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东江历史形成的三角洲上

将诞生一座全球化水边城市。

人与自然与生活和谐共存

拥有全球化服务和文化的

未来亲环境亲水城市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



未来亲水城市的新范例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即将
诞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城市

沿着水路多样化的文化与快乐共存的全球化亲水城市

开展未来商务的新型全球化城市



02 PROLOGUE·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诞生

04 OUTLINE·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概要04 OUTLINE·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概要04

06 DESIGN06 DESIGN06 CONCEPT (设计概念)

 人与自然共存的水边生态城市

 沿着河流拥有生活和休息的国际亲水文化城市

 带动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未来产业物流服务城市

12 DESIGN THEMES

14 SPATIAL14 SPATIAL14 PLAN·空间规划

 Waterfront Eco City - 水边生态城市

 Global Waterfront Cutural City - 国际亲水文化城市

 Future Logistics & Service City- 未来产业物流服务城市

26  MASTER PLAN·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总体规划

CONTENTSCONTENTS
位置 釜山广域市江西区鸣旨洞、江东洞、大渚2洞一带

规模 11,886千㎡(约360万坪)

项目期间 2012~2018年(7年)

总投资 5兆4千亿韩元

规划人口 75,100人(3万户)

项目主体 釜山广域市，韩国水资源公社，釜山都市公社

DELTA CITY概要
ECO



沿着总长54㎞的3条河流建设水边公园。构筑从城市任何地方都可以10分钟内到达
江边和公园的公园·绿地系统。形成水和风，绿地、风景和文化相结合的环境

西洛东江边将建设大面积的生态保护带和20万坪的麦岛江生态湿地公园及
2万坪的候鸟取食场。水边建设30~50米宽的水生环境保护林公园，引进LID低影响
开发模式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建设保持自然原貌的水边生态景观观察·体验空间。建设可以感受时间和季节变化
的支流、渡口、瞭望台等设施，规划从城市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近的林间路与河流。

共同拥有的水边环境

保护湿地、候鸟和生态环境

使水边空间的潜在价值最大化

06                      CONCEPT 01 WATERFRONT ECO CITY   07

WATERFRONT ECO CITY

水边生态城市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亲环境水边城市将创造独特的价值。

西洛东江、平江川、麦岛江的三色河流在此汇聚的亲环境水边城市，这里是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

这里将建设保护生态资源，使河流的价值最大化，人与自然相和谐幸福的城市。

本图片是帮助说明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的参考图片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建设水岸型的文化和休闲空间、河流和水上运动、水边店铺、游船等利用水边环境
的多样化空间，让来到生态三角洲的人们都能亲身体验水边城市的价值。

这里将成为国际化的水边文化城市。三条江水相遇的三江头将建设成为
具有商业、文化、艺术、购物功能的文化·休闲特化区域，为生活注入新鲜活力。

修复和保护具有文化价值的设施和自然，将城市景观街道、水边景观街道、生活街
道、休闲街道、步行专用文化街道等体现都市生活的新的道路建设成为特化街道。

让地区居民和全世界人体验水岸文化的魅力

河流相遇的地方诞生文化

保存历史和时间，开始新的故事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国际亲水文化城市
沿着河流，文化与艺术、生活与休息共存的全球化城市，这里是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

建设以水为中心的水岸型文化和休闲空间，强化与水边的接近性。

以江为中心设置文化与艺术、休闲与休息相结合的各类设施。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09

本图片是帮助说明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的参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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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绿化率扩大到30.8%，建设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园区。 
引进尖端物流功能、亲环境物流和融合尖端IT技术的高端绿色物流。 

规划建设金融、产业支援中心、综合宣传馆、展示馆、产业博览会展馆等充足的商务支
援设施，构筑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文化设施和环境，以及迅速连接周边广域交通和机
场等设施的交通服务。 

