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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空间环境及景观施工设计研究
——以虞城县为例

刘宇宏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西南公司，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结合精神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针对中小型城市公共生存空间，提出“以旧

改新”，将原有的与社会需求、生态环境等内容不匹配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如公园）进行科学合理的更新扩改建，

使得生态与文化充分结合，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与生活体验，在人文建设、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形成良好的

“可持续循环”态势。本文所选样本工程，在中小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方面价值优良，建设反馈良好，可作为同类型、

衍生类型基础建设样本，供相关人员分析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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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的快速发展，在满足基

本物质需求后，精神充实和业余时间的享受，已然成

为人民生活水平向上提升的标志。人民对旅游、娱乐、

休闲方式、生活调节等内容的需求，对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

为改善居民生活、结构，满足和谐社会的需要，

此项内容早已成为国内基础建设内重要的一环，为此，

想要提升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达到体验度良好、群

众满意度高的目的，需结合运动、生态、休闲、娱乐

等因素建设一体化的公园环境，此类设计和实施，在

填补市政建设空白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为人民谋求

精神享受的福祉。

1 样本工程分析

项目样本，作为豫、鲁、皖三省交界处，也是全

市距离商丘中心城区最近的县一级单位，拥有优越的

地理条件和交通条件 [3]。

公园位于虞城南部产业集聚区，是南部集聚区规

划的唯一块状水系、绿地系统，是周商永运河的水域

延伸系统。项目建成后，将与周商永运河、响河一起

形成虞城城区绿地系统的主骨架和核心点，是虞城城

区城市绿化规划的重要组成，将与两河公园、木兰文

化公园、森林公园等形成南北呼应的局面，成为县城

内最大的综合性游园之一。

1.1 气候

样本工程所在地区，处于暖温带季风气候，主要

特点是春季温暖大风多，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凉爽

日照长，冬季寒冷少雨雪。

1.2 工程地质

踏勘与物探显示，场地属典型的堆积形地貌。拟

建区属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地貌单一，地

形较平坦，地层层位及厚度变化较大，土质均匀性稍差。

主要地层为第四系河流沉积物，主要由粉土、粉质粘土、

粘土及粒砂组成。

勘探深度范围内，地层可划分为七个地层单元，

自上而下依次描述如下：粉土→粉质黏土→粉土→黏

土→粉土→黏土→粉砂。

经综合评定，以粉土为直接待力层，根据工程特征，

天然地基能满足建筑物的强度要求，可采用条型基础，

适当浅埋。

1.3 水文地质

样本工程属于淮河流域，分属洪泽湖、涡河、南

四湖三大水系。内流域面积在 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骨

干河流有涡河、惠济河、沱河、黄河故道、浍河、大沙河、

王引河等。

河流大多呈西北东南流向，大致平行相间分布，

多属季节性雨源型，汛期遇大雨、暴雨，河水猛涨，

洪峰显著，水位、流量变化很大。

对于目前环境改良，公园的建成，辐射范围约 20

公里，将成为虞城城区最大的人流集散地之一，也将

带动形成客流中心、物流中心，河湖生态的优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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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形成地理区域意义上的“绿

色心脏”。

1.4 建设方面考量

经考量，项目在原址进行改、扩建，要建设湖面

开挖和治理，设置木兰堤、翡翠灯塔、雕塑、亭廊及

建筑小品、广场、房建、道路、管网、供电照明设施、

公厕、停车场、游玩设施。（设计建设规模如表 1所示）

1.5 项目区状态

公园位于工业大道与漓江路交叉口，是老城区到

工业区的必经之路，是人民休闲娱乐度假的地方。人

民公园占地 650亩，其中水域面积 240亩，周边为工

业用地，城市功能、城市空间、城市形象提升空间较大。

1.6 区域内存在问题

1.最重要的干道，被公园阻断，南北向交通不流畅。

2.周边的城市道路功能不完善，公路城区段要按

城市道路标准建设等。 

3.周边为工业用地，与城市门户形象不符。

4.占地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城市综合体生态核心

的需求。

5.人文气息较弱，无法展示、弘扬文化。

1.7 规划目标

此项目意在完成“生态公园建设”，所以公园性
质应满足：休闲、娱乐、生态景观、城市地标。据此，
结合状态、现存问题以及文化意义，建设目标如下：

1.充分协调经济、环境、实用、技术等方面的相
互关系，发挥创造力，深入细致地考虑园林空间的组合、
风格形式、内在休闲功能、景观构成以及配套设施等
方面因素，形成具有高品质的能代表虞城县精神风貌
的风景线。

2.合理确定内容、品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定期
实施步骤，努力营造新的休闲环境，提升旅游人气，
与此同时，重点对五个桥头广场和六个分区进行相应
的景观环境设计。

3.文化内涵展示，面对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城镇，
对于地标性建筑，公园设计对此应有所反映和体现。

4.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上，注意分期实施的阶段完
整性和小景点的市民参与共建性，突出整体风格，保
证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1.8 建设内容

