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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双修”规划背景下兰州市绿地系统景观改造的技术路线
Technical route of Lanzhou green space system landscape renovation under background
of "Urban Double Repair" planning
郭敏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土木工程系,甘肃 兰州 730101)
摘要:城市双修规划背景给景观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设计高度，迅速开展兰州市城市景观修补与生态修复工作意义重大。
良好的绿地系统景观不仅可以改善兰州的小环境、防风固沙，还可以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给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
地。良好的景观改造是以保护自然为前提，尽最大可能恢复生态平衡，并且考虑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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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double-repair planning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design height for landscape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apidly carry out urban landscape repair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ork in Lanzhou. Good landscape of
green space system can not only improve Lanzhou's small environment, prevent wind and fix sand, but also protect local biodiversity
and provide habitats for animals and plants to survive. Good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protecting nature,
restoring ecological balance as far as possible, and considering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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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系统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基础部分，也是一个
城市整体风貌呈现的必由之路。当代经济、科技水平都在
高速发展，这就导致环境和生态状况的与日俱下，如何让
城市健康持续的发展，成为环保、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核
心任务，如何建立健康全面的城市绿地系统也是当务之急。
目前兰州市存在的绿地率低、人均绿地不足、绿地生态功能
匮乏、缺乏地域特色和文化的内涵等问题亟待解决。近年
来随着城市双修的提出，掀起了一场对城市修复、城市修
补，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山体、河流、植物、湿地环
境的浪潮。城市绿地系统中开始融合了景观生态学、绿地
网络规划的相关内容，对城市的脆弱环境和问题有了改善。
兰州市位于西北半干旱区域且属于黄土高坡范围内，
干旱少雨，市区南北群山对立，东西黄河穿城而过，绵延百
里。海拔大部分为 1500～2500 米的黄土覆盖的丘陵。兰
州地区降水不多，年均降水量仅 310mm左右。由于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很少固植物生长缓慢、稀少，森林覆盖率极低，
绿化带多覆盖在黄河风情线上，南北两山的绿化成效极低，
固绿地系统的改造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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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市绿化过程中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造园理论要求从传统的思想命脉如：君子
比德思想、山水自然观理念和天人合一哲学观为理念基
础，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大面积修复。城市双
修理念的提出继承了前人造园的优秀理论以“自然生态修
复”“城市生活状况修复”为目标，建设有情怀的、凸显黄
河之畔兰州的新风貌。由于兰州市在建国后的绿化脚步稍
显迟缓，以南北两山和黄河风情线为基点，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人民的平均绿化率，但是总体上由于自然环境受限
和土质及地貌的影响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
1.1 排洪沟及南北滨河路存在的问题
1.1.1 缺乏系统的全面规划

黄河千百年来，水流冲刷出的腹地布满了沟壑，就像
人体内的血管，兰州没有形成系统的排洪沟布局系统，所
以连带绿地系统的平面布局和设计也主要是以土地现状、
人为强行兴建为主。兰州市沿黄河布置的排洪沟有10多条，
但是绿化却远远不够，五里铺、七里河桥的排洪沟绿化也
是残缺不全的。
1.1.2 滨河景观带的功能不足
滨河带大多数的绿化多为草坪和稀疏的灌木，很少有
成气候的乔木林地和群落。兰州南北滨河区景观节点的连
续性不够 ，城市绿地量少，人均绿地率居西北五省最后一
名。景观节点的距离相距较远，很难步行 15 分钟内到达，
滨水地区毗邻黄河，很容易受黄河洪水淹没的危害，景观
廊道尽量做到了见缝插针，但连续性不高，所以导致景观
与景观之间的联系性极差。
1.2 兰州湿地公园绿地系统存在的问题
1.2.1 管理不健全
由于体量过大，大体和一般性的综合性并无较大区别。
核心区域往往设计不明，建筑和构筑物风格千篇一律，没
有兰州特色和地域风格。由于面积过大，公园管理做不到
面面俱到，湿地公园在保护与开发之间走向了两极，资源
的保护在起初有一定成效，但是由于人为活动或者生产活
动也慢慢退化掉，湿地公园的选址过于随意，与城市水系
统衔接不紧密。
1.2.2 湿地生态系统缺乏连贯性
保护和营建湿地生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湿地责无旁
贷的任务，为了确保生物的连贯发展和生存兰州市安宁区
的湿地要求和周边绿地系统联系在一起，确保合理的生态
廊道和动物的紧急避难场地。但是目前看来很难做到与周
边绿地联合在一起进行生态维护。
1.3 南北两山的绿化问题
因为气候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兰州市南北两山不适宜
大面积栽植生态林，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治理和努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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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两山水土流失和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的情况都得到了缓
解，但是综合来看，南北两山绿化的景观利用价值极低，也
违背了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黄土不露天。
在南北两山上种植的植物成活率低，虽然每年有几万
到几百万人参与到植树造林中，但是效果欠佳，荒地还是
很多，绿化开发和旅游管理制度都不完善，较之别的城市
的两山绿化明显滞后。
1.4 规划绿地未能展现地域特色
现代城市设计中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很多城市大多呈
现一个色调、一个特色，所谓“千面城市”，这是设计的悲哀。
在城市大背景下，如何设计出塑造地域景观的特殊性和别
具一格性，要从自然和文化两方面入手，总结优势和劣势
并存的问题，充分挖掘地域符号和解决措施。丝绸古道和
黄河、飞天等文化的深入挖掘都应在黄河两畔凸显出来。

