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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滨水空间活力的景观设计研究
——以沈阳浑河滨水空间为例

文ˉ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ˉ秦一博  

[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城市滨水空间活力景观设计概念、意义的阐述，并以沈阳浑河滨水空间景观为例，分析了其活力缺失的原因，总结了提升城市滨水空

间活力的景观设计方法和建议，如提高可达性、营造生态绿色多层次岸线、提升文化品质、凸显地域特色、重视景观细节等几个方面。为当前的城市滨水

空间景观活力提升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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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滨水空间景观建设受到人

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如

火如荼的城市滨水景观建设。能够体现城

市精神面貌、展现历史文化内涵、顺应城

市发展的滨水景观环境成为人们普遍的追

求。而滨水空间的活力是评价其“质量”

的标准。城市滨水空间景观在建设时出现

了活力缺失的现象，探讨提升活力的景观

设计方法，对当前的城市滨水空间景观建

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提升城市滨水空间活力的景观设计解

读

1. 城市滨水空间的含义

城市滨水空间是指靠近海、湖泊、江

河等，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公共活动的开放

区域。滨水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整个城市形象的聚焦点，也

是外来游客观光游览的重要场所。

2. 城市滨水空间的活力

著名学者凯文·林奇将“活力”作为

评价城市空间质量的首要目标。人们在空

间中相互交流活动，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过

程赋予了空间多样性，也使得空间获得了

活力。空间的活力与人们的参与密不可

分。城市滨水空间是人们休闲、交流的重

要场所，城市滨水空间折射出一个城市的

历史和人文精神。纵观世界著名城市，多

数伴有滨水景观环境。良好的滨水景观环

境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魅力，更是城市的明

信片。

二、研究的意义

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使城市环境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考验，城市滨水空间作为城市

