人）。可设置的设施有：儿童游乐 

场，野趣游乐场，小型运动场地（表面可采用草坪，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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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沙地），柔性跑道，健身跑道，旱冰场。这些

设施的设置应与公共交往的场所相结合。

由于观赏体育比赛的观众会引起短时间内的交通量激

增，故大型体育场馆的位置应当建在合适的区域。这些区

域应当是公共交通和个体交通容易到达的地区。可设置

的设施有：足球场，冰球场／滑冰场，田径场，室内网球 

场，室内自行车场，健身中心，体育用品市场（体育运动

服装，体育仪器，运动器材）。这些设施应考虑与其它休闲

设施（餐馆，电影院等），酒店和必需的停车场地相结合。

在规划时应将（标准的）室外运动设施（非标准）天

然运动设施作为居住区向大自然的过渡，还可将其融入景

观设计方案（绿色空间，山丘，湖泊）。老的机场跑道（

非常适合旱冰，滑板等滑行运动）将被纳入这个区域并得

到利用。由于靠近湖泊，这里可望开展各种水上运动：根

据条件，可修建露天游泳池，或许还有室内游泳池和利用

水体开展的各种休闲疗养项目，还可以在居住区和湖泊的

过渡区域设立康复中心。可以设置的设施有：可用于足球

运动／垒球运动／橄榄球运动／板球运动／投掷飞盘运动

等的草坪，露天游泳池，田径设施，网球场，赛马道，旱

冰运动场，径赛和自行车跑道，柔性跑道，健身跑道。这

些设施应与通向景点（此处可设置炉灶，水井等）的步道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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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

乌龙各个城区的交通规划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尤其要注意考虑到慢速交通和交通参与者中弱势群体

的安全。

乌龙片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可分为两级，公共交通网络

的主干要么由快速轻轨系统（LRT）构成，或是由快速公

交巴士系统（BRT）构成。这可以使乌龙片区以快捷高效

的方式与呈贡的其他片区以及火车南站连接起来。在乌龙

地区计划建立快速交通系统，这个系统中规划了东西向和

南北向的两条主干线，支线则由传统的城市公交大巴系统

构成。此外，作为补充，计划铺设一条专供旅游者使用的

轨道线路，列车将沿着中央绿化带开行，以舒适便捷的交

通方式把城市的中心区与滇池和游艇泊位连接起来。将老

机场和乌龙山顶连接的方式可考虑采用封闭式缆车或是开

放式缆车。

关于慢速交通网络，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网络应当把

所有重要的出行点和目的地连接起来，还要做到安全而且

对乘客有吸引力。慢速交通网一方面可利用专门为慢速交

通设置的通道，另一方面在主要的街道上也要保留慢速交

通道。建设道路时应当在整条路的边上都栽种行道树，使

得步行者和骑自行车的人能得到绿荫的庇护。慢速交通网

络应建成一个完整的网络，将各个体育运动设施，休闲度

假区域，山丘，湖泊和居住区连接起来。这个网络还应当

与规划中的新的大学校园连接。

对道路交通中的各种道路实行明确的分级是非常重要

的。交通方案采用的是所谓的双梳式结构。南北方向设

有两条主干道，它们的作用是分配城区各片与各地区间

的交通。位于后方的南北向主干道距离现有的高速公路很 

近。因此，这条主干道可与高速公路连接。前面的南北向

主干道则构成城市的主轴线，这也是总体规划的设计，它

与居住区的走向也是一致的。目前通往呈贡的道路则将

作为南北向的二级干道保留。在东西方向规划了两条主干 

道，它们分别沿着重要的中心区轴线延伸。整个城区的道

路网络基本上是正方形的，城内道路网络覆盖面积的边长

大约在300米至350米。

公共交通

慢速交通（步行者，

骑自行车的人）

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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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带建设

植被

地表水的渗透

自然资源与生态带建设

昆明的城市景观及其周边地区的景观已经被过度的开

发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密集的建筑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

