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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为进一步优化浙江省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的布局结构袁 为今后同类城市的公园绿地布局参考袁 以浙江省诸暨市

城市公园绿地为研究对象袁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和资料搜集袁 从公园绿地分类标准尧 景观生态学和景观可达性等 猿 个层

面出发袁 对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的布局现状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评价袁 并指出存在总体布局缺乏网络化尧 小型斑块绿地

布局欠合理尧 公园绿地类型不健全等问题遥 最后结合诸暨市的城市特色袁 提出平衡布局各类公园绿地袁 加强大型斑快

绿地建设袁 健全各类公园绿地类型尧 公园绿地布局结构网络化袁 强化公园绿地在布局上的均衡性与可达性袁 挖掘社会

文化价值与创建地方特色等 远 条改进意见遥 图 圆 表 员 参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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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是向公众开放袁 以游憩为主要功能袁 兼具生态尧 美化和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咱员暂 遥 它是城

市绿地系统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袁 是城市绿地景观中 能体现城市绿地功能的绿地类型袁 其数量尧 面

积和格局等直接影响着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游憩活动的开展咱圆暂 遥 以浙江省诸暨市为例袁 近年来袁 诸

暨市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袁 于 圆园园远 年 员园 月获得 野国家园林城市冶 称号袁 但其城市

公园绿地还存在布局不均尧 绿地类型单一和功能不完善等一些问题袁 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民对休

闲娱乐要求的发展遥 为了使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得到可持续发展袁 更好地发挥城市公园绿地的各项功

能袁 需对诸暨市的城市公园绿地的布局结构现状和建设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探讨遥
员摇 诸暨市自然概况

诸暨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袁 圆怨毅圆员忆 耀 圆怨毅缘怨忆晕袁 员员怨毅 缘猿忆 耀 员圆园毅猿圆忆耘袁 市域东西向 大距离为



远猿郾 员缘 噪皂袁 南北向 大距离 苑园郾 园缘 噪皂袁 总面积 圆 猿员苑郾 怨源 噪皂圆遥 诸暨城区位于市域中心袁 距省会城市杭

州 苑愿郾 园园 噪皂遥 诸暨市位于浙东南尧 浙西北丘陵 圆 个地貌单元交接地带袁 境内分东部会稽山丘陵低山袁
西部龙门山丘陵低山袁 中部浦阳江河谷盆地和北部湖田河网平原等区遥 市内丘陵山地土壤类型主要为

红壤遥 诸暨市全年平均气温为 员圆郾 猿 耀 员远郾 员 益袁 热月 苑 原 愿 月平均气温为 圆愿郾 圆 益袁 冷月 员 月平均

气温为 猿郾 愿 益袁 年平均降水量 员 源远圆 皂皂袁 年平均相对湿度 愿圆豫 遥 全市有维管束植物 员 缘猿园 种袁 森林覆

盖率为 远园郾 员豫 咱猿暂 遥
圆摇 研究方法与内容

圆郾 员摇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一院 从公园绿地的分类标准出发袁 通过资料的收集与现状调查袁 将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

进行分类袁 再参照 圆园园圆 年 怨 月 员 日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叶悦允允 辕 栽 愿缘 原 圆园园圆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曳的要求袁
通过两者比较袁 可以看出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类型的健全程度遥

研究方法二院 首先袁 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袁 以诸暨市绿化统计数据及航测判读数据为材料袁 从

景观结构分析指标出发袁 对公园绿地斑块的数量尧 面积和分布进行统计袁 采用斑块面积尧 个数尧 规模

和斑块的空间布局等衡量景观要素 直观的指标来评价公园绿地的景观格局遥 其次袁 从景观可达性出

发袁 以全市居民为服务对象的综合性公园尧 专类公园以及市域范围内重要的滨河绿地为研究对象袁 分

析其可达性袁 从公园绿地的服务功能来评价各公园绿地的布局结构遥 根据诸暨城市的特点袁 以不同的

公园绿地为基本单位袁 根据城市绿地服务半径理论数据咱源暂 确定合理的服务半径袁 划出其覆盖城市居

住区的有效范围袁 以此来评价公园绿地的服务功能遥
圆郾 圆摇 研究内容

淤现有城市公园绿地的面积尧 绿地率尧 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遥 于城市绿地系统分布现