通过可以连接新港、铁路、机场和经济自由区域的国际物流，制定尖端产业、R&D地区
发展计划和釜山发展战略，引进国际海运、港口商务集群，提高地区产业的价值，
建设可以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的会议·展览中心。

培育亲环境尖端产业

通过全球化服务确保国际竞争力

激活地区经济的自足型城市

FUTURE LOGISTICS & SERVICE CITY

未来产业物流服务城市
这里将诞生为大韩民国未来产业的中心和东北亚物流的据点。

依靠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构筑节省能源的城市系统，培育未来型MICE产业。

从提供尖端产业和国际物流服务的东北亚的枢纽飞跃成为世界的中心。

FUTURE LOGISTICS & SERVICE CITY   11

本图片是帮助说明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的参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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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未来的亲环境水边城市，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

这样的城市迄今为止从未有过。

诞生于釜山的未来导向型亲环境水边城市。

在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可以享受舒适的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拥有开展全球化商务的最佳环境。

美丽的水边城市让你拥有新的未来梦想。

01 WATERFRONT ECO CITY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水边生态城市
 

02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沿着河流拥有快乐和文化的

 国际亲水文化城市

03  FUTURE LOGISTICS &  
SERVICE CITY

 成为东北亚物流和尖端产业中心的

 未来产业物流服务城市



重视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城市。
体验所有生命和谐共存的绿色清净城市的价值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将以自然、历史和文化相融合的水边环境和公园绿地系统为

基础进行规划建设。保护自然资源和候鸟栖息环境，确保水边环境的公共性， 

追求人与自然的相生共赢

01

亲环境宜居城市
拥有富饶生活的
水边生态城市

WATERFRONT ECO CIT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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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FRONT 
ECO CITY

水边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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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FRONT ECO CITY   1716                      PLAN 01

以水和水边绿地为基础形成的城市

以总长53.8㎞(33mile)的水边和绿地轴线围成的釜山生态三角洲城

市将沿着水边空间布置自然、景观、文化设施。平江川和麦岛江将

被赋予文化·艺术功能、水边·文化功能和水边·生态功能。把连

接城市东西方向的屯致岛-麦岛-三乐连接轴线指定为主绿地轴线。

连接金屏山-屯致岛-平江川，连接烽火山-麦岛-乘鹤山的连接轴线

指定为副绿地轴线。把西洛东江开发为生态保护型水边轴线，平江

川和麦岛江开发为自然保护和利用型水边轴线。

都市型生态公园让城市充满绿色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规划了中央公园、三江头水边公园、候鸟取食

场、湿地生态公园等都市型生态公园。建设包括候鸟生态用地在内

占总面积的30.7%，达3,648,502㎡的公园绿地，西洛东江河边规

划出100米宽的候鸟栖息地，平川江、麦岛江将构筑至少30~50m

以上的广域绿化带。建设总面积约25万坪的市中心最大生态湿地公

园和2万坪的候鸟取食场。

重视环境与未来、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

连接广域交通-地区交通(BRT)-绿色交通(自行车、徒步)，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 :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

ment)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引进每小时可运

送15,000~20,000人的 BRT(快速公交系统),构筑与BRT车站相连

接的自行车道和步行者道路体系，实现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TOD开

发。

享受徒步、骑行的城市

构筑总长达48㎞的自行车道和在任何地方都确保步行者优先的街道

体系。22米的街道宽幅中，人行道、绿地和自行车道占14米以上。

在文化、休闲、艺术设施密集的三江头特化地区，将以步行者优先

原则进行城市规划。

以智能化的城市规划营造舒适的环境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的规划人口为7万5100人。为此将建设

30,038户独立住宅和共同住宅，构筑舒适的居住环境。居住用地

面积为3,356,841㎡，人口总密度为63人/ha，人口纯密度为318

人/ha，低于其它城市(纯密度-青萝384人/ha，松岛476人/ha，

金浦汉江438人/ha)。此外还将引进LID低影响开发模式把对环境

的影响降到最低。

公园绿化率
人口纯密度比较
(人/ha)