施，加上农业对于土地的深度利用，这一切都在日益蚕食

着自然风景。对自然风景的调查评估能促使我们对于城区

和周边地区的生态状况进行反思，以便在未来的城市发展

中偿还对于大自然的欠债。

与周边大自然相连的成片的绿化区域可以大大提高大

自然的利用价值，同时能大幅度地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

质量。为此，最重要的措施是：将滇池边的自然风景地 

带，三座山丘，后面的山地风景以及城区的绿地大面积地

连接起来，

草坪，空地，草原，水体和水源区，树林，灌木林， 

树丛等都是建立生态带的典型要素。

适应当地水土气候的本地植物以及接近自然状态的土

壤结构，这些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是不可或缺的前

提条件。

基本原则是让尽可能多的地表水就地渗透或是通过绿

化地回流地下（在绿化带设立蓄水池）。为了减轻城市排

水系统的压力，应规定平顶建筑的房顶必须绿化，让天然

的降水尽可能地多渗透进地下，这是最生态也是最经济的

方法。同时，这还是城市排涝防洪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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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农业生产呈贡城区的扩大将导致农业和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发生

急剧的根本性的改变。那里的大部分土地到目前为止还

是由当地的村民耕种，但随着城市的继续发展，这些土地

将被建筑物占据或是变成休闲度假区域。对于中国来说，

农业用地的减少是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

的急剧增长而农业耕地面积的日益减少，加之气候变化，

肉食消费量的日益增长等因素，农业要生产足够的食品来 

满足民众的需求将来会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到目前为

止，当地村民经济来源的大部分是依靠种植蔬菜和花卉，

农业耕地的减少将会迅速地影响到他们的生存。

为了使乌龙城区的扩展尽可能地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进行，因此，在城市发展中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农

业耕地的占用。在规划区域内，依靠销售当地生产的“绿

色食品”，至少有一部分本地村民还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 

产。在以下方案实施之后将能达到：

• 一 部 分 当 地 村 民 应 当 继 续 在 剩 余 的 农 业 耕 地 （ 大约

200公顷）上从事农业生产。按每户人家1－2公顷耕地

计算，剩余的耕地大约能够保障100－200户农户的生

计。

农业人口的生活空间应当以新的形式给予保障。农业生产应朝着生态农业的方

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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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民众对于用生态方式生产的农业产品（“绿

色食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剩余的耕地应当尽可

能地采用生态的方式进行耕种。农业生产应当最大限

度地避免对于土地，水体和空气造成污染。生产的食

品和花卉应当达到质量要求和农药残留量的基本标准

如饲养家禽、家畜，需要注意的是要控制其数量。养

殖所产生的家禽，家畜的粪便经过卫生处理后可作为

有机肥料使用，但其数量不能超过农作物对肥料的需

求量。

• 必须能够证明已经达到“绿色食品”的基本标准，才

能作为绿色食品销售。要达到这一点，生产绿色食品

的农户要接受相应的训，并且当地要有咨询机构给予

支持，另外，对农产品要进行达标监测这可以与当地

的大学合作实施。

• 应当在附近城市的商业区内设置专门的室内农贸市 

场，定点销售用生态方式生产的食品。这些食品应当

贴上专用标签，譬：“本地产绿色食品”等。由于这

些食品是在当地以生态方式生产，而且是新鲜的“绿

色食品”。它们的售价应当比普通的农产品要高得 

多。销售获得的高附加值可用于补偿农户在以生态方

式进行生产时较高的投入。

• 为了唤起城市居民对于农业生产问题的关注，可在当

地设立一种类似体验型公园的设施。在这种公园内可

展示“绿色食品”的生产环节以及生产需要解决的问

题。

• 通过在规划区内设立公园和休闲度假区域将会额外创

造许多工作岗位。过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将来可以

作为园林工人就业。

见“云南花卉药草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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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

公众活动设施

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建设

开发区域

在这一地区可以建设密集的中心城区，这个中心区一

方面要建在城市主轴线上，另一方面要形成一个有吸引力

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网络。建议在这里规划一个室内农贸市

场，以便附近的农民能够在这里出售他们的农产品。沿着

城市主轴线应当设立封闭的建设红线。

土地使用功能：购物中心，零售商店，室内市场，写

字楼，住宅作为补充。

密度：无限制。建筑限高：30米。

这一地区属于城市中心区的一部分。这里的建筑物应

沿着主轴线构成建设红线。

土地使用功能：主要用于公众活动设施，如体育场 

馆，会议设施，酒店，以及带有休闲运动设施的大型购物

中心，专业市场，文化设施，电影院等

密度：无限制，也可修建写字楼。建筑限高：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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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设施和住宅