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不但可以满足居民

的日常活动需求，而且对于平衡城市生态

系统、调节城市小气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提升城市品质、创造优质环境、营造

活力空间已成为当前城市滨水区空间景观

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景观设计者更

多地关注景观的形式，忽视了“活力”这

一评价空间质量的重要标准。基于对现状

的综合研究，能够寻求提升活力的景观设

计方法，为我国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设计提

供可行的依据显得尤为重要。

三、沈阳滨水空间活力景观设计的现状及

问题探究

1. 沈阳浑河滨水空间景观的现状

浑河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小辽水”，

早在先秦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就有

记载。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是沈阳人民

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也是沈阳历史发展

的见证。近十年来，政府先后征集国内设

计方案对浑河进行了多次改造和治理，希

望使浑河逐渐成为城市中的生态廊道和市

民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2. 沈阳浑河滨水空间活力缺失问题探

究

沈阳是独具魅力的历史古城，浑河滨

水空间作为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节点，她

的活力直接影响着城市形象的展现。通过

调研和考察发现沈阳浑河滨水空间在获得

重生的同时也存在造成活力缺失的因素。

（1）可达性较差

沈阳浑河滨水空间存在着可达性较差

的问题，浑河流域东西贯穿沈阳城市，防

洪堤及二环路的修建导致了市区通往浑河

滨水景观区的交通线路并不畅通，北岸防

洪堤最高大概可达 10 米，南岸防洪堤的高

度则大概在 5 米。形成了断崖式的阻隔。

行人进出口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调研时，

许多附近居民表示需要绕行和穿越快车道

才能到达最近的入口，然后才能进入滨河

景观区散步。

浑河虽然已经建成 12 处桥梁，但除了

三好桥、青年桥、长青桥设计了进入滨水

区滩地的匝道外，其余的桥梁都没有设计

进入滩地的交通系统。近年来，南二环滨

水路段重新规划和修建了数个匝道以方便

进入滨水景观区域，但居住密集区仍然缺

少过坝的涵洞和通道，严重阻碍了车辆和

市民进入。目前据统计，浑河中心城区段

两岸沿线共有车辆入口19处，北岸14个，

南岸5个。行人入口共29个，北岸15个，

南岸 14 个。车行交通北岸好于南岸。同时

停车场较少，存在停车难的问题。公交线

路覆盖率较低，不利于稍远市民抵达，可

达性差的问题造成了滨水空间与城市之间

的疏离。

（2）驳岸质量较差，亲水体验较少

较长时间疏于管理，非法砍伐、挖沙

的情况大大地破坏了浑河河道的滩地质量，

导致很多原始植被消失，河床凹凸不平，

驳岸遭到破坏。除了较为中心地段的沈水

湾公园、五里河公园以外，大部分的滩地

处于缺乏打理，自生自灭的状态，更有部

分滩地处于荒芜状态。由于基础设施少，

没有设计供人们活动的公共活动空间，水

岸互动较差。

纵观浑河南北岸，均设置了供行人散

步游览、骑车健身的滨河道路，但道路的

设计几乎完全与河流平行式前进，并且高

于水面至少 2 米，同时与水面保持一定距

离。如果想到达水面，还需绕行坡道台阶。

总体来看滨水路只是能看到河水，还不能

满足真正的亲水体验。

（3）景观设计手法单一 ,缺少特色

浑河两岸景观设计更多地停留在使用

绿植要素设计的手法，大面积种植来改善

环境，而对景观设计的其他要素，如景观

小品、铺装、色彩等方面使用较少，设计

手法比较单一。现有的很多景观小品、铺

装的细节、环境的色彩感受都比较孤立，

缺少作为一个整体的连续性。同时，现有

的滨河区景观还存在着“文化失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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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城市的滨水景观雷同，没能体现出

