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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区慢行系统规划设计
黄脘容，马思远，王鹏飞

(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对慢行系统的内涵、特点、功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将所分析的理论作为基础，与慢行系统规划设计的原

则相结合，形成一种规划设计方法运用在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区的慢行系统规划设计当中。然后，将所研究的理

论与园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独具该园区特色的慢行系统，并且从中得到一定的思考与经验，可对其他园区慢行

系统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对于该园区的慢行系统规划设计研究不仅满足了当前对于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也增加该园区的旅游价值、生态价值、农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带动了所处乡镇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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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双柳

树镇的东南部，占地面积约 85． 15 hm2，在潢川、固始、商城、
光山 4 个县交汇的中心，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图 1) 。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是一个集乡村旅游、生态农业、
休闲观光、温泉度假、历史文化、电商物流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的产业园区。为了提高园区的生态性、可持续发展性以及更

好地吸引游客，带动乡镇旅游的发展，在对该园区进行规划设

计时，就考虑将具有园区特色的慢行系统融入其中。一方面，

可以有效避免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冲突矛盾，使园区内部不

会产生太大的交通压力; 另一方面，结合园区中绿化、雕塑小

品、水体、铺装和附属设施这些元素，将园区内的慢行交通系

统进行完善，提升整个园区的景观环境品质，增加其旅游价

值、生态价值、农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构建园区慢行系统时，首先对慢行系统进行理论上的

分析研究，再将研究内容应用在实践中，与园区中的具体情况

相结合，形成具有园区特色的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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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行系统的理论研究

1． 1 慢行系统的内涵

慢行系统指为采用慢行交通方式出行的人们提供道路和

相关慢行设施，以及为人们由慢行转换成其他交通方式提供

连接道路和相关设施的系统［1］。它主要是以步行、自行车等

慢速出行方式作为交通的主体［2］。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中的慢行系统，是通过对园区

交通通道的合理规划设计，结合园区所处区域的自然景观特

色、文化特色以及功能特色等布置相关的设施，将园区中步

行、自行车、观光游览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出行主体。通过

把各个交通通道和相关设施连接起来使园区中慢行系统的连

续性得到保证，让人们在园区中可以更好地“慢”游赏，体会

不一样的“慢”乐趣。
1． 2 慢行系统的特点

慢行系统的特点就是它体现着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它不单单指的是人们出行的交通方式，也是人们活动

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交流、娱乐紧密相关，给

人们提供多彩多样的出行体验。慢行系统主要由慢行空间、
慢行主体和慢行行为 3 个要素组成［3］。
1． 2． 1 慢行空间 慢行空间，是为人们提供慢行活动的场

所，属于一个低速流动的有机空间，其间相互连通并且呈网络

状分布［4］。
1． 2． 1． 1 慢行廊道 在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中，各类慢

行节点( 观光游览车乘坐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游客服务

点、景点等) 之间是通过慢行廊道相连接的。慢行廊道除了

承担连通园区各个功能部分的作用之外，也参与园区景观的

组成。该园区中的慢行廊道不同于城市区域的慢行廊道，它

更加重视对于景观的塑造，由此就形成了特色景观廊道。特

色景观廊道是指交通、景观功能要求均比较高的廊道，主要服

务对象为游客［5］。
1． 2． 1． 2 慢行节点 在园区中，慢行节点主要就是园区分布

的各个自然或人文的景观性节点;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观光游

览车乘坐点等交通性节点; 商业、教育、娱乐等服务性设施节

点; 还包括综合性功能节点。［6］

1． 2． 1． 3 慢行单元 在园区中，由多个慢行节点与慢行廊道

构成的网格状形态，即为园区中的慢行单元。慢行单元之间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相互融合和渗透，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构成了园区完整的慢行系统。
1． 2． 2 慢行主体 在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中，慢行主体

指的就是在园区中进行观光、娱乐、体验、锻炼等活动的游客。
1． 2． 3 慢行行为 慢行行为，是慢行系统中的动态要素［7］。
在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中，慢行行为的功能如下: ( 1) 交