体育运动设施，医药产业，休闲度

假区，酒店和高级住宅区

在开发区域内有大片的面积用于体育运动设施，与其

它的用途相比，体育运动设施的建设享有优先权。体育运

动这个中心主题应当派生出众多的主题。体育运动设施与

周边的公共道路接壤的边缘地块应当设置建筑红线。重要

的体育运动设施可放在这一区域，这里可建造有代表性的

建筑。

土地使用功能：主要用于培训及训练设施，尤其是高

端体育运动设施，住宅。那些没有建设体育运动设施的区

域可以用来建盖住宅。

密度：无限制。

建筑限高：20米。

这一区域与“3. 体育运动设施和住宅”的区域联系紧

密。这里可以安排辅助功能设施，譬如运动医疗设施，健

身设施，酒店等等。还可以考虑让那些从事体育运动业务

的公司（资讯，体育设施等）到这里落户。在规划中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区域的边缘部分。

土地使用功能：运动医疗设施，训练设施，酒店，写

字楼等；体育用品专业市场，高级住宅区。

密度：容积率不超过2.0。

建筑限高：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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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畔的居住区

呈贡老城附近的居住区

南部的住宅区

休闲度假公园和主题公园

乌龙村及观景点

居 住 区 要 建 在 有 吸 引 力 的 位 置 ， 要 建 一 个 社 区 中 

心，这个中心应有一个公共广场和绿化带。为了区别于其

它建筑，公共建筑应当高于其它建筑物。

土地使用功能：住宅，其它为居民服务的设施。

密度：容积率不超过2.0。

建筑限高：15米。

社区中心的设计应当包含一个公共广场和相应的绿化

设施。为了区别于其它建筑，公共建筑应当高于其它建筑

物。

土地使用功能：住宅，其它为居民服务的设施。

密度：容积率：不超过2.0。

建筑限高：15米。

社区中心的设计应当包含一个公共广场和相应的绿化

设施。为了区别于其它建筑，公共建筑应当高于其它建筑

物。

土地使用功能：住宅，其它为居民服务的设施。

密度：容积率不超过2.0。

建筑限高：15米。

这个公园应当与自然融为一体。

土地使用功能：休闲度假公园和主题公园，也可考虑

建设会议设施等。

密度：容积率不超过0.5。

建筑限高：15米。

按照传统建筑形式复原过去的渔村和农村。这里

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同时也可以开发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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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丽江城附近的村庄

村庄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战略

土地使用功能：住宅，工作场所，旅游业。

密度：按照传统建筑要求。

建筑限高：同上。

目前已经进行开发利用地区的战略，其它的村庄

中心区域的两个村庄必须搬迁。与此相反，另外的两

座村庄则将被纳入居住区发展模式。当然，地面还要做一

些整理。

环境容量计算

如果能够得到关于土地开发利用的更多信息的话，在

规划的下一阶段将进行环境容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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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道路和广场空间

概况

公共道路和广场形成的网络将构成乌龙新城区的主 

干。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将会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在下一

步还要对规划做进一步的细化并且要开展针对交叉路口的

规划工作。

呈贡 － 乌龙中央绿化带

城市中央绿化带是一个具有开发性质的带状城市公 

园。对于公园的设置应当遵循生态的原则，譬如使用自

然材料，种植适应本地气候水土的当地植物品种，保持土

壤的自然结构以及对于地表水的渗透能力。不过，公园的

部分地段仍然考虑做一些建设。这个绿化空间的功能不仅

仅是为人类（步行者，短暂停留者，在附近工作和居住的 

人）服务，而且起到连接滇池和大自然的纽带作用。

宽阔的大道和桥梁划过大地，将空间分割成条状。一

条慢速行驶的公园列车行驶在城市中心区和滇池之间。城

里大大小小的广场的地面铺有硬质材料和细小砾石。这里

可供人们停留小憩，还可以作为举行各种活动的场所，还

可以供人们作各种非正式的休闲体育活动。设置：露天桌

凳，亭子，爬满枝藤的拱廊，观景台，厕所，休闲娱乐器

材，儿童游乐场及各种游乐设施（运动设施，人造自然 

等）。

公园和附近社区的地表水将被收集起来。通过植物和

砾石的过滤，流过高度各异的台阶和水塘，形成瀑布。按

照规划，这里还建有一个盛放经过处理的污水的水池，这

些地表水也可用于补充该水池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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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系统构成市内交通网络

