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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G%

李媛媛!汤!慧
!大连市水利规划设计院" 大连!##T$J##

!摘!要"!为了便于指导城市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水利风景区项目"以大连市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J$#T'

J$J"#为例"阐述城市多种类型水利风景区规划的内容和方法$ 以城市风景资源现状调查与评估为基本依据"以地

区相关规划为指导"以基础%景观%娱乐休闲%服务%安全和科普设施的建设为有效途径"打造水利工程安全%水资源

开发与保护有机结合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水利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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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摆

在了突出地位( 水利风景区的建设是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载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品牌( 根据)水利

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风景区工作的若干意见+#结合

大连市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辽宁省旅游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制定大连市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

以便于指导大连市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水利风景区

项目#尽早实现%绿色大连&生态家园'的口号( 规划

期限为 J$#T*J$J" 年#分近&远期规划( 现状规划水

平年为 J$#" 年#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J$J$ 年#远期规划

水平年为 J$J" 年(

$(大连市水利风景资源调查与评估

#Q#!水利风景资源特征

大连市境内河流属黄&渤海水系#河网比较发育#

水利工程众多( 流域面积在 #$P?

J以上的河流有 K$K

条#其中#流域面积 #$$P?

J以上的河流有 KT 条( 已注

.)'.



册登记的各类水库有 J$T 座#总库容 J"QJJ 亿 ?

K

#其

中#大型水库 L 座#总库容 J$QJL 亿 ?

K

#占全市总库容

的 M$QKLS( 大连市地处低山丘陵地区#海拔一般在

"$?左右( 三面环海#海岸线长 JJ##P?( 总的来说#

大连市水利风景资源十分丰富#自然风光优美#环境舒

适宜人( 水利风景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广泛性#位

于城市中心及主要水源地的风景区已经得到较大程度

的开发利用#其余地区的开发资金基本依靠政府扶持#

开发具有一定难度/旅顺口区等水利风景资源地区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同时#因大连

市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洪涝灾害时有发生#存在着水

土流失和水环境污染的现象(

#QJ!水利风景区现状情况调查

#QJQ#!规划的水利风景区

根据各地区水利风景资源情况#结合地区发展需

要#本次规划共设立 ## 处水利风景区( 其中#水库型

水利风景区 M 处!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英那河水库

水利风景区&卧龙水库水利风景区&转角楼水库水利风

景区&朱隈水库水利风景区&刘大水库水利风景区&水

木花海水利风景区&金龙寺国家森林公园水利风景区/

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K 处!大沙河水利风景区&桃房

河水利风景区&龙河水利风景区( 大连市规划水利风

景区见表 #(

表 $ ( 大 连 市 规 划 水 利 风 景 区

序!号 区 位 "县$ 景 区 名 称 面积NP?

J 景区类型 备!注

# 庄河市与普兰店区交界 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 T$$Q$$ 水库型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J 庄河市 英那河水库水利风景区 #KRQ$$ 水库型

K 金州新区 卧龙水库水利风景区 JTQOK 水库型

R 庄河市 转角楼水库水利风景区 #$JQ$# 水库型

" 庄河市 朱隈水库水利风景区 #"RQ"$ 水库型

T 普兰店区 刘大水库风景区 TMQ"M 水库型

L 花园口经济区 水木花海水利风景区 RQLM 水库型

M 甘井子区 金龙寺水利风景区 J#QKM 水库型 K'旅游景区

O 瓦房店市 大沙河水利风景区 #$QL$ 城市河湖型

#$ 旅顺口区 龙河水利风景区 "QTT 城市河湖型

## 长兴岛经济区 桃房河水利风景区 #Q$O 城市河湖型

#QJQJ!现状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至 J$#" 年底#大连市有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 处#

即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 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批

复时间为 J$$R 年#景区规划总面积 T$$P?

J

#其中#水域

面积 "KQKP?

J

#陆域面积 "RTQLP?