状遥 盂现有城市公园绿地的分布现状遥 榆不同等级公园绿地斑块的数量尧 面积尧 分布状况遥 虞将诸暨

市城市公园绿地进行分类遥 愚城市主要公园绿地的文化特色尧 服务功能尧 大众行为特征等方面的调查

汇总遥
猿摇 研究结果

圆园园员 原 圆园园远 年袁 诸暨市新增公园绿地为 员猿源郾 猿圆 澡皂圆袁 公园绿地总面积为 圆源源郾 源员 澡皂圆袁 绿化覆盖

率 源圆豫 袁 绿地率 猿怨豫 袁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员园郾 源 皂圆窑人 原 员遥
经统计分析袁 按照公园绿地的规划和目标袁 将诸暨市的公园绿地分为综合公园尧 社区公园尧 专类

公园尧 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等 缘 个大类遥 在 缘 个大类公园绿地中袁 综合性公园 苑 个袁 面积为 员怨缘郾 缘苑
澡皂圆袁 社区公园 圆苑 个袁 面积为 员愿郾 愿怨 澡皂圆袁 专类公园 猿 个袁 面积为 愿郾 猿愿 澡皂圆袁 带状公园 圆 个袁 面积为

源郾 猿愿 澡皂圆袁 街旁绿地 猿愿 个袁 面积为 员苑郾 员怨 澡皂圆袁 合计绿地斑块 苑苑 块袁 面积为 圆源源郾 源员 澡皂圆 渊图 员冤遥 从

城市景观的角度出发袁 以斑块面积大小为依据袁 将绿地斑块划分为 苑 类咱缘暂 院 小于 园郾 圆缘 澡皂圆 渊小型斑

块冤袁 园郾 圆缘 耀 园郾 缘园 澡皂圆 渊小型斑块冤袁 园郾 缘园 耀 园郾 苑缘 澡皂圆 渊小型斑块冤袁 园郾 苑缘 耀 员郾 园 澡皂圆 渊中型斑块冤袁 员郾 园园
耀 缘郾 园园 澡皂圆渊中型斑块冤袁 缘郾 园园 耀 员园郾 园园 澡皂圆渊大型斑块冤袁 大于 员园郾 园园 澡皂圆渊大型斑块冤遥 诸暨市城市公

园绿地面积小于 园郾 圆缘 澡皂圆的的斑块数量为 猿圆 块袁 园郾 圆缘 耀 园郾 缘园 澡皂圆的有 员苑 块袁 园郾 缘园 耀 园郾 苑缘 澡皂圆的有 苑
块袁 园郾 苑缘 耀 员郾 园园 澡皂圆的有 猿 块袁 员郾 园园 耀 缘郾 园园 澡皂圆的有 员圆 块袁 缘郾 园园 耀 员园郾 园园 澡皂圆的有 圆 块袁 大于 员园郾 园园
澡皂圆的斑块有 圆 块遥
源摇 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现状总结评价

源郾 员摇 从城市公园绿地分类标准角度出发

根据 圆园园圆 年 怨 月 员 日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叶悦允允 辕 栽 愿缘 原 圆园园圆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曳的要求袁 将公园绿

地分为 缘 个大类 员猿 个小类渊表 员冤遥
从表 员 可知袁 诸暨城市公园绿地类型只包含 员猿 种类型中的 愿 种袁 说明诸暨城市公园绿地的类型

猿怨猿摇 第 圆缘 卷第 猿 期 丁一飞院 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布局现状分析评价 摇



图 员摇 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分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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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类型
数量 辕
个

面积 辕
澡皂圆

绿化覆盖

面积 辕 澡皂圆

综合性公园 全市性公园 圆 员缘苑郾 愿园 员源愿郾 圆园
区域性公园 缘 猿苑郾 苑苑 猿园郾 源园

社区公园摇 居住区公园 圆 缘郾 愿园 源郾 园苑
小区游园 圆缘 员猿郾 园怨 怨郾 圆苑

专类公园摇 儿童公园 员 源郾 远苑 猿郾 圆员
动物园 园 园 园
植物园 园 园 园
历史名园 园 园 园
风景名胜公园 圆 猿郾 苑员 猿郾 园圆
游乐公园 园 园 园
其他专类公园 园 园 园