城外的主干道

支线

道路横截面示例

所有在规划区域内的道路都应当按照城市规划和功能

的要求纳入城市规划之中。这些道路构成一个城市主要的

生活空间和社交空间。除道路之外，还应开辟宽敞的步行

区域。要设置穿越道路的安全的人行横道线，在这些横道

线的中央应设有宽敞的安全岛。与此配套的是宽阔的绿化

带。路上应当种植多行行道树，使之形成“绿色凉棚”的

效果。在针对报告第二部分“道路网络”图纸所作的说明

中，对所有重要道路的路面设计均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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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呈贡的道路及现有的其它道路

从呈贡往南的道路应作为通向居住区的道路予以保 

留。这条路可以用作城市中心区南面的慢速交通干道。

新城区内的广场及慢速交通网络

在各个社区里规划了大大小小的广场。广场的重要功

能是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另外还规划了一个大型公

共广场。每个社区内都有一个供行人和骑自行车人使用的

步道及自行车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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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当飞行活动持续不断地进行时，就需要保留供

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净空。对于在起降通道上居

民区的高速发展必须加以限制，这一点还需要

研究确定。

功能

公园的布置

空地

基本原则

对现有的自然景观和自然空间资源的保护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保护生态设定的近期目之一就是要在湖畔地 

区，山顶以及农业用地上实施恢复自然工程。

呈贡机场

基本规划方案里含有两个针对机场的备选方：

－ 机场将不再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机场的形状和面积

基本不做改变。机场可以用于开展多种体育运动及休闲

活动。一般来说，机场不应当用围栏围起而应当用来举

办各种活动。在这里除了可以开展某些类型的体育活动 

外，这个空间还可以用来举办各种专门型的活动，各种

展览和节庆活动等，

－ 机场将被重新被启用。这时，由于机场所处的良好位 

置，它有可能向业余飞行爱好者提供飞行机会，还可以

开展跳伞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机场的起飞和降落通道

必须达标并保持畅通。另外，关于这个机的起降通道与

嵩明新机场的起降通道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研究

乌龙山

这是靠近城市的休闲度假区域，这里可建观景台，眺

望滇池，还建有餐厅。这里的公园非常适合家庭出游，里

面设有众多的漫长的步道以及各种相应的设施。

这个公园属于城市的休闲区域，但也可以作为“软” 

的旅游景点。

整座山丘被布置成一个仿自然的公园。建议这里的植

被采用当地的树木，灌木，药草和草类。这里可设置供人

们认识植物用的展示园或是植物展示路，这方面的规划和

管理可以得到大学的专业性指。

公园的风格应当布置得简单，原始，仿自然，与非常

人工化的呈贡 － 乌龙中央绿化带形成鲜明对比。村庄较

老的部分将作为“历史”纳入公园范围，以此形成新建城

市的对照物。

在公园内用砾石铺设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步道网，人们

可以在这里漫步。这里还规划了一个自行车道网络，但

两个网络必须截然分开。汽车和摩托车只能到达餐厅。作

为吸引旅游者的措施，还可以额外修建一条缆车道通到山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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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山

山丘主要用于体育运动，因此，它的布置追求的是 

贴近自然和相应的粗放管理，让草地，树林，树丛交错生

长。这里应采用本地原始的植被，使其朝着“原始森林化” 