沈阳自己的地域特色和文化。

（4）整体环境的品质不高

公共建筑及基础设施不够齐全，能够

满足人们休息和闲聊的休息区数量很少 ,

现有的休息设施也是随意摆放 , 造型和位

置都缺少整体的设计 , 显得孤立。同时沿

河公共卫生间、能够提供简单零售服务的

店面数量很少 , 整个滨河景观区更是缺少

无障碍设施，仅有沈水湾公园的局部在处

理水坝高差问题上使用了无障碍通道。导

视系统不够完善，数量少，造型上缺少整

体设计。照明系统的设计与建设较为薄弱，

不能体现出滨水空间的魅力。沈阳地区冬

季寒冷漫长，景观设施的设计缺少主题和

趣味性 , 特别是没有适合本土抗严寒的冬

季使用设施，也是造成冬季活力不足的原

因之一。

（5）绿化种类单一，不能形成四季美

观、富于变化的植物景观。

近十年来，为了改善浑河两岸滩地的

环境，采取了很多整治设施，特别是沿岸

的绿化建设，经过多年的治理，绿化率已

经达到 93% 以上，但在具体的实施中还存

在着缺憾。沈阳地处北方，四季分明，冬

季寒冷漫长。浑河两岸的种植保留了原始

植物，虽然后期大量种植绿化，但种植种

类不够丰富，不能达到“三季有花、四季

有景”的理想状态，春冬两季植物萧条无

生机。

四、提升城市滨水空间活力的景观设计探

索

1. 完善交通设计，增加可达性，实现

滨水空间与城市共融

增建南北方向的跨河桥梁，二环高速

路可以考虑增设匝道，方便机动车辆进入

滩地，同时注重停车场的建设。加密进入

滨水景观区的涵洞，建立更多的立体交通，

方便被快车道阻隔的行人安全进入。健全

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方便较远的人

群抵达。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长久考虑，

预留更多的过河通道和进入滨水区的匝道

和涵洞空间。

2. 建立生态的绿色滨河环境

应充分利用植物资源，最大限度地利

用乡土植物，因地制宜，打造地域特色的

绿色滨河环境。注重水生植物群落的培育，

借鉴成功的案例，将适合沈阳地区生长的

芦苇、香蒲、水生鸢尾等水生植物合理布置，

营造良好的湿地景观环境，给动植物提供

栖息的条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

境，并使之良性循环。

保持和整个河域的生态景观多样性，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植被，补充植物的种

类，丰富竖向设计和四维度设计，注重季

相变化。春季可增加“开花”乔木与灌木，

如桃、李、梨以及连翘、榆叶梅等卉灌木，

打造芬芳盎然的春季；夏季时可以利用植

物生长的习性，设计低中高的不同层次，

如地被植物、中高的灌木以及高大乔木搭

配的组团设计；秋季应避免同一时间落叶

给人萧条感，建议种植不同时期落叶、色

彩亦不同的秋季变色观叶树。如椿树、银

杏、五角枫、火炬、国槐等；冬季种植耐寒、

体态优美的长青树木可以弥补冬季绿色的

空白，特别是松柏类植物在落雪后十分具

有观赏性。也可以种植体态优美的景观树，

在冬季观赏落叶后的枝干美。

3. 突出亲水性，营造多样化空间

利用河岸的原有的曲折丰富岸线，营

造层次丰富的亲水空间。驳岸的设计要尊

重原有的自然形态，运用自然的材料，尽

量不使用人工的硬性河岸。结合浑河四季

水位的变化，合理地设置亲水平台。克服

滨水景观区内路线的平铺直叙，增强游园

的趣味性。利用滨水区园路串联各个景观

节点和公共空间，使整个环境变成一个多

层次、多样化空间。

4. 塑造文化品质，延续地域精神

沈阳浑河滨水景观在设计时，首先应

充分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沈阳是新乐文化

的发祥地，清文化的起源，同时也有著名

的抗战文化，更是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些

文明都是沈阳独一无二的识别卡，彰显着

地域特色。可以将滨河景观带分出区域，

设置主题，将文化的设计语言应用其中，

如和工业相关的材料锈板就可以用来修建

花池树池、休息平台等。其次，通过引入

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来增加活力，提升城

市形象。2015 年起沈阳开始举办马拉松比

赛，2017 年的马拉松赛路线选择了浑河滨

水区，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加油观看，场

面壮观，大大提高了滨水区的活力。再次，

还可以适度地引入民俗艺术文化，如东北

的秧歌、二人转等。

营造有文化内涵的景观设计，能够激

发人们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文化内涵使景

观设计充满生命力。

5. 提高设施品质，重视景观细节

尽快完善各项管理服务设施、休憩设

施。根据人流分布的情况来合理安排数量。

注重景观细节，提升空间品质，会在很大

程度上给人们带来好的体验，对于增加空

间活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在新修建

的黑色的慢道上，地面运用了适合跑步的

材料，统一印上了沈阳标志性建筑图案和

公里数，不仅彰显了地域文化，更是体现

了人性化设计。

6. 注重灯光设计，打造魅力夜景

浑河滨水区灯光照明设计应采用绿色

照明，体现人性化、经济实用的原则，结

合浑河“一水、两岸、四区、六湾”的总

体结构。运用统一连续的照明方式突出河

域带状、曲折丰富岸线特征。在市民活动

的重要节点增加照明的方式，突出更多的

空间细节。照明设计应具备艺术性，考虑

整个天际线的视觉性。

照明体系可以为滨水空间的夜晚带来

丰富的景致，增添滨水空间的表现力与亲

和力，为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带来新的特

色，让人们更多地参与进来，为滨水空间

活力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滨水空间

的灯光设计将为滨水空间的塑造创造一个

崭新的未来。

结语

城市滨水空间景观建设是一个长期、

复杂的过程 , 它的建设也涉及众多领域和

学科 , 滨水景观的活力显现也不是一蹴而

就的，需要分阶段、与整个城市的发展同

步进行。本文探讨的是针对沈阳浑河滨水

区景观设计的不足，找到提升空间活力的

景观设计方法，打造以人为本、生态、富

于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活力十足的城市

滨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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