2

景观改造的技术路线

2.1 优化公园结构
对兰州市内几个主要公园，如水车博览园、植物园进行
景观和植物的优化配置。兴建一座兰州市中心公园，以黄
河为主线，有机的串联周边景观、公园、和街旁绿地、街道
绿地，形成一个覆盖兰州市的有机科学的生态绿轴。减少
园区的服务半径，城市绿地比较匮乏的地区如：七里河区、
城关区可结合黄河风情线加大景观的延展性，全面提高兰
州市市民的出行需求―真正实现“200 米见绿，300 米入园”
的出行需求。在均衡布局公园绿地的前提下，提升乡土植
物如国槐、丁香、白皮松等的应用比例，创造出一个和谐生
态的公园环境。建议对未来城市和绿化系统提供积极的构
想。绿地系统要全面充分利用兰州的立地先天条件，多利
用立面条件，选择能够攀爬的植物，依靠各种建筑物及立
交桥、黄河两岸护堤处、花架、廊架、栏杆、古木及公园中的
假山石等增加绿地面积。
2.2 排洪沟的修复
从建国初期至今，兰州市的几十条排洪沟均有污染问
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体量较大，二是较难治理。排洪沟
的绿化欠缺或单一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管理体系不健全，
管理混乱，无法深入地对问题绿化对症下药。在沟渠堵塞
后，很长时间都无人治理，更不用说绿化设计了，政府相关
部门也没有很好的对其进行管理和规划。市民产生的错觉
就是，排洪沟附近可以随处堆砌垃圾，无人爱护和对其负
责。所以，应该建立排洪沟的整体绿化方案，形成一个完
整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处理排洪沟的绿化问题。
2.3 滨河区景观绿地的改造
兰州市是黄河穿城而过的唯一城市，黄河沿岸的滨河
绿地景观是兰州市绿地系统的一大组成部分。现有的滨河
区绿化已颇具规模，开放式的自然式规划与千篇一律的平
面布局相结合，形成了兰州市的名片“黄河风情线”。但是
其景观系统陈旧，节点规划的连续性较弱，点与点的规划往
往相距甚远，所以滨河区的绿化景观仍需很大的提升空间。
2.3.1 加强景观节点的连续性
河谷型城市要有完善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几个元素
比如点线面的结合，具体到绿化形式就是城市公园、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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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自然保护区、农田、湿地等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绿化
系统。滨河区建有几个重要的公园，周边配合有驳岸的绿
地和小型街边绿地，它们彼此间没有良好的连续性，源源
不断的景观效果差强人意。景观节点之间没有元素的相似
性，个体独立存在又没有相互作用。
2.3.2 加大地域特色的设计
兰州自古就是丝绸古道上的重镇，传承和记载着很多
久远的思路文化，作为黄河的渡口、交通的枢纽和军事要
塞，至今任然是丝绸古道上的重要经济带，因此景观的丰富
与否定会影响到兰州的长远发展，在规划过程中如何大力
体现景观的地域特色和兰州特有的文化内涵成为首当其冲
要考虑的事情。丝路文化的元素符号应该散布在大街小巷，
古丝绸之路一路绵延、一路向西，留在兰州的文化符号如：
水车、黄河、刻葫芦、羊皮筏子等都要蕴含在景观的一草一
木中。在市区也可结合一些古典建筑，比如城隍庙、白塔山、
玉泉山，将建筑和景观良好的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兰州
丝绸古道重镇的魅力。
2.4 南北两山的景观优化
本着兴建南北两山绿色山脉的目标，并秉承着景观设
计“不露黄土”的原则，应该大力种植树木，进行土地的合
理利用和规划，创建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良好共联，整个
山体的景观生态体系要靠生物和绿色景观共同营建。可以
多引种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植物必入沙枣、骆驼刺、沙拐
枣等。南北两山的绿化好了，通过它们的有效拦截和阻挡，
才能为兰州市打造出一个优秀的空气环境。
2.5 “雨水花园”和“海绵城市”理论的引入
兰州虽然下雨较少，实现水弹性城市较困难，也就是
利用下雨时进行吸水、储水、循环利用的一系列操作，改造
渗水砖、雨水花园、浅草铺装等绿色方式积极引水，而不是
逢雨必涝。兰州市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在南
北两山的脚下可采用雨水花园的概念，兴建几个小型的绿
地公园。通过公园聚集吸收地面的雨水，再通过植物和净
水系统使雨水实现可循环使用，变废为宝的均衡发展。
总之，本文通过对兰州市绿地系统景观格局的概述，
运用城市双修和生态修复等相关理论，指出了兰州市绿地
系统现有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初步的景观改造方案。对
绿地布局和分区进行了优化，维护了小环境中的景观生物
多样性，并力图恢复南北两山的绿化环境，为兰州市民创
建出一个环境友好型、和谐、欢乐的生态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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