带状公园摇 带状公园 圆 源郾 猿愿 猿郾 缘猿
街旁绿地摇 街头广场绿地小

型沿街绿地
猿愿 员苑郾 员怨 员源郾 猿源

合计 苑苑 圆源源郾 源员 圆员苑郾 园源

还不够丰富曰 总的公园绿地斑块总数只有 苑苑
块袁 数量有待增加曰 居住区公园数量明显偏

少遥 综合性公园面积大大超过总公园绿地面积

的半数以上袁 但其数量偏少遥 在所有 缘 个大类

公园绿地中袁 专类公园的类型 为多样袁 布局

也 为灵巧袁 包含 苑 个类型袁 但目前诸暨市区

只有 猿 个专类公园袁 隶属 圆 个类型袁 无论是在

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遥 从生

态学的角度出发袁 要想发挥绿地 大的生态功

能袁 就必须依靠多种类型的绿地斑块袁 如绿

心尧 绿带和绿楔等多种绿地形式遥 城市周边的

森林绿地的生态效果 佳袁 故应考虑如何将城

市周边森林绿地引入市区袁 并考虑如何将独立

的斑块绿地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袁 从而发挥

佳的绿地生态效益遥
另一方面袁 从公园绿地的社会文化功能的

角度出发遥 诸暨历史悠久袁 春秋时为越国古

都袁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脉和灿烂的文化底蕴袁
现存的西施故里风景区和艮塔公园在分类上隶

属风景名胜公园袁 没有一个历史名园袁 这在体

现地方特色和延续历史文脉上有所欠缺遥 动物

园尧 植物园和游乐公园等在开展科普尧 文体活

动上具有很大的作用袁 对一个具有 圆猿郾 缘 万城区人口的城市来说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遥 这些问题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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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于在今后的绿地系统规划上改进遥
源郾 圆摇 从景观生态学和可达性的角度出发

首先袁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袁 公园绿地可以看成是分布于城市中具有清晰边缘的绿地斑块遥
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出发袁 以斑块面积大小为依据袁 将诸暨市城市绿地斑块划分为 猿 个大类 苑 个小

类咱源暂 遥 诸暨市各类公园绿地共 苑苑 块袁 其中 园郾 苑缘 澡皂圆以下的小型绿地共有 缘远 块袁 占总数的 苑圆郾 苑猿豫 袁
而在现状调查中发现袁 这类斑块主要由小区游园和街旁绿地组成曰 面积为 园郾 苑缘 耀 缘郾 园园 澡皂圆的中型斑块

有 员缘 块袁 占总数的 员怨郾 源愿豫 曰 大于 缘郾 园园 澡皂圆的大型斑块有 源 块袁 占总数的 缘郾 员怨豫 遥 可以看出袁 各类

斑块的数量随面积的增大而呈递减的趋势遥 市区公园绿地斑块主要以小型斑块为主袁 面积大于 缘郾 园园
澡皂圆的大型斑块数量严重不足遥 然而袁 在城市绿地系统中袁 斑块的大小尧 数目尧 形状和位置都从一定

程度上影响绿地的作用袁 绿地斑块的数目越多袁 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多样性就高曰 相邻或相连的斑块内

物种存活的可能性大袁 斑块之间物种交换频繁袁 增强了整个生物群体的抗干扰能力遥 反之袁 绿地斑块

的数目少袁 则物种生境的减少加大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遥 城市中需要一些大的块状绿地袁 使之有能力持

续和保存基因的多样性袁 大中型的绿色斑块作为城市的 野绿肺冶袁 具有多种生态功能袁 也可以满足居

民日常休闲需要遥 虽然小型的绿色斑块可以作为物种迁移和再定居的 野踏脚石冶袁 占地面积小袁 分布

在城市景观中袁 有利于提高绿地景观多样性袁 提高城市景观的异质性咱远暂 袁 对物种起到临时栖息地的

作用袁 但它与大型斑块相比较而言袁 只能看作是大型绿色斑块的有益补充袁 但不能取而代之咱苑袁愿暂 遥 因

此袁 在今后的公园绿地改造中袁 应该提高大型斑块绿地的数量袁 同时也不能忽略小型斑块绿地的作

用遥 在斑块的空间分布上袁 各公园绿地集中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袁 且它们在空间位置分布上与居住区

