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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保护深圳市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规范森林公园、郊野公园规划编制工作，推动森林
公园、郊野公园规划编制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提升深圳公园整体品质，在遵循相关
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借鉴香港郊野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理念，制定了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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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规划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我市森林公园规划编制规范的总则、工作程序、规划编制内容及要求、规划编制成果、
规划编制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我市行政辖区内森林公园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深圳郊野公园应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系列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8005-1999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CJJ 48-1992 公园设计规范
LY/T 2005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LYJ 127-1991 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
SZDB/Z 77-2013 公园标识系统建设规范
《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47号公告
《广东省市、县和镇森林公园体系建设指引》 粤林函[2014]568号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森林公园 forest park
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森林旅游，并按法定程序申报批准的森
林地域。
[LY/T 2005-2012,3.10]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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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园 country park
指位于城市郊区，有较大面积的自然或近自然绿色景观以及一定的服务设施的公共开放空间。它防
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保护城市生态平衡，为城市居民提供游憩以及开展户外活动的场所。概括起来，
具有生态功能、游憩功能、景观美化功能、教育功能、防灾减灾功能以及科学研究功能。
3.3
游憩活动 recreational activity
结合公园自然环境条件和主要游览路径，开展徒步、登山、远足、观赏、科普等休闲活动。
3.4
森林风景资源 forest landscape resources
森林资源及其环境要素中凡能对游憩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公众游憩服务所利用的各种物质和因
素。
3.5
综合功能分区 functional region
在森林公园规划中，根据资源类型特征、游憩活动强度以及功能发展需求等划分的具有相对独立特
征的分区。
[LY/T 2005-2012,3.9]
3.6
生态容量 forest ecological capacity
在保证森林风景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稳定的条件下，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所能容纳的游客的最大
量。
[LY/T 2005-2012,3.10]
3.7
游客容量 forest tourist capacity
在保持生态平衡和森林风景资源质量，保障游客游赏质量和舒适安全，以及合理利用资源的限度内，
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所能容纳的游客数量。
[LY/T 2005-2012,3.11]
3.8
生态保护区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area
公园范围内地带性动植物的生境，以保护原生生态环境为主。
3.9
风景游览区 scenic area

