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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isure from sports, health from leisure”, is the response to the quick urbanization of modern
cit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Leisure Sports Park was def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isure and sports and problems were analyzed. Sustainable landscape design strategy of modern recreational sports park was presented
systematically from three layers of site selection, space layout and cost control, based on the
whole design proces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reg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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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动中休闲，休闲中健身，这是对现代快速城市化以及全球一体化高效率发展背景的应对，界定休闲运
动公园的内涵与外延，解析休闲与运动的关系特点以及问题，系统化提出现代休闲运动公园可持续景观
设计的基于设计过程中场址选择、空间布局、成本控制的策略；基于地域文化传承等方面响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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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环境以及健康意识的提高，市民日渐重视通过体育锻炼，希望通过户外体育
运动来增强身体素质并达到身心的放松。在公园中运动和休闲成为健康的时尚，运动中休闲，休闲中健
身，已经完全超然于传统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城市运动公园满足了城市公园绿地的需求，又满足了市民
户外运动的要求，然而大现代中国对于城市运动公园的建设仍然存在诸如概念界定模糊以及设计脱离地
域文脉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休闲运动公园的景观设计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然和迫切。

2. 休闲运动公园的界定
2.1. 休闲运动公园景观设计
《辞海》把“运动”定义为从事健康体育活动的内容和方法。能够促进身体正常生长发育的体育锻炼
活动，包括田径、游泳、球类运动、游戏等。戈罗霍夫和伦茨在《世界公园》中把城市运动公园的概念定
义为：在景色优美的公园空间中，它的运动设施、运动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内开展的体育活动、竞技比赛、
保健活动和运动表演等，吸引着当地市民去进行积极的运动休闲活动[1]。我国对城市运动公园的定义并不
明确，是指体育运动公园，作为专类公园而存在，公园中要设有符合体育竞技标准的运动设施和场所[2]。
综合国内外以及古今体育运动与园林景观的关系，城市休闲运动公园就是市民在公园般的环境中进
行不同程度的健身活动的场所，该场所以非专业化的运动(包括轻度和重度运动)活动行为为主体，具有良
好的运动设施与交通流线，以放松心情或者发泄亚健康为目标，所有运动都是在自然般环境中进行，该
场所的设计遵循公园设计的规范和运动场所规范。

2.2. 休闲运动公园的特征
2.2.1. 行为类型特殊性和不限定性
就是一种随心情的运动，可以是简单的晃晃脑袋摆摆手，也可以是百米冲刺，还可以是放肆的宣泄，
强调的休闲，通过运动而达到的休闲，休闲之余的运动，练嗓子、戏曲等都是一种休闲运动，因此运动
具有不限定性。
2.2.2. 行为活动环境明确化
公园，这是该种类型景观设计的主要特征，就是要公园化的环境，而且是自然般的公园环境，空间
的已经就是公园，以休闲为目标的，强调的是公园而不是运动。
2.2.3. 与一般城市公园共生与个性化
休闲运动公园既是城市公园中的一种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彰显体育运动文化，尤其是基于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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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快速城市化发展而带来的城市问题背景下的运动。同时运动公园也比一般综合性公园更适合进行长期
性的体育运动[3]。

2.3. 城市运动公园的类型
城市运动公园根据规模、人群、功能以及运动种类有多重类型，以运动类型划分可以分为高尔夫运
动公园、极限运动公园、马术运动公园等等；按照年龄又有中老年运动、青年、上年儿童运动公园；按
照规模还可以划分为大型的竞赛式运动公园、中型的社区活动健身公园以及小型的随机休闲健身公园等
等。

3. 存在的问题
3.1. 选址不当，土地利用不经济
选址是城市运动公园设计的第一个重要步骤，目前问题主要体现在选址时，对其周边环境、交通、
游人来源等因素的分析不足，论证不严密，有完成任务的快餐式选址，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不经济，利用
率不高，导致运动设施废弃不用和运动场所的闲置[4]。

3.2. 休闲运动的目的不突出
目前城市运动公园依然沿用综合性城市公园的分区模式，没有针对性的为休闲而运动的公园的结构
功能布局[5]。运动主题欠明显，游人在公园中不能使游人感受到“运动”主题公园的气息，休闲运动公
园不一定要功能小而全，只要针对某种定位满足因运动而休闲的目的即可，各区域之间要有隔有连。

3.3. 特色与地域文化不足
城市运动公园内景观设计各类要素以及空间中对当地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环境、人文特色的考虑
不足，有“千园一面”的现象。

4. 休闲运动公园的景观设计策略
4.1. 基于设计过程的策略
4.1.1. 场址选择
城市总体规划与区域复兴的结合：城市运动公园选址的成功，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一个方便到达的
运动场所，而且可以实现一个地区的复兴。在城市中心区或者边缘地带，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原
因导致某些区域的衰败，这些区域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体与发展。
废弃地修复的结合：城市运动公园进行选址时，在保证交通便利的前提下，应以建设运动公园为契
机，将一些不良用地进行改造，提升该区域及其周边位置的利用价值。
4.1.2. 空间布局——动静结合，休闲灵活
该种类型公园目标明确就一个——休闲，因此空间布局时首先定位公园性质和运动类型，确定规模
和空间意境。根据规模和公园特性，确定空间类型，空间可以是一种类型，也可以有几种类型空间，根
据空间的关系灵活布局，融合间隔，休闲灵活。
4.1.3. 成本控制——管理维护的统筹考虑
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到使用过程的管理尤其是后期的维护成本等生命过程。从材料的选择以及与自然
的沟通、市民的自发性参与等各方面进行管理与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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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地域文化的策略
城市运动公园具有本地的自然环境特征和人文文化特征，其景观设计应该根植于本地的自然环境与
历史文脉之中，体现本地的自然优势与历史文化，可以起到宣传历史文化的作用，增加公园的特色。其
手法有把本地的历史文化、名人事迹、民间运动项目等引用到公园中。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城市运动公园，
防止“千园一面”的现象。

5. 结语
城市运动公园作为新型的主题公园，应该在景观环境、行为与心理学的指导下，进行景观设计。运
动公园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应考虑对公园动态监督及反馈机制的研究。
运动者行为与心理学的运用方法及运用效果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不同运动项目人群
有不同的行为与心理需要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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