的方向发展。

另外，在山上修建一个供跑步者，骑自行车者使用的

步道及自行车道网络，这个网络应当在高度和景观上富于

变化。路面用贴近自然的砾石铺设。还可在路上设置挡马

的木栏，供马术运动者使用。

设立自行车和滑板运动乐园，在这个乐园里还可设

置各种敞开式管型滑道。另外，还可设置一些健身运动设 

施。

随 同 公 共 设 施 的 开 发 ， 还 应 当 建 设 如 厕 所 ， 垃 圾 

桶，更衣室等相应的设施。

云南花卉药草植物园

位于酒店区，呈贡 － 乌龙城市中央绿化带，乌龙山

和风景路之间的农业耕地可以作为“云南花卉药草植物 

园”的选址。目前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民将来可以纳入公园

的管理。

设立展示园或者试验园，向公众展示从前的传统耕作

方式。经济作物，药用植物和园林植物的展示不但会引起

参观者的兴趣，而且还可以增进他们对于云南的自然和文

化的了解。出售产品的收入以及可能的门票收入将至少能

够弥补公园开支的一部分。

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攀藤植物以及富有个性的

不同的田地，这些都是构成云南花卉药草植物园的“结构

元素”。

与“水上世界”为邻的酒店区

位于酒店前方和云南花卉药草植物园之间的一条大

约100米宽的地带构成一个带有“水上世界”的酒店花园 

区。

酒店位于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花园内，在这个园内种植

了具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如树木，树丛和开花的灌 

木。园林的布置应当与酒店的建筑风格色彩协调一致。

人可以进入的原始森林

新形势下的农业生产

植物展园

布置

关于园林的构想

与酒店建筑综合考虑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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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向客人提供：野地漫游，在大自然里野餐以及

在安全的环境中休息。这个花园应当与酒店富丽堂皇的

风格相称并且让客人对于这个花园的独特性留下深刻印 

象。

“水上世界”可作为酒店花园的补充。在满足体育

运 动 大 学 需 求 的 基 础 上 ， 实 施 水 上 世 界 和 健 身 中 心 项 

目。可在绿地中设置面向住店客人的“体验型水池和洗浴

池”，还可设置运动用游泳池，矿泉浴池，治疗池。一些

很有吸引力的项目，譬如水上滑梯，波浪型游乐池都可以

考虑设在水上世界内。这些设施必须符合酒店“室内游泳

池，游乐池和健身设施“以及体育大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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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ixed with Residential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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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利用

概览图，规划方案的当前状况

城市规划

绿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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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way

Scenic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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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慢速交通

道路网络



第二部分
图纸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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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图（原图比例：1：5 000）

中央商业区

商业区与居住区混合区域

商业街区及市场街区

商业区，公共交通密集区

体育运动功能区

与大自然相连的体育运动功能区

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功能区：康复设施
医疗设施，酒店及其它功能区

酒店及住宅

居住区

现有的村庄

新的村庄

绿地，公园

绿地，公园，休闲娱乐设施水
上运动

具有显著特点的重要建筑

基础设施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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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利用

土地的开发利用系依据呈贡基本规划方案来确定。沿着城市

中央绿化带的走向设置中心功能区。商业中心主要安排在中央绿

化带的北面；而在中央绿化带的南面则可建造重要的公众活动设

施，这些设施可以是具有显著特色的重要建筑。这些建筑物构成

异常开阔的体育运动功能区域的前端。按照规划，这块体育运动

区域在规划区内占地面积较大。

说明阐述了其它方面开发利用的情况。但在一般性规划的框

架内不可能将所需的基础设施全都一一落实，因此，在今后的工

作中还要对此进行细化和补充。

对于乌龙山南面的区域，委托方对于土地的使用功能，规划

以及开发利用已有具体设想。因此，对这一区域在规划上仅作了

一般性的处理，更多的是沿续原先的规划。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现有的村庄。经过

研究，制定出以下战略：

－座落在乌龙山边的两座村庄可以保留。而位于湖畔的从前

的渔村则应按照旧日的风貌进行整修并可作为吸引旅游者

的观光景点。

－位于规划区的东北部还有两座村庄。按照规划，这里将设

立中央绿化带及重要设施。这两座村庄将被分期逐步搬 

迁。可在规划区的东南部新建村庄安置搬迁的居民。这里

需要考虑为新村庄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在位于规划区西北部的大村庄里，人们在过去的几年里进

行了重要的投资建设。这就意味着，在做规划时，至少应

将现有村庄的一部分纳入地区发展规 划之中。

位于规划区西北部的村庄，村庄大约三分之二

的部分能够得到保留并将纳入地区发展之中。

具有特色／重要意义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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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图（原图比例：1：5 000）

建设区域，限高30米

建设区域，限高20米

村庄

具有显著特点的重要建筑， 

特殊区域：可考虑与体育运动
区域和一些单体建筑相衔接

中心市场建筑

重要的街面和建筑物拐角：
清晰的轮廓，整齐的线性排列
别致的建筑风格

重要的街面：清晰的轮廓
别致的建筑风格

重要的地面标志

老机场旧址，绿地

用作地面标志的新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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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规划草案的核心要素是，在一些区域进行建设，而在