釜
山
生
态
三
角
洲
城
市

31
8

青
萝

38
4

金
浦
汉
江
新
城
市

43
8

松
岛

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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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流流过的城市中
建设独创性的居住环境和文化空间，
以及开展成功商务的最佳设施。

以水为中心规划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空间，让地区与世界融为一体。以贯穿中

心商业区(CBD)的运河和三条江水相遇的三江头为主轴，连接商业·办公设施和

文化休闲、公共设施，创造国际亲水文化城市的品牌形象。

02

三色河流
加上文化和基础设施的
国际亲水文化城市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19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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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21

工作、休息和娱乐
     完美的共存在这里开始。
 国际亲水文化城市

20                      PLAN 02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2322                      PLAN 02

工作与休闲共存的河畔漫步型中心商业·办公地区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中心部将规划一处长1.2㎞、宽8m、有河流流

淌、面积385千㎡规模的中心商业·办公地区。由Public Service 

Zone(公共、医疗服务)，Green Zone(都市绿洲), Culture Zone 

(常设公演、展览/活动体验空间)，Festival Zone(庆典空间)组成，

各自拥有不同的功能。确保足够宽幅的水边道路，让人们尽情享受

工作和休闲生活。

水汇聚快乐，三江头复合型文化·休闲特化地区

以三江头为中心、总面积 688千㎡的地区将指定为复合型文化·

休闲特化地区。在运河边修建散步路让人们漫步河边享受文化和

休闲生活。商业用地旁将追加设置公共步行通道。地区内将引进名

品奥特莱斯、博物馆、文化·展览设施、艺术家村、酒店、体育

休闲设施。这三个特化园区通过河流连接为韩国型小威尼斯(Little  

Venice)，将成为本地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交流的空间。

以步行者为中心的愉快的亲水空间

水边半径500米内将建设连接文化·休闲设施的BRT公交车站。

水边规划将排除阻碍人们接近河流的四车道以上道路，让人们可以

随时享受舒适的水边空间。规划连接三江头水边公园和西洛东江生

态公园的40米徒步带，构筑可以从市中心徒步到达水边的移动轴

线。建设成为展望未来百年的城市文化活动空间。

为亲水环境增添快乐的水边休闲及特化园区

建设连接西洛东江-麦岛江-平川江、总长16.3㎞的韩国第一大自然

型航道，利用丰富的水量和水流开展划艇、皮划艇等水上休闲运

动。规划水边露营场、家庭型体育休闲公园、水边大规模商业设

施、水边咖啡店等以水为主题的复合型空间，此外还规划了具有水

边城市特点的水边特化居住园区。

公共公共
服务区 绿化区 文化区域 庆典区

商业功能和体育休
闲复合空间

艺术家村和文化、
艺术公园，名品奥
特莱斯，精品酒店

具有候鸟及河川生态功
能的大规模水边公园，
低层型特化文化空间

威尼斯 
休闲&娱乐

威尼斯 
生态文化

威尼斯 
水&艺术

三江头地区构成

商业用地面积比较

釜
山
生
态
三
角
洲
城
市

3.
3%

一
山

7.
8%

盆
塘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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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优化的物流环境和全球化商务服务
成长为东北亚的据点城市。

拥有交通、基础设施、文化等最佳地理条件的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将发展成为东

北亚物流及相关服务的中心。为开展国际商务构筑丰富的基础设施，成为MICE

产业和亲环境未来产业的中心。

03

为大韩民国开创明天的
未来产业物流服务城市

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25

FUTURE LOGISTICS & 
SERVIC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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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TERFRONT CULTURAL CITY   27

      釜山的发展动力
               东北亚的枢纽
 未来产业物流服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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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LOGISTICS & SERVICE CITY   2928                      PLAN 03