的空间分布基本相一致袁 从此可以看出主要公园绿地的空间布局总体上比较合理遥

图 圆摇 主要公园绿地服务范围综合图
云蚤早怎则藻 圆摇 韵增藻则葬造造 泽藻则增蚤糟藻 葬则藻葬 枣蚤早怎则藻 燥枣 皂葬蚤灶 责则葬噪 早则藻藻灶 造葬灶凿泽

在了解各类型斑块绿地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袁 通过确定合理的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袁 画出公园绿地的

服务范围袁 分析其可达性袁 从公园绿地的服务功能来评价各公园绿地的布局结构遥 从图 圆 我们可以看

出袁 作为构成城市公园绿地系统骨架的综合性公园尧 专类公园和带状公园的服务区域基本能覆盖所有

的居住区范围曰 各公园绿地的空间分布与居住区的位置基本保持一致袁 其空间布局总体比较合理袁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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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好体现其服务功能遥 这一结果与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相吻合遥 但我们从图 圆 中也能

够看出袁 在诸暨市区范围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服务盲区袁 这些地区多为单位附属用地和工业建设用

地袁 因此袁 在这些地区应该加强单位附属绿地的建设曰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大多居住区尧 街旁等小型斑

块绿地都集中分布于城市的 中心区域遥 因此袁 对城市中心区域的居住区来说袁 各斑块绿地无论是在

使用功能上还是在可达性上都达到 佳效果袁 它们是各综合性公园的有利补充遥 而对于位于城市边缘

的居住区的居民来说袁 作为他们主要室外活动空间的居住区公园尧 小区游园和街旁绿地的数量还不

够袁 且布局欠合理袁 虽然这些居住区在上述几个综合性公园绿地的服务范围之内袁 但小区游园和街旁

绿作为城市居民 便利的活动空间袁 具有分布广尧 使用效率高的特点袁 是居住环境中其他成分所不能

替代的袁 是不可缺少的袁 其布局的数量尧 合理性直接导致了居民的游憩活动质量遥
缘摇 建议

淤平衡布局各类公园绿地遥 从现状总结结果来看袁 诸暨市城市主体公园绿地的布局尧 功能总体合

理袁 但小型公园绿地袁 尤其是居住区绿地布局欠合理尧 街旁绿地功能发挥欠佳袁 不能满足居民日常活

动需求袁 各类绿地发展不平衡遥 所以袁 要增加居住区公园绿地的类型袁 合理调整街旁绿地的布局结

构袁 这是诸暨市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的重中之重遥 于加强大型斑快绿地建设遥 从斑块类型上看袁 诸暨市

城市公园绿地以小游园和街旁绿地等小型斑块的形式存在袁 缺少大型斑块绿地遥 从提高景观多样性尧
保存基因多样性和发挥多种生态功能的角度考虑袁 今后应该加强大型斑块绿地的建设遥 盂健全公园绿

地类型遥 公园绿地的类型还不健全袁 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所占的面积比例较小袁 缺乏动物园尧 植物园

和体育公园等公园绿地类型遥 榆公园绿地布局结构网络化遥 与当前正在进行的旧城改造相结合袁 在公

园绿地的整体布局上应以综合公园和带状公园为核心袁 并串联周围的街旁绿地袁 同时要重点考虑公园

绿地方便居民的使用遥 将单纯的块状绿地与其他形式相结合袁 利用绿色廊道尧 绿楔和绿带等连接形成

一个完善的绿地系统袁 发挥 大的环境生态效益遥 虞强化公园绿地在布局上的均衡性与可达性遥 将公

园绿地的规划布局与游憩功能相结合考虑遥 公园绿地的规划布局应进一步突出整体性袁 将服务功能扩

大到整个城市区域范围袁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绿色游憩空间体系遥 强化公园绿地在布局上的均衡性

与可达性遥 愚挖掘社会文化价值袁 创建地方特色遥 公园绿地的规划布局在注重生态尧 景观功能的同

时袁 还应挖掘其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价值袁 创建地方特色遥 规划和建设应充分做到自然生态条件与传统

文化尧 民俗风情和现代生活需求的融合曰 把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反映到公园绿地系

统规划上来曰 充分重视继承和发扬前人文化袁 平创建新的地方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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