2

SZDB/Z 180—2016
将生态系统敏感度较低的区域划为风景游览区，通过建设有限的配套设施如管理、游览、服务等，
主要为市民提供远足、郊游、登山、科普教育等活动，是市民在森林公园内的主要活动区域。
3.10
生态修复区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rea
风景游览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过渡区域，主要是森林植被受到破坏或退化严重的区域，以生态系
统保育和森林植被修复工作为主。除了进行科学研究、参观考察和教学实习外，一般不允许游人进入。
4 总则
4.1 编制原则
编制森林公园规划，应体现自然、野趣、生态、低碳的特点，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和森林资源，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合理利用森林公园内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有限度地复合科研、科普、休闲、
游憩等多项功能，满足城市生活需要。
4.2 编制依据
编制森林公园规划，应遵守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并符合上层次规划的相关要求。
4.3 编制主体
园林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公园规划编制工作。
5 工作程序
5.1 编制前提
规划编制前，研究公园管理线范围，园林及林业主管部门应向规划国土主管部门申请划定公园管理
线。
5.2 资质要求
对于编制单位资质的要求为：
a) 园林及林业主管部门应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具有规划甲级资质的机构进行编制或修编；
b) 非林业专业的工程规划（咨询）单位承担森林公园总体规划项目的，应当有不少于 2 名的林业
工程系列高级工程师参加。
5.3 规划编制
5.3.1 资料收集
5.3.1.1 相关区划、规划资料
规划区域所在地的森林功能区划、综合功能分区、环境保护规划等，以及涉及公园建设地区的社会
经济规划、城乡规划、国土规划、开发区规划、工业规划、江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
生态保护和建设规划、交通、水利、环保、旅游等专业部门规划等。
5.3.1.2 社会经济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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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域所在行政区域的社会经济基本状况，包括周边地区现状用地及规划用地情况、周边历史文
化现状、游客需求、近五年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产业结构及产值构成等。
5.3.1.3 森林资源环境资料
规划所在地的自然资源、森林风景资源、环境和生态现状等数据和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规划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包括公园的气象、水文、地质、地貌、自然灾害等；
b) 森林风景资源调查，包括地文、水文、人文、生物、天象资源调查。
5.3.2 基础专题研究
针对公园特色，结合国家和地方政策、区域发展规划等相关要求，在进行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用地的
基础资料调查与现状分析、公园性质与发展目标研究、功能分区研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研究等的
基础上，开展森林景观资源评价、生态文化建设分析、森林生态旅游与服务设施研究、土地利用现状研
究、绿地系统规划、城市绿道规划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初步确定森林公园建设用地选址、规模、综合功
能分区、平面总体布局，为森林公园建设用地规划的科学、合理编制提供技术支撑。
5.3.3 规划草案编制
5.3.3.1 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区域发展规划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规划所在区域的自然资
源禀赋条件、环境特征及森林开发现状，编制森林公园规划方案。规划方案中应明确公园规划目标及功
能定位、划分功能分区。
5.3.3.2 编制森林公园规划方案应当进行多方案比较，因地制宜的选择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资源保护
策略，优化森林公园规划方案。提出的规划推荐方案应符合森林公园自然、野趣、生态、低碳的特点，
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和森林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5.3.4 规划协调
编制的森林公园规划应符合国家和省级森林功能区划，在严格遵守《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广东省市、县和镇森林公园体系建设指引》的基础上，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等相关规划相衔接，与交通、土地、环保、旅游、水土保持等规划
相协调；森林公园规划方案的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利益相关者和当地居民的意见，做好
与各级相关规划的衔接。
5.3.5 规划成果确定
根据前期研究成果，综合考虑规划多方案比较,环境影响评价和综合效益评价结果，从各类上层规
划政策符合性、规划协调性、环境可行性、利益相关者协调性、平面布置方案合理性、自然环境条件适
宜性、综合社会效益等多方面最终确定森林公园规划成果。
5.4 规划成果审核
5.4.1 规划成果完成后，园林及林业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专家评审通过后，征求相关部门
意见。向规划国土主管部门提交规划成果时，应包括专家评审意见、相关部门意见及意见处理情况等内
容。
5.4.2 规划成果初审通过后，由园林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公示及公示意见处理。
5.5 审批公布