其它区域则保留原先的自然风貌，通过强烈的反差营造出

一种相映成趣的氛围。在乌龙，开展建设的区域形成两个

相对的矩阵：乌龙主城区的走向与城市主轴线（中央绿化

带）一致。这条主轴线将呈贡的中心区与滇池连接起来。

南面的居住区与从高速公路节点通往滇池的主干道形成直

角。这个居住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在居住区中心

现有一块水面，它将被纳入规划之中。

所有的道路都被纳入城市规划方案之中。这些道路的

位置和走向所依据的不仅仅是交通技术方面的基本规则，

而应将它们看作是城市规划这一庞大体系的组成部分。道

路的走向和干道的设置属于空间布局的组成部分，要依据

精确的地面标志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同时要保证不影响它

们的交通功能。
主轴线L俯瞰图

构想的城市建设结构影响它们的交通功能。

从城市规划方案中归纳出地区

发展的指导方针。要保证乌龙城

区的空间质量，关键是按照规划建

设城市结构设施。那些构成公共空

间——广场，道路及绿地——边界

的建筑物应当形成一条连贯的线。 

（详见“重要的街面和建筑物拐 

角：清晰的轮廓，整齐的线性排 

列，别致的建筑风格”）。

对我们来说，特殊的挑战来自

体育运动设施的规划和实施。一

方面在建设时要将道路空间区分开 

来；而另一方面，在地块内又要形

成彼此相连的空地和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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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系统图（原图比例：1：5 000）

建设区域

具有显著特点的重要建筑

老机场旧址绿地

公共空间

特殊区域：可考虑与体育运动
区域和一些单体建筑相衔接

码头，游船停靠站，餐厅

问讯中心，餐饮，售货亭，公
共厕所等

重要的地面标志

休闲公园区域入口

林荫道

设有座椅的公园



45

绿化系统

一般来说，绿化系统规划图诠释的是无建筑区域的规

划情况。关于功能用途则要参见功能区划图

中央绿化带从呈贡的中心区一直通往滇池。但在这一

比例的规划图上对于这条绿化带更多的是一种图解式的 

展示而不是我们想要的形象具体的设计。在接下来的工作

中，这种设计将会在一个较大的规划图中得到体现。

要为所有的绿地制定一个符合生态要求的方案。这一

方案应当涵盖植被的品质，布置，栽培，维护和利用等各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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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交通图（原图比例：1：5 000）

高速公路

一级主干道

一级次干道

二级主干道

二级次干道

带绿化带的二级次干道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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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

道路运输工具是呈贡城货物和人员运输的主要载体。

因此，路面应当相应地设计得宽阔一些。同时，道路还应

当成为当地居民和来访者乐于逗留的空间。可通过为慢速

交通保留足够的面积以及对道路进行大面积绿化来达到这

一目的。道路的设计还应当考虑让行人能够安全地横穿。

道路网络应按照以下类型划分等级：

• 一级主干道：

 道路中央设有快速公交系统（BRT）的市内主干道

• 一级次干道：

 无快速公交系统的市内主干道

• 二级主干道：

 社区内主要道路

• 二级次干道：

 社区内连接路网道路及网络内支道

• 带绿地的二级次干道：

 位于类似公园区域内的支道

在所有社区内道路边上都预留有一条停车带。然而，

这条停车带并不能完全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因此，在建

设规划的框架内，将根据需求在各个区域设置额外的停车

设施（如停车楼等）。

下面对各种道路路面进行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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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主干道

这类道路包括最重要的市内主干道。快速公交系统（

BRT）也在这些干道上运行。这些主干道构成公交系统网

络的主干。

在这类道路的路面上种有6行行道树。由于这些行道

树的存在，使人感觉到这些道路是一条条遮荫的绿色长 

廊。这样的区域对于行人和骑车人尤其具有吸引力。而且

这些区域也可以进行开发利用（譬如开设商店）。

运送货物的汽车在（设有停车带的）与道路平行的辅

道上通行。遇交叉路口时，这条辅道就并入道路。

一级次干道

这类道路与一级主干道同属一种类型，只是没有预留

供快速公交系统（BRT）运行的车道。由于没有快速公交

系统（BRT）车道，这类道路上只种植了5行行道树。这

里的公交车站应当沿着道路中央的快行道设置成港湾式车

站。这样就可避免由于公交车驶入边上的辅道而被运货汽

车或是停放的车辆等阻碍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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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主干道