J

( 碧流河水库水利

风景区是大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城市重要的供

水水源地( 碧流河水库始建于 #OL" 年 #$ 月#于 #OMT

年 ## 月竣工验收#是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兼有防洪&

发电&养鱼&灌溉&旅游等综合效益的多年调节大"J$

型水利枢纽工程"见图 #$( 风景区周围山高林茂#山

水生态资源优越#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景区内建有公

园&%饮水思源'纪念碑&广场"见图 J$&篮球场&商店&

饭店等设施#水库内鱼类种类繁多( 水文化&渔文化是

水库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

图 $(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水库大坝

#QK!水利风景区评价后的等级结构

根据)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Z K̀$$*J$#K$的内

容和方法#对比分析水利风景区资源现状#对 #$ 个规

划的水利风景区进行综合评价并打分#统计结果见表

J#已经挂牌的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不再参与评分(

.*(.



图 #(碧流河水库水利风景区广场

表 J 中 #$ 个水利风景区#总体评价分最高分为

#"$ 分/#J$ 分及以上的有 L 家/#J$ 分以下的有 K 家/

最低分为 #$M 分( 根据标准#水利风景区达国家级 #

个/达省级 T 个/一般 K 个( 国家级与省级水利风景区

占总数的 L$S#一般水利风景区占 K$S(

大连市水利风景区以水库型和城市河湖型居多#

景区风景资源组合条件较好&类型多样&开发潜力大/

环境质量保护优良#水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良好/基础

设施完备&管理机构健全( 但部分景区娱乐&餐饮&购

物等服务设施简陋#无法满足游客需求/没有确立景区

自己的特色和形象#水文化挖掘不够#市场营销度不

够/开发建设程度低#导致缺少服务管理和运营管理

等/缺少景区规划或规划落实不到位(

表 # ( 大 连 市 规 划 水 利 风 景 区 总 体 评 价

水利风景区名称 风景资源"M$ 分$ 开发利用"R$ 分$ 环境保护"R$ 分$ 管理评价"R$ 分$ 总分 等级

金龙寺水利风景区 TM JR KK J" #"$ 国家级

英那河水库水利风景区 LJ JO KR #J #RJ 省级

龙河水利风景区 TR J" KJ J$ #R# 省级

桃房河水利风景区 TJ JK JT J$ #K# 省级

朱隈水库水利风景区 T$ JK JT #J #J# 省级

刘大水库风景区 T$ JJ JT #J #J$ 省级

卧龙水库水利风景区 "O JK JT #J #J$ 省级

转角楼水库水利风景区 "R JJ JT #$ ##J 一般

大沙河水利风景区 "J JK JT #$ ### 一般

水木花海水利风景区 "$ JJ JT #$ #$M 一般

#(发展布局与空间组合特征

大连市水利风景区发展布局已融入到了大连市旅

游发展大格局中#在)大连市旅游沿海经济圈产业发展

规划"J$##*J$J$$+中提出了构筑%一环一岛&四片十

区'的旅游发展空间布局( 其中#%四片'是指南部都

市旅游片区&西部渤海旅游片区&东部黄海旅游片区&

北部生态旅游片区( 规划水利风景区在%四片'之内

是生态旅游&都市旅游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依托水利

工程建筑气势恢宏&城市河湖水清岸绿以及山形地势

等条件#水利风景区与周边旅游景点形成了以合作为

主流的竞合关系#共同推动着大连市旅游业建设及健

康发展(

根据水利风景区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其空间组

合特征可大体概括为%三点' %三线' %五片'( 其中#

%三点'指中&小型水库!卧龙水库&浪窝庙水库&金龙

寺水库和郭家沟水库构成的旅游景点/%三线'指龙河

沿岸观光线&大沙河沿岸观光线&桃房河"含水库$组

合游览观光线/碧流河水库&英那河水库&朱隈水库&转

角楼水库和刘大水库五座大型水库片区形成水利风景

区中的%五片'(

%(总体规划

KQ#!规划总体目标

以%维护水工程&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修复水

生态&弘扬水文化&发展水经济'为理念#通过整合水利

风景资源#优化景区功能布局#优先开发一批水利旅游

项目#力争用 #$ 年的时间建设出亲水活动形式多样&

体验参与和游憩观赏性强#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和科

普文化教育为一体的知名水利风景区/创建出大连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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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旅游&生态旅游品牌#实现水利风景区良好的生态