规划国土主管部门负责公园规划审批工作，规划批准后，应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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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编制内容及要求
6.1 规划编制内容
公园规划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公园现状分析，应包括：
1) 公园区位及周边地区规划建设情况；
2) 公园自然条件；
3) 公园使用现状。
b) 公园上层次及相关规划分析，落实规划中的相关要求。
c) 森林风景资源综合评价，包括地文、水文、人文、生物、天象资源的情况调查和质量等级评定。
d) 公园规划目标及功能定位，明确公园特色。
e) 规划功能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修复区、风景游览区），确定公园功能布局。
f) 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资源保护策略。
g) 森林植被修复与改造措施。
h) 确定风景游览区空间布局，包括：
1) 游览路径的组织与设计；
2) 配套设施规模与布局；
3) 重点地段详细规划设计；
i) 测算公园生态容量，预测游人规模。
j) 确定基础设施布局，应包括：
1) 道路交通；
2) 给排水；
3) 电力；
4) 电信；
5) 其他基础设施。
k) 制定森林防火措施，确定防火工程设施的规模与布局。
l) 明确具体建设内容，提出项目总投资估算。
m)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
1) 生态保护区、生态修复区、风景游览区等功能区的范围及占用比例；
2) 有价值的民居建筑及古村落、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具体位置及范围，保
护方式及措施；
3) 管理服务用房等主要配套设施的建设内容与规模。
6.2 规划编制内容的深度要求
规划编制各项内容的深度要求详见附录A。
7 规划编制成果
7.1 规划成果构成
7.1.1 规划成果一般由规划说明书、规划图纸、附件三部分组成。规划说明书和规划图纸为规划审批
材料，附件为审批的佐证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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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规划成果要求
7.2.1 规划成果应包含书面印刷文件和电子文件两种，电子文件应包括 CAD 格式和 JPG 格式各一套。
7.2.2 规划说明书和规划图纸统一采用 A3 幅面大小装订，大于 A3 幅面的亦折叠为 A3 幅面大小装订。
7.3 规划说明书要求
表述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并与规划图纸相对应。
7.4 规划图纸要求
7.4.1 区域位置图
标明公园区域位置，范围及规模。
7.4.2 公园现状图
标明公园范围边界、地形地貌，明确土地使用现状及使用权属，建（构）筑物现状，森林公园景观
视线分析、外部交通现状、高压走廊分析等。
7.4.3 上层次及相关规划图
标明上层次及相关规划对公园及其周边用地的控制要求。
7.4.4 自然资源分布图
标明公园地文、水文、人文、生物、天象等景观资源分布范围，特别是珍稀动植物资源分布范围。
7.4.5 功能分区图
标明各功能分区的坐标范围限界及规模，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列明各功能分区的指标，表格内容详
见附录A表A.1。
7.4.6 规划总平面图
图纸比例为1/2000～1/5000，标明强制性内容的位置范围和其它特殊用地的界线；标明各类建筑、
道路、公园出入口、停车场、亭廊以及林地、草地、河湖水面等的位置范围。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
建筑物、道路、停车位等规划指标，表格形式及内容详见附录A表A.1、表A.3、表A.4、表A.5。
7.4.7 保护工程规划图
标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坐标范围限界及具体内容，标明古村落、历史遗迹等人文景
观资源保护的范围及具体内容。
7.4.8 生态修复规划图
标明森林生态修复的措施、适用范围及具体内容。
7.4.9 风景游览规划图
标明游览路径沿线景区与景点的分布。
7.4.10 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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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比例为1/2000～1/5000，标明公园内道路的走向、横断面，主要道路交叉点坐标、标高，停车
场用地界线，与城市道路的衔接方式，以及公交场站的位置关系。
7.4.11 标识系统规划图
标明标识牌的类型及分布。
7.4.12 应急救援系统规划图
标明定位标示、紧急救援电话等设施的位置。
7.4.13 给排水工程规划图
标明给水分区和供水量，给水管线走向、管径，加压泵、高位水池规模及位置；标明排水分区界限，
排水管渠位置、走向、管径、出水口位置及形式。
7.4.14 供电通信工程规划图
标明供电电源来源，变电站位置，供电线路走向、电压等级及敷设方式；标明通讯设施位置，线路
走向和敷设方式。
7.4.15 防火系统规划图
标明防火工程设施的类型及分布。
7.4.16 水土流失及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
标明水土流失、地质灾害影响区域及治理区域，提出防治措施。
7.4.17 重点地段详细规划设计图
对科普室、管理服务用房、独立公厕、停车场等设施进行详细布置，提出相应的建筑概念设计方案；
对公园游览区内重要景点、公园主次出入口和主要活动场所等进行详细设计，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方案；
对体现公园特色的重点要素进行深入提炼，提出相应设计方案。
8 规划编制技术要求
8.1 公园功能分区
8.1.1 公园内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修复区总用地应占公园用地面积的 80%以上。
8.1.2 风景游览区内游览路径为线性空间，游览服务设施沿游览路径布置，游人活动应限定在路径和
游憩活动场地内，以减少对公园资源、环境等的影响。游览区面积按照线性空间统计，包括游憩活动场
地面积、游览路径及两侧各 20 米的范围。风景游览区面积占公园总用地面积比例按表 1 控制。
表1 风景游览区面积控制要求
序号
1

