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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城市构成要素分析了厦门海湾公园规划案例,探讨了厦门市西海岸的空间形态优化设计, 研究了该规划对优

化整合城市空间形态,加强城市空间连续性,形成滨海开放空间的必要性和途径, 并进行概要分析和总结, 以期对城市滨

水区空间形态的优化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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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区是构成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现

代城市滨水区通常兼具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与城市其他开放空

间相比尤为独特。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满

足人们休闲游憩需求, 我国现代城市滨水区开发建设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已经大规模的展开。但是开发建设往往只注重滨

水绿地和景观的设计以及土地功能的转变与升值, 而缺乏从整体

上对城市空间形态优化的思考, 因此, 探析如何优化城市滨水区

空间形态、加强城市空间连续性至今为止仍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厦门西堤海岸海湾公园的规划设计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1 案例概况

1. 1 背景和定位
厦门西堤海岸海湾公园的开发与规划设计源于一个重大的

机遇。

1)厦门市为了加快构筑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 正努

力发展西海岸的建设。近年来,厦门岛内的建设状态逐渐趋于饱

和,城市空间向岛外拓展。岛内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是以 湖

为中心的东西走向地块, 以及湖滨西路、鹭江道地区。西堤海岸

就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地块上,成为厦门城市中心建设的重点地

区。因此, 西堤该处的开发势在必行。2)厦门市为了构筑海滨风

景旅游城市 ,对于城市绿化系统做出重新规划: 新建城市公园以

增加城市绿地空间; 改善、重塑城市景观形象和空间品质以满足

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和户外休闲需要; 提出 一环、两带、五区 的

旅游发展总体布局[ 1]。西堤海岸地处 两带 五区 之中, 海湾公

园的规划建设符合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海湾

公园就是在这样的机遇下建设起来的。

1. 2 海湾公园概况
海湾公园位于厦门市西海岸,湖滨西路西侧,西临大海, 东接

湖 , 是厦门唯一连接湖海景观的公园。其基地占地面积

20. 01 hm2 ,地势平坦, 平均高差为 5. 0 m, 北侧为城市居住用地 ,

南侧为市政污水处理厂,东部为 湖和沿湖密布的城市公共建

筑。海湾公园地理位置绝佳, 海景广阔, 著名景点海沧大桥和鼓

浪屿都在公园视野之中。

紧邻海湾公园新建国际客运码头, 形成以国际客运码头为中

心的国际化商务社区; 同时公园连接思北和滨北两大商务区, 使

之成为西海岸的缓冲地带。随着滨北立交桥的全线通车和西海

岸的加速建设发展, 海湾公园吸引众多市民。从 2003 年建设之

初到如今步步完善,海湾公园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案例思考与分析

2. 1 原有城市空间形态分析
1)用地构成。原有滨海地块以批发市场为主, 主要用地是厦

门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和水果批发市场, 以及一个占地极大的沙

场。2)交通路网组织。可达该地块的城市快速干道为南北走向

的湖滨西路。3)城市空间界面。多为低层建筑, 层高变化不大 ,

没有形成有层次的滨海轮廓线, 城市界面模糊。4)空间节点。原

有滨海地块延续的是厦门老市区密集的城市肌理, 缺少开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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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节点。5)空间组织关系。空间组织关系是产生不同空间形

态的重要因素之一。西堤滨海地块是一个功能相对单一而形式

封闭的地块,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公共性的滨海开放空间。

2. 2 城市空间形态整合优化
1)完善和提升海湾公园的城市功能和形象,从而提高厦门西

岸地区经济活力,缩小城市东西部差距。2)将海湾公园建设成为

体现厦门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创造富有现代感、具有活力的城市

滨水区,强调厦门在西海岸经济发展建设中的重要地位。3)完善

城市空间结构,构筑和谐的滨水景观, 构建一流的滨海旅游风景

城市。4)形成充满生机、活力, 交通便捷, 具有很强的可达性和场

所感的滨水城市公园。5)形成厦门西海岸多个商务中心区的城

市缓冲空间,为城市提供可达性强的开放空间 ,缓解城市压力。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西堤海湾公园的规划对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了重点的研究:

1)空间类型。根据城市发展的规律, 不同功能的空间结构在

城市中具有适合自己的区位, 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 类型会发生

变化与转移,也就是发生演替
[ 2]
。西堤在历史上位于厦门港, 主

要具有港口码头的功能; 随着现代运输业的发展, 对港口的配套

功能要求越来越高, 原有的西堤港口显然不能满足需求, 在这种

状况下, 厦门港务集团投资新建国际客运旅游码头, 以新码头为

中心建设星级酒店、商务办公、酒店公寓, 形成国际化商务社区。

西堤海湾公园在联系周边地区发展状况的前提下, 将设置新的空

间类型, 功能定位为: 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城市

滨水公园,以缓解城市的压力。

2)用地结构形态。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在 马丘比丘宪章

中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提出城市用地结构形态是动

态结构, 是演替过程。海湾公园的优化原有的各用地功能, 突显

滨海地区多功能的目标定位和丰富的景观资源。具体做法如下:

整合西堤滨海用地, 设置具有开放性空间的城市滨水公园; 利用

城市公园,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通过功能更新和土地置换, 将西堤

基地内的原有的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沙场拆迁, 更换为

城市公园的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中心和城市节点。湖滨东路的白鹭洲公园自 湖整治

建设之后一直都作为厦门城市中心区的主要景观面。 外湖

白鹭洲公园 内湖是一个内向的、围合的空间结构, 具有

相对的封闭性。加上周围林立的商住区, 在空间意象上减弱了

湖与周边城市环境的联系。以整合城市空间结构为切入点, 可

以发现, 西堤滨海地区特有的地理位置与景观潜力, 可以成为厦

门市城市中心区绿化景观的一个高潮点和终点。

4)立体空间。规划在重新塑造西堤海岸三维形态时,对海湾

公园进行立体空间上的设计。在部分位置抬高地面, 形成高低变

化的界面,加强城市公园和周边环境之间的联系。

2. 3 优化后的城市空间形态
1)用地功能。厦门海湾公园整体规划是把公园建设成为集

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目前, 海湾公园中西

部规划为休闲娱乐区,引入餐饮、茶楼、酒吧等休闲娱乐项目。海

湾公园内将建成海滨会所,附近建设大型游泳馆。提升其用地品

质,不断补充其用地功能。2)交通路网。原与海湾公园相邻的交

通路网只有湖滨西路; 自新建的滨北立交桥全面通车后, 新的快

速路给该地段带来了更便捷的交通。同时,由于湖滨西路的主干

道快速路的分割, 为使海湾公园有更便捷、更安全的可达性, 在湖

滨西路上架设了天桥。天桥连接海湾公园的踏星广场和湖滨西

路东侧的码头。3)空间界面。作为滨水开放空间, 海滨轮廓线是

研究城市界面的重要方面。从海湾公园的规划设计可以看出: 沿

南北方向, 公园形成了两边高、中间低的、层次分明的海滨轮廓

线。高出的两个制高点分别是位于公园北部的地园和位于公园

南部的天园。4)空间组织关系。厦门海湾公园的规划设计, 使海

湾公园和 湖及 湖以东的白鹭洲公园、南湖公园形成了空

间上的联系, 不断向西海岸延伸的滨水景观绿化带, 在海湾公园

临海的尽头得到了释放, 形成一个连续的、具有公共性的滨海开

放空间。5)空间节点。在空间组织关系产生的同时, 具有开放性

的空间节点也形成了。 湖的滨水景观绿化带以海湾公园的

踏星广场方向为轴线,向西延伸, 到达至长达 300 m 的踏星广场 ,

长条形的、笔直的广场具有很强的仪式感, 一直向西通向广场尽

端的红色柱阵, 在达到高潮的同时, 节点由线状转为面状, 沿海滨

大道的南北方向散开, 此时, 整个海湾公园的临海面都成为了对

海开放的空间节点。

3 结语

从以上两个新旧空间形态分析比较来看, 海湾公园的建造优

化了城市空间形态, 加强了城市空间的连续性,使厦门西岸形成

了具有特色的开放性城市空间。城市滨水区空间形态优化设计

已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但是像厦门海湾公园规划设计这样有效

提升城市品质, 改善城市空间的创作实例却为数不多。因此, 海

湾公园在这方面的实践显得难能可贵。笔者通过以城市空间构

成要素对该例进行分析思考,试图为城市滨水区空间形态的优化

发展与完善补充提供一些思路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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