1.8.1 湖泊
作为地标性建设单元，对项目依据《防洪标准》

表 1 设计建设规模

用地 总用地面积 1500亩

水域建设
水域面积 30万平方米，蓄水 65万立方米，水岸边护坡 5000米、45000平方米，设置翡翠
灯塔

土方开挖 开挖土方约 35万平方米

环湖路 内环铺设鹅卵石路、外环铺设石板路 5万平方米

木兰堤 设计布置木兰堤，体现虞城文化的同时丰富沿湖游线

雕塑、亭廊、
建筑小品

雕塑 60处、建筑小品 36处、亭子 10处、花架和廊架 500米

辅助用房 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保安室、管理中心等，建筑面积 2400平方米

道路 园内主干道 4600米，次级步道 3600米，连接步道 5000米，小桥二座，栈道桥 540米

管网 污水管道、电信管网、地下电线管

供电照明设施 明点 500处，路灯 300处，草坪灯 180处，广场等 60处，其他照明 40处

公厕 建筑面积 350平方米

亲水平台 设亲水平台 3个

水上游乐园 建设湖内小道休憩亭、美化及水上游乐设施

湿地养护 对湖泊周边栽植绿化苗木及莲藕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9期 (下 )总第 508期 科教文化

99

提出，按照 50年重现期预防（见表 2 防洪标准）。

表 2 防洪标准

分段
防护
等级

防洪标准
洪水重现期（年）

堤防
级别

治理段 Ⅳ 50 2

通过对整体湖河堤生态系统实施保护、恢复和建

设，加强和巩固现有的护堤系统，结合水体生态系统，

改善市域生态环境，保持河流自然景观的完整性，保

持和改善市域水系生态和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处。

在此基础上，加强植被的游赏性，营造风景优美的、

与各区段功能相协调的、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滨水

廊道景观。

1.开挖清淤：对范围内湖面进行开挖扩容、湖底

进行清淤疏浚。

2.护岸边坡工程：城湖护岸边坡工程：厚 10厘米，

长 5000米，斜高 9米，水泥混凝土护坡面积 45000平

方米；坡面，采用水泥混凝土护坡（厚度为 10毫米）。

1.8.2 环湖生态原则：

1.坚持生态的原则体现地域特征：在保留原有林

地的基础上，增加生态护坡，尽量采用本土树种。

2.植物品种选择上，达到四季常青、季季有景的

效果。实施过程中，节点及道路两边采用规则树阵、

图案形式的花坛或灌木种植带等可以体现出强烈的时

代感及新城面貌；以大面积开阔草坡为主并结合自然

式手法营造出生态景观效果。

3.灯具打造。为配合景观构建，灯具方面材质选

用优质低碳钢 Q235A型，单臂路灯。钢杆防腐处理采

用内外热镀锌，镀锌工艺过程经过酸洗、热镀锌、水洗、

磷化、钝化等过程，锌层厚度达到 86微米以上，表面

光滑美观，光泽一致，契合景观效果。钢材的材料标

准如表 3所示。

表 3 材料标准

项目 标准参数 备注

硅含量 ≤ 0.04%

直线度 误差≤ 0.05% 折弯机一次成型

抗风 36.9m/s 11级以上

抗震 8级

高 6m

1.8.3 亮化

根据《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支路按 111级照

明标准设计，亮度匀度为 0.4Lmin/Lav，平均亮度 0.5Lav，

平均照度 81x，照度均匀度 0.3Emin/Eav。

道路单侧每隔 30米左右设置一盏单臂路灯，灯杆

高度 6米，灯杆应采用热镀锌防腐并外喷塑料处理 [4]。

灯具采用半截光型灯具，光源采用高压钠灯 [5]，功率

100W，随灯配整流器、单灯功率补偿，熔断器等相应

附件。交叉路口根据情况采用单侧布置、交错布置或

对称布置等方式，广场、停车场的照明采用高杆灯。

本着节能减排，低碳建设的原则，对照明亮化采

用定时控制与中心遥控相结合的控制方式，路灯内安

装节电及定时装置，可根据经纬度位置以及季节变化

自动调整开灯时间。路灯照明回路设置遥控接口，在

每台箱变内设置路灯“三遥”控制器，采用 GPRS无线

modem进行数据传输。这种方式控制路灯的工作时间

更加灵活、方便。例如在后半夜可以有选择地关掉部

分路灯或降低光源功率，从而实现节电的目的，同时

也可有效延长灯具使用寿命，减少维护维修费用和维

护人员工作量，这样的方式充分满足了国家提倡的节

能准则。

景观区域及广场设置景观照明灯，灯具均采用优

质、高效的节能型光源。景观照明灯具类型主要有草

坪灯、地投灯、柱灯、荧光地埋灯、工艺灯等，具体

型式结合周围建筑和景观风格确定。

2 总结

为满足人民精神文明建设，拥有地标性意义的生

态环境公园，在改良湖泊河流及其周边的环境质量的

同时，也提高了周边居民的环保意识，还能强化区域

内珍稀动植物资源的保护。通过严谨的设计，能够有

效地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建设、环境、生态、

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闭环。面对水源、湿地充沛的

城市和环境，在开发基础设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

优势，为属地居民提供更优质的生存空间和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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