公园总用地面积
2

游览区面积比例

（km ）

（%）

＜10

≤20

备注
游览区面积不超过 1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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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公园总用地面积

游览区面积比例

2

备注

（km ）

（%）

2

10-20

≤10

游览区面积不超过 1 km2

3

＞20

≤5

游览区面积不超过 1.5 km2

8.2 公园容量及规模
8.2.1 游客容量的计算方法应符合 LY/T 2005 的要求，分别对瞬时容量、日游客容量和年游客容量进
行计算，其中年游览天数宜按 280 天取值。
8.2.2 游客容量的计算一般采用面积法、卡口法、游路法三种测算方法，可结合公园实际情况加以选
用或综合运用，但均不得超过生态容量上限。
8.2.3 森林公园生态允许标准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生态容量指标一览表
允许游客容量和用地指标
序号

用地类型
（人/公顷）

（平方米/人）

1

阔叶林地

4～8

2500～1250

2

疏林草地

15～25

660～400

3

草地

<70

>140

8.3 保护工程和森林植被修复与改造措施
8.3.1 保护、修复内容
公园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修复区在规划过程中应考虑表3所示内容。
表3 保护和修复内容一览表
序号

保护内容

具体项目
珍稀濒危动植物、特色植物群落保护
生物多样保护
古树名木保护

1

保护工程

生态廊道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水土保持工程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植被修复工程

2

植被修复与改造工程
植被改造工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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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保护工程
8.3.2.1 公园保护工程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8.3.2.2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符合下列要求：
a) 对公园内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特色植物群落、珍贵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具有科学价值的区域以及
山泉、溪流、瀑布、湿地等具有景观价值的地点应划定专门的保护范围；
b) 对古树名木应统计编号、特别标注，其保护范围应参照 CJJ 48-1992 的要求划定；
c) 应依据深圳市区域绿地与大型生态廊道规划保持森林公园生态廊道的连续性；
d) 穿过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通道，应在相交地段修建生物廊道。
8.3.2.3 水土保持及地质灾害防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公园总体布局时，应考虑地质灾害的影响；
b) 在游览路径布局时，应尽量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地段，确保游人安全；
c) 在公园布局中，应建设水土保持滞洪设施，以减少公园下游的防洪压力。
8.3.3 森林植被修复与改造
8.3.3.1 公园植被修复与改造工程主要针对原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及病虫害严
重区域，残次林，成、过熟人工林，灌草丛以及其他适宜修复地区。
8.3.3.2 森林植被修复符合以下原则：
a) 人工修复及自然修复相结合；
b) 主要采用乡土树种，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c) 突出植物景观特色，倡导多层次、多种类混交种植结构；
d) 注重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8.4 风景游览区建设内容
8.4.1 通用要求
公园风景游览区的建设内容应限制在表4所列范围内，严禁增加经营性商业销售、餐饮、娱乐、服
务活动等未经规划批准的项目，严禁建设住宅、商业性办公、商务公寓、旅馆业、游乐设施等项目。公
园内的建设行为应符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建设项目用地应符合《深圳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相关要求,任何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均不得超过400平方米。
表4 风景游览区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号

设施类型

具体项目

备注

出入口
场地
游憩活动场地
管理处
1

配套设施

管理
服务

管理站

1．防火物资仓库可与管理处或管理站合并设
置；

防火物资仓库

用房

2.科普室宜设置在主要入口处，与管理处合
并设置

科普室（游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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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序号

设施类型

具体项目

备注

休憩设施
服务

卫生及环卫设施

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
标识标牌
停车场

2

交通设施

车行道

车行道兼顾管理、维修、防火通道及游览等
功能，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
步行道
给水设施
排水设施
3