拥有世界最佳地理位置的三角洲地区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位于3小时飞行距离内覆盖25%的全世界人

口、创造20%全球GDP的超广域经济圈内。靠近世界第五大贸易

港釜山新港、金海国际机场和广域公路网，拥有国际级物流据点环

境。利用国际物流可以从东京通过大阪、福冈连接首尔和中国大

陆，做为东北亚的关口城市发挥重要作用。将成为韩国东南圈产业

集群(航空、机械、物流、汽车、钢铁、造船等产业)的中心。

培育亲环境尖端产业和未来型MICE产业

建设国际物流·据点园区 + 尖端产业，R&D + 亲环境绿色产业

园区，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产业·物流环境。将绿化率扩大到

30.8%，建设环境友好型产业园区。引进尖端物流技术、亲环境物

流和基于尖端IT技术的高端绿色物流。构筑金融、产业支援中心、

综合宣传馆、展示馆、产业博览会展馆等支援设施，为全球化商务

活动提供最佳环境。

金属产业

电子设备

电子零件
计算机
影像设备
通信设备

汽车
拖车

金属加工
制品

其它机械
设备

医疗精密设备
光学设备
钟表

其它运输
设备

优秀的广域交通及道路规划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拥有与第2南海高速公路、国道2号线、机场

路、釜田-马山复线铁路等连接的最佳广域交通体系。通过建设严

弓-生谷公路(6~8车道)，加强东西交通连接体系，构筑从釜山新港

至金海机场的物流运送基础设施。市内主要干线公路考虑设计速度

(60㎞/h)和干线公路的功能，采用避免过多弯道的设计，构筑可以

与周围广域交通和机场等迅速连接的交通服务。

构筑海运、金融、保险等国际海运港口服务集群

将成为釜山发展的核心战略国际港口商务集群的中心。引进会展、

海运·港口公共设施、行政城市、海运金融等全球化的特化业务功

能。加强物流、海运、R&D等为主要产业服务的核心功能。

办公用地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产业设施的8个行业引进对象

公共用地

金海国际机场 5㎞

釜山新港 15㎞

釜山站 15㎞

釜山港 16㎞

釜山
生态
三角洲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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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面积

比较
千㎡ 比例(%)

住宅 2,357 19.9 独立 620,000㎡/1747户，共同 1,745,000㎡/28,291户

商业办公 386 3.2 一般，近邻商业，办公设施等

城市配套设施 2,594 21.8 R&D、尖端产业、物流设施等

公园绿地 3,649 30.8 包含候鸟生态复原用地

城市支援设施 252 2.1

其它设施 2,648 22.2 道路、停车场、学校、医疗设施等公共设施用地

总面积 11,886 100.0

推开窗门，蜿蜒流淌的江面上水鸟飞翔。

骑着单车上班的路上感受绿色自然，

全球化会议上充满热情的时光。

在运河边的咖啡店喝一杯清茶放松心情

走进奥特莱斯为特别的日子选择一件礼物。

傍晚欣赏美丽的风景走在回家的路上。

晚上城市的天际线像波浪一样起伏的地方，

远处吹来的风带来季节的消息。

你想象中的亲水城市已经不再是梦想。

这里就是

釜山生态三角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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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土地利用计划  l

亲水区域建设事业用地边界

毁损地修复事业用地边界

独立住宅

共同住宅(中低密度型)

共同住宅(中高密度型)

近邻生活设施

商住复合

一般商业

近邻商业

办公设施

产业设施

物流设施

产业支援设施

R&D设施

公共机关

文化福利设施

城市支援设施

流通销售设施

医疗设施

宗教

幼儿园及学校

婴幼儿保育设施

加油站

公园

绿地

蓄水设施

泵站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中继泵站

变电所

集中能源设施

广场

保留地

停车场

河流

候鸟生态复原用地(公园)

候鸟生态复原用地(河流)

步行者专用道

一般道路

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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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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