通功能，保证了园区中的短距离出行; ( 2) 活动功能，主要是

园区中各种公共活动以及各个节点人流的汇聚; ( 3) 锻炼与

健身功能，如园区中的绿地步道、自行车道等; ( 4) 休息及观

光功能，如园区中的景点等; ( 5) 商业功能，如园区中的民俗

文化街等; ( 6) 避难功能。
1． 3 慢行系统的功能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慢行系统的功能主要可以分为

交通功能和景观功能 2 个方面。交通功能主要包括人们在园

区中的景点观光、观光游览车乘坐、自行车租赁、游客服务点

等。景观功能主要包括游客出于休闲娱乐、锻炼健身、乡村体

验、购物等目的的出行，也包括教育科普和避难的功能。
1． 3． 1 交通功能 慢行交通是以人的力量为主要的动力，速

度慢，在合理出行范围内( 步行 500 m，自行车 3 km) 有着不

可取代的优势［8］。慢行交通的灵活性强、可达性高，低碳环

保，极大程度地保证了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体现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助于人们强身健体。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

园的慢行系统承担着整个园区内游客以及工作人员的交通出

行功能。对于通行观光游览车的主要道路，采取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分行的策略，用不同的材质铺装，形成专用的慢行自行

车道及步行道，兼容绿地游憩功能; 对于不通行游览车的次要

道路，就只设计慢行自行车道及步行 道，实 现 完 全 的 慢 行

通行。
1． 3． 2 景观功能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慢行系统的景

观功能，既包括园区中的自然景观，也包括人为设计出来的人

工景观，这些景观通过园区中的慢行廊道有机地串联在一起，

构成独具特色的线性廊道景观，渗透在园区的慢行网络之中，

进而又形成独具园区特色的慢行系统。另外，也可将宣传、科
普教育功能融入到慢行系统的景观设计中，使得慢行系统在

质上得到升华，将园区中的公共空间变成一个大的户外博物

馆，提升了园区的旅游价值和文化价值［9］。

2 慢行系统规划设计

2． 1 慢行系统规划设计的原则

2． 1． 1 连接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网络必须能够保证

游客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这些道路必须通畅地连接到游览

线路和周围的道路系统。
2． 1． 2 易辨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通行网络必须标志

清楚，给游客提供正确的出行信息，指导人们更快地到达目

标，更好地组织交通，避免迷路和重复游览。
2． 1． 3 舒适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道路不应受到过量

噪音或者交通尾气的污染，它们应该更加注重游客的慢行体

验，在感官体验上都能带给游客舒适的体验。
2． 1． 4 方便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道路必须保持连续、
路况良好、畅通无阻，使用者不会因为其他使用者或者交通事

故而耽误时间。
2． 1． 5 愉悦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空间应该是令人愉快、有
趣、有序并且非常干净的，具有吸引人们再次使用和促进交流

的特点。
2． 1． 6 安全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道路必须保证通行

安全，路面材料以及表面处理需加以设计，避免游客滑倒等不

安全现象出现。
2． 1． 7 普遍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道路应该配备方便

残障人士通行的设施，通过缓坡、视觉反差、声音以及特别的

触觉特征来为他们提供便利。
2． 1． 8 易达性原则 园区中的慢行系统道路应选取在一定

的可步行或可骑行距离范围内［10］。
2． 2 慢行系统规划设计的方法

2． 2． 1 慢行网络的规划 慢行网络的规划通过点、线、面向

结合的原理，采取由点到线，整体成网的规划方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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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1 微观层面 选取小面积、小维度的慢行空间。当涉

及到具体的观光游览车乘坐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游客服务

点、景点等慢行节点以及相关设施时，通过分析其辐射范围及

影响，选出必要的点状慢行空间，使他们相对均质地分布在各

个区域［12］。
2． 2． 1． 2 中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的辐射范围及影响出发考

虑园区各个功能区中不同类型的慢行出行链，在保证其通达

性和流畅性的前提下，选取最优的线状慢行空间。
2． 2． 1． 3 宏观层面 将中观层面中选取的各个线状空间构

建成一个网络体系，形成独具园区特色的慢行网络，进而发展

为园区特色的慢行系统。
2． 2． 2 特色景观慢行廊道

2． 2． 2． 1 确定园区特色景观慢行廊道的主题 根据园区所

处地域的自然景观特色、文化特色以及功能特色，确定特色景

观慢行廊道的设计主题，增强园区的活力和吸引力。
2． 2． 2． 2 将自然、人工景观相结合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