基础设施
供电设施
通信设施
森林防火设施

4

防火治安设施

消防通讯设施

防火通讯设施可与通信设施合并设置。

治安监控设施

8.4.2 配套设施要求
8.4.2.1 一般要求
配套设施设置应遵循简洁实用、节能环保的原则，并体现本地特色，因地制宜，与自然环境协调一
致。
8.4.2.2 场地
8.4.2.2.1 公园应结合游览区范围及周边用地情况设置公园出入口，每个公园设 2 个以上出入口，方
便游人到达。
8.4.2.2.2 公园出入口位置应根据用地条件、实际地形和用地权属进行选择，具有可行性，便于施工。
8.4.2.2.3 公园出入口处宜集中布置厕所、垃圾桶等配套服务设施。
8.4.2.2.4 游览路径上的游憩活动场地不宜采用硬质铺装，应为草坪或自然地面，场地内宜布置亭廊、
园椅、垃圾桶等设施，场地面积不宜大于 200 平方米。
8.4.2.3 管理服务用房
8.4.2.3.1 管理服务用房：包括管理处、管理站、防火物资仓库和科普室等。
8.4.2.3.2 管理处宜设置在公园主要入口处，使用功能包括公园日常管理、游客服务、科普教育、纪
念品零售、公厕、护林治安、应急救援、森林防火等，其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700 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
不得超过 400 平方米。
8.4.2.3.3 管理站可根据需要分散设置，每 500～600 公顷的森林可设置一处，使用功能包括办公、护
林防火、公厕、紧急救护、治安等，其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 平方米，可与治安岗亭合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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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4 防火物资仓库与管理处或管理站合并设置，其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50 平方米。
8.4.2.3.5 科普室（游客服务中心）与管理处合并设置，主要功能有科普展示、游客服务等，其建筑
面积不得超过 100 平方米。
8.4.2.3.6 管理和服务用房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5 管理服务用房建设指标一览表
设施类别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管理处

≤400

≤700

管理站

≤100

≤100

垃圾收集点

≤50

≤50

备注
含科普室面积不大于100㎡
含防火物资仓库50㎡
含防火物资仓库50㎡

8.4.2.4 服务设施
8.4.2.4.1 服务设施包括休憩设施、卫生及环卫设施、应急救援设施、标识标牌、游客服务中心等。
8.4.2.4.2 休憩设施满足以下要求：
a) 每处休憩亭廊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 30 平方米，宜结合游憩活动场地布置；
b) 休憩设施主要设置在主出入口集散区域。
8.4.2.4.3 卫生及环卫设施满足以下要求：
a) 公园主出入口处宜设置水冲式厕所，并考虑残障人士、母婴等特殊人群的需求；
b) 公园主出入口处集中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单个用地面积不超过 50 平方米。
8.4.2.4.4 应急救援设施：沿主要游览路径应设置应急救援公用电话，同时应设置标距柱，方便应急
求救和实施救援。
8.4.2.5 标识牌：公园内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和引导标识应设置合理，符合 SZDB/Z 77-2013、GB/T
10001.1、GB/T 10001.2 和 GB 5768 的规定。公园边界、出入口、道路交叉口、路径端点和危险地段，
应设置明显的标识牌，公园内安全标志设置合理，符合 GB 2894 和 GB 2893 的规定。
8.4.3 交通设施要求
8.4.3.1 一般要求
公园交通设施包括游览路径、停车场等，主要分为车行道和步行道，游览路径的组织应生态、野趣，
减少对自然山体、水体和植被的破坏，确保车行和人行安全，避免干扰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活动。
8.4.3.2 停车场
停车场宜靠近公园入口设置，并应与地形有机结合，合理安排。
8.4.3.3 车行道
车行道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车行道设置应以确保自然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山体稳定性为前提，并根据公园自然环境
条件科学决策、严格控制；
b) 车行道设置应充分利用原有路基，原则上不新增或少新增车行道；
c) 新增车行道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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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车行道建设控制指标一览表
路径名称

宽度（米）

路面材质

坡度

车行道兼管理、消防、游客休闲等功能；根据实际

水泥、沥青或自然路
车行道

3～4

≤12%
面

备注

情况设置错车道；通过生态廊道时应留出生物廊
道。

8.4.3.4 步行道
步行道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结合游览功能要求，步行道分为两类:一类为登山道，宽度宜为 1.5 米；另一类为休闲步道，
宽度不超过 2 米；
b) 公园入口附近可结合用地条件设置无障碍通道和设施，并应符合 GB 50763-2012 的要求。
8.4.4 基础设施要求
8.4.4.1
8.4.4.2
8.4.4.3
8.4.4.4
8.4.4.5