效益与社会效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

化需求(

KQJ!重点建设任务

1Q基础设施( 规划的各景区外部交通可借助现

有公路网络#交通便利/根据景区容量&功能区布局分

布#需增加内部交通#主要包含停车场和景区道路( 新

建的停车场采用草皮或草皮砖面/游览主路兼做消防

通道#串联主要景区及服务中心等客流量大的区域#规

划 J VK 车道"每车道宽 KQ"?$/次路连接主要景点#满

足游客不走%回头路'的游览需要#路宽 R?左右#为沥

青路/人行路路宽 #QJ VJQ$?#形式多样#可采用石板

路&木栈道&生态透水砖&花岗岩台阶等(

CQ景观设施( 景观绿化工程在各景区都适用#特

别是大沙河水利风景区和水木花海水利风景区是建设

的重点对象( 可选择采用常绿乔木类&落叶乔木类&灌

木类&球类&色块地被类或草坪种植配置( 植物空间设

计上做到疏密有致#竖向设计上形成乔&灌&草"地被$的

结合分层结构/花&果&叶相配( 高&中&低错落#层次和

季相丰富( 景观小品&雕塑&照明灯&座椅等修饰装置要

与周边环境风格&色调一致#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Q娱乐休闲设施( 五座大型水库水利风景区规

划面积均在 "$P?

J 以上#规划内容和形式可丰富多样(

如修建大型农业观光景区#利用现代农业科技#结合景

区地方特色#采用农事体验&生态采摘&农家垂钓园&农

家乐等形式/在现状山体林地范围内规划建设山体涵

养养生公园&森林公园&野营活动区等( 新增设景点&

修建纪念广场&文化公园等( 中&小型水库型水利风景

区可结合自身特色#规划涵盖婚礼&花海创作&露天电

影院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地#自行车运动场&热气球&

房车营地等精致的郊野休闲娱乐项目( 河湖型水利风

景区主要以打造城市滨水生态公园为主题( 原则上水

库库区禁止设置游乐设施#碧流河&英那河&转角楼&朱

隈水库水利风景区可在水库下游水域同河湖型水利风

景区规划建设水文化公园#增设水休闲空间#亲水露

台&亭&廊&水榭#为游客营造舒适的室外亲水体验区/

增设水上游乐场#设置观光船&摩托艇&水上自行车等

游乐设施#为游客在水中嬉戏提供便利条件( 金龙寺

国家森林公园水利风景区可利用现有遗址&传说#规划

崔邦田房址&刘少慈房址&金龙寺遗址公园等独具特色

的景点(

FQ服务设施( 水利风景区的服务设施需囊括住

宿&餐饮&会议&娱乐&养生&购物&接待( 根据景区规划

发展目标和日均游客量#依托现有公共设施#配套建设

如星级酒店&快捷酒店&经济型旅馆&餐厅&酒吧&综合

服务楼&商业街&生态养生园&疗养中心&健身休闲区&

养老别墅等( 此外#各景区规划范围内均需增设卫生

间&垃圾箱&标识和解说系统(

0Q安全设施( 各景区要完善安全设施#营造安

全&放心的游览环境( 建设医疗中心#应对景区内紧急

风险救治/组建水上救援队伍#配备相关的应急救援设

备/建立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和景区预警系统(

6Q科普设施( 条件适宜的碧流河水库&英那河水

库&水木花海水利风景区参考%关东文化&水利工程&饮

用水水源安全&日常用水知识介绍&农业历史'相关主

题建设科普馆或科普长廊(

'(结(语

从大连市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中可以得到以

下几点启示!

1Q水利风景区规划要与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划&水

利工程发展规划相符合#在充分研究现有水利风景资

源的基础上高标准&规范化地编制城市的水利风景区

规划(

CQ景区开发建设时序安排优先参考水利风景区

等级评价结构#近期安排总体评分较高#等级为国家

级&省级的水利风景区(

;Q城市的水利风景区规划不能各景区千篇一律#

水库型&河湖型景区明确主题#娱乐休闲设施的建设应

充分利用现有遗址&传说&奇石&水文和林木景观#打造

景区特色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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