二级主干道主要作为社区内的主要道路，这种道路的

作用是汇集并疏导交通流量。这里不需另设辅道，而是在

路边设立停车带。为了对路面进行相应的绿化和遮荫，在

整个路面上应当种植3行行道树。

如有公交车辆在二级主干道上运行，就应当在路面上

设置新的公交车站。为了加快公交车辆的运行，这种公交

车站不能设计成为港湾式车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会给汽

车流带来一些干扰。但对于这种后果在规划时就已经考虑

在内。

二级次干道

二级次干道的功能相当于支道。它设有一条车道和一

条停车带。在道路中央规划有一条2米宽的通道。这条通

道既可供汽车在转弯时使用，又可作为行人过街横道线的

补充。在这类道路上不考虑设置隔离带。

带绿化带的二级次干道

这类道路也属于支道。路面的设置是这样的：在道路

中央设立一条宽度约为20米的有树木遮荫的步行区。这里

规划有儿童游乐场，社交场所，书报亭，售货摊点等。由

于慢速交通在这一区域里也可以穿行，故这一区域边缘部

分的面积可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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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交通图（原图比例：1：5 000）

供行人和骑车人使用的林荫道



51

慢速交通

对于慢速交通来说，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安全快速，

具有吸引力的并且贯通的道路网络。这个网络把城市的各

个重要中心和次中心连接起来，并且通往各个休闲活动地

及体育运动设施所在地。

由于居民最重要的出行地，如工作地点，购物场所，

休闲活动地等都分布在道路通达的地方，故道路是慢速交

通的主要载体。在路面设计时需要注意的是，要为行人和

骑车人预留足够的路面空间。此外，路面上应当尽可能多

地种植一些能为行人和骑车人遮荫的行道树。

除了通达到居民区外，慢速交通干道也通往休闲活动

地和体育运动设施。重要的是，应当为未来可能的用途

预留足够的路面。单一用途人行道的宽度应为5米，而如

果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合而为一，那其宽度至少应为7米。

过窄的通道会大大增加冲突和事故的风险。这里还要注 

意的是，道路的起伏应当适合残疾人。道路的坡度不应大

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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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图（原图比例：1：5 000）

LRT/BRT系统 (快速公交系统)

市内公交巴士线路网

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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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对于呈贡城区来说，快速公交系统（BRT）应成为公

共交通体系的主干。快速公交系统（BRT）线路呈十字 

状，一条沿着南－北主轴线开行；另一条则穿过东－西中

轴线。快速公交系统（BRT）将城市各个区域快速，安全

可靠地连接起来并与更高一级的城际列车系统连接。在设

计城市各区域之间及各重要出行地点之间的连接线路时，

应当考虑让乘客不需要换乘就能到达目的地。。

在快速公交系统（BRT）主干之间的区域，稠密的支

线网络可采用传统的公交巴士线路覆盖。这些公交巴士

线路都与快速公交系统（BRT）线路相互衔接，乘客可以

通过换乘站换乘。规划要达到的目标是，在那些通往重

要出行地点的线路上，在尽可能多的线路上，努力做到让

乘客只需一次换乘就可到达目的地。换乘站设在各个次中 

心，乘客能够非常容易地在公交巴士系统和快速公交系统

（BRT）之间换乘。围绕这些换乘站应当首先考虑建设公

众设施，譬如购物商场等。 示例：一个大型的换乘站 (巴西库里提巴市)

示例：与快速公交系统（BRT）连接的专线车线路的网络结构

快速公交系统（BRT）应当保持较高的发车频率。运

行车辆应采用大型公交巴士。为保证运力，必须购置两节

式或是三节式铰链式连接客车。此外，为了不影响车辆的

运行，最好不要在车内检票，而是在车站的入口处设立检

票处。但目前实行的传统方法仍然可以在一些专线 上保

留。

两条旅游交通专线对于公交系统是很好的补充。一条

专线穿过中央绿化带并将其与滇池连接起来。第二条在机

场区域和乌龙山之间运行，以此减少游客的登山劳累。

公交系统主干

专线公交巴士

公交车站，供乘客在轻轨
／快速巴士和市区公交巴
士之间换乘的枢纽站

公交车站，供乘客在轻轨
／快速巴士和区域性铁路
网之间换乘的枢纽站（呈
贡中心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