公园内水、电、通信等设施应符合城市规划设置要求。
供电工程应连接城市电网。
通信工程应以无线网络为主，实现公园范围内通信信号全覆盖。公园入口处应设置公用电话。
给水工程应以城市管网供水为主，公园地表水可兼作消防用水的补充。
排水工程应采取雨污分流的方式，污水排入城市管网。

8.4.5 森林防火工程要求
8.4.5.1 森林防火工程设施主要包括瞭望塔、生物防火林带、消防基础设施、防火宣传牌和通讯设施
等。
8.4.5.2 森林火灾防治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地区特点和保护性质，设置相应的安全防火设施；
b) 宜在防火监控系统覆盖不到的区域设置防火瞭望台；
c) 规划森林防火工程。
8.4.5.3 森林防火应符合 LYJ 127-199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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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森林公园编制内容的深度要求
A.1 公园现状分析
A.1.1 公园区位及周边地区规划建设情况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公园区域位置，范围及规模；
b) 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包括周边地区现状用地及规划用地情况、近五年国民生产总值、财政
收入、产业结构及产值构成等；
c) 周边地区人口分布情况，包括周边地区人口空间分布、常住和暂住人口比例、年龄构成、人口
增长情况、规划人口预测等；
d) 公园外部交通条件，包括公园与周边地区联系的主要道路、周边慢行交通设施布局、邻近公交
首末站、城市绿道、公共交通线路等；
e) 周边地区休闲游憩设施分布，包括周边市民休闲游憩需求分析，同类旅游景区对市民需求的满
足程度等。
A.1.2 公园自然条件
应包括公园的气象、水文、地质、地貌、自然灾害等。
A.1.3 公园使用现状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公园土地利用现状，包括土地用途及权属，村落、历史遗迹、建（构）筑物的分布和规模，道
路分布、园内现有道路等的可利用程度分析等；
b) 现状游览功能，包括游客在公园内自发性游览活动的主要区域及活动内容，游客来源及构成；
c) 现状问题分析，包括公园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A.2 公园上层次及相关规划分析
对公园边界、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规划控制要求，包括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法定图
则、交通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综合防灾规划、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城市绿道规划、深圳市基本生
态控制线管理规定等，落实规划中的相关要求。
A.3 森林风景资源综合评价
A.3.1 森林风景资源调查
包括地文、水文、人文、生物、天象资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地文资源包括典型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标准地层剖面、生物化石点、自然灾变遗迹、名山、
蚀余景观、奇特与象形山石、沙(砾石)地、沙(砾石)滩、岛屿、洞穴及其他地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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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f)

水文资源包括风景河段、漂流河段、湖泊、瀑布、山泉及其他水文景观；
生物资源包括各种自然或人工栽植的森林、草甸、古树名木、奇花异草等植物景观；野生或人
工培育的动物及其他生物资源及景观；
人文资源包括历史古迹、古今建筑、社会风情、地方产品及其他人文景观；
天象资源包括雨景、云海、朝晖、夕阳、佛光、蜃景及其他天象景观；
具有特殊科学价值和景观价值的地点。

A.3.2 资源综合评价
按照GB/T 18005-1999的要求对公园森林风景资源进行质量等级评定，分析公园现有资源的优势及
劣势，作为公园特色展示的依据。
A.4 规划目标及功能定位
A.4.1 提出公园规划目标和功能定位。
A.4.2 提炼体现公园特色的环境要素，明确公园的特色，提出公园规划策略。
A.5 公园功能分区
依据公园森林风景资源的生态敏感度，划定公园生态保护区、生态修复区、风景游览区等功能区的
范围界线，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功能分区的面积指标，格式见表A.1。
表A.1 功能分区及建设用地规模一览表
用地类型

面积（ha）

比例（%）

备注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修复区
风景游览区
选址应依据现有相关上位法定规划，建设内
规划建设选址用地