下，要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园区中的自然景观，相应地增加一些

具有特色的人工景观。要保证园区中慢行景观人性化的维

度，让游客可以更好地感受园区中特色的慢行空间，寻求自

然、轻松的空间乐趣，形成深刻的观赏游玩体验。

3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区慢行系统规划设计

3． 1 项目慢行系统规划思路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区慢行系统规划思路见图 2。

3． 2 项目慢行系统规划重点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规划设计的整体结构布局为一

带四环。其中，一带指的是以园区的中心轴线为一条特色景观

生态带，把园区中的各个主要功能区域都连接在一起; 四环指

的是以电商物流、农田住宅、商业休闲以及文化苗木为主的 4
个部分分别分布在特色景观生态带的东、南、西、北部( 图 3) 。

3． 2． 1 慢行网络规划 将慢行网络的规划与园区的整体结

构布局相结合，形成该园区特色景观慢行廊道、慢行主廊道以

及慢行辅廊道( 图 4) 。
3． 2． 1． 1 特色景观慢行廊道规划 将该园区中的特色景观

生态带打造成特色景观慢行廊道，以景观功能为主，在突出园

区特色的同时也起到连接园区各个主要功能区域的作用，方

便游客观光游览。
3 ． 2． 1． 2 慢行主廊道规划 园区的慢行主廊道是以交通功

能为主，在园区最外圈。该廊道总宽 6． 5 m，其中步行道宽

1. 5 m，自行车道宽 2． 5 m，观光游览车道宽 2． 5 m。采用不同

的铺装材料将 3 种方式的道路面区分开来。在慢行主廊道中

设置有游客服务点、自行车租赁点以及观光游览车换乘点，方

便游客在慢行廊道中转换不同的慢行交通方式。
3． 2． 1． 3 慢行辅廊道规划 园区的慢行辅廊道主要是把园

区内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可入性好，渗透在内部的各个角

落，连接着各种公共服务设施。该廊道总宽 4 m，其中步行道

1． 5 m，自行车道 2． 5 m，不允许机动车辆通过，实现完全的慢

行通行，让游客在园区中可以更好体会“慢”乐趣。
3． 2． 2 特色景观慢行廊道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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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休闲观光、生态农业、温泉度假、民俗文化、电商物流为主

题的园区，利用该特点对特色景观慢行廊道进行规划设计，在

以生态为主的前提下，要突出园区特有的景观特质，并且对农

耕体验和民俗文化进行展示宣传，丰富游客在园区的观赏游

玩体验，尽可能地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让园区始终保持吸引

力( 图 5) 。

3． 2． 3 景观节点规划设计 慢行节点主要是为了缓解人流、
车流的冲突，其位置应该选在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方。一方面

可以在人群容易聚集形成拥挤的地方提供分散空间; 另一方

面，它可以改善景观环境，吸引人群，以此来达到疏散的效

果［12］。景观节点规划设计中的主要要素包括雕塑小品、绿

植、水体、广场铺装、风雨连廊、照明设施、指示标明等，各类要

素的设计和材质的选择要性价比高、生态环保并且与其周边

环境相适应( 图 6) 。

4 在实践中的思考

将慢行系统的理论运用在项目实践当中，把慢行网络渗

透融入到园区的功能结构布局里，形成独具园区特色的慢行

网络。在道路选线的同时，对沿线的生态景观进行同步的设

计，打造成带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生态景观带。不仅要满足道

路慢行交通功能，也要紧扣整个一带四环的总体规划，提升其

景观功能，注重慢行空间中景观环境的营造以及对于细节的

处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环环相扣，将慢行系统与园区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结束语

河南天湖农村特色产业园中慢行系统的规划设计将会直

接影响到游客在园区中游玩观赏的感受与体验。结合园区特

点和实际情况来构建的特色慢行系统不仅可以增加该园区的

旅游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也会带动所处乡镇的旅游发

展，因此，慢行系统在该园区中的规划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对于城市慢行系统的研究还处于初

级阶段，笔者认为在一些园区中对于慢行系统的实践和探讨

将会有助于对城市慢行系统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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