容必须符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
定》。

现状城乡建设用地
合计
注：“ha”为面积公顷单位。

A.6 公园容量及规模
测算公园生态容量、游客容量，预测公园游客规模。
A.7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和森林植被修复与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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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1 保护工程
A.7.1.1 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包括确定森林植被、野生动物等生物资源的重点保护内容，制定保护管理
措施。
A.7.1.2 自然环境保护应包括提出大气、水、山体、土壤及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策略，以及环境污染
的防护和治理措施。
A.7.1.3 水土保持及地质灾害防治应包括调查水土流失策源地及其他地质灾害源，提出相应治理措施
和技术手段。
A.7.2 森林植被修复与改造
应包括调查森林植被分布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划分森林植被种植分区，提出植被修复及改
造措施。
A.8 风景游览区空间布局
A.8.1 总体空间布局
分析风景游览区景观资源，确定景区及景点的布局。
A.8.2 配套设施布局
A.8.2.1 编制配套设施一览表，明确具体建设内容，提出项目总投资估算，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
各项配套设施的相关指标，表格内容详见表A.2。
表A.2 配套设施一览表

类别

场地

名称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

（㎡）

数量

备注

出入口

◆

游憩活动场地

◆

科普园

◆

根据具体条件，选择设置

管理处
管理及服务用
管理站

可与治安岗亭合并设置

防火物资仓库

贮存灭火器等设施

亭、廊

观景、遮雨、遮阳等

房

休憩设施
园椅

◆

◆

厕所

水冲式、环保流动式等

卫生及环卫设
垃圾桶

◆

◆

施
垃圾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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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
类别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

（㎡）

公用电话

◆

◆

定位标识

◆

◆

治安岗亭

◆

◆

名称

应急救援设施

数量

备注

生物防火林带

宜与管理站合并设置

◆

消防设施
消防基础设施

◆

◆

加压泵等辅助设施

注：◆表示不需要填写的内容。

A.8.2.2 场地规模与布局应包括：
a) 明确公园出入口数量、位置及用地范围；
b) 确定路径上游憩场地、观景平台等的规模及布局。
A.8.2.3 建筑规模与布局应包括：
a) 分析确定管理用房、服务设施等建筑的配置标准；
b) 确定建筑选址、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c) 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各类建筑的数量及规模，表格内容详见表 A.3。
表A.3 管理及服务用房建筑规模一览表
序号

配套设施

（一）

管理用房

1

管理处

2

管理站

（二）

服务用房

1

游客服务用房

2

独立公厕

3

垃圾收集点

数量（处）

用地面积（㎡）

合计

A.8.2.4 其它配套设施规模与布局应包括：
a) 确定休憩、环卫、安全保障等设施的配置标准及分布；
b) 提出配套设施的造型、材质等设计要求。
A.8.3 交通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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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1 道路交通工程
道路交通工程，包括确定公园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方式，建议公交站的位置，确定停车场的位置及容
量，确定自行车停放设施的位置与容量，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停车场等规划指标，表格内容详见表
A.4。
表A.4 停车场规划指标一览表
序号

停车场位置

车位数（个）

备注

1
2
3
……
合计

A.8.3.2 游览路径的组织与设计
游览路径的组织与设计应包括：
a) 确定游览路径的组织方式，明确现状保留和规划新增路径的位置和规模；
b) 确定路径及游憩活动的种类及分布；
c) 确定路径起始点位置、走向及建设要求（长度、宽度、路面材质等）；
d) 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游览路径的规划指标，表格内容详见表 A.5。
表A.5 游览路径规划指标一览表
道路类型

宽度（m）

长度（m）

材质

面积(㎡)

车行道
休闲步道
步行道
登山道
合计
注1：明确现状保留和规划新增的路径规模。
注2：路宽可参照行业标准 CJJ 48-1992《公园设计规范》设置。
注3：填表时休闲步道、登山道规划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扩充。

A.8.4 基础设施布局
A.8.4.1 给排水工程主要集中在公园主出入口布设，公园内部宜以自然排水为主。
A.8.4.2 电力电信工程主要集中在公园主出入口布设，公园内部宜采用太阳能、无线信号等方式提供
服务。
A.8.5 森林防火工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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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应提出预防措施和原则，制定森林消防策略，确定生物防火林带的设置范围及
植被种类、消防设施和监控预警设施配置标准及布局，提出山火扑救策略、消防管理措施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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