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总体规划
（2021-2030）



森林公园概况
• 区位

• 范围

• 资源

• 景点

• 权属



区位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于上海市松

江区西北侧，距虹桥机场和虹桥高铁站

20千米，距上海市中心区约35千米。

• 森林公园距离松江新城11千米，隶属于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884.htm


区位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森林公园周边交通便捷，北靠沪渝高速公路，

南与松江新城接壤。西临上海绕城高速公路，

东依嘉松公路，地铁九号线可到达佘山国家

森林公园东部。

• 公园内九峰十二山自西南到东北绵延13千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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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范围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地跨佘山、

小昆山两个镇境。

• 管辖范围包括小昆山、横云山、小机

山、天马山、钟贾山、辰山、佘山

（包括西佘山和东佘山）、小佘山、

薛山、凤凰山、北竿山、厍公山等

“九峰十二山”，总面积267公顷。

• 现已开放景区：小昆山、天马山、西

佘山、东佘山、小佘山。



资源概况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森林公园是上海唯一的陆地自然山林，其中林地面积

217.928公顷（其中森林面积217.144公顷），森林覆盖率

81.33%。

• 森林公园上海种子植物区系中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公园内共有常见维管植物116科341属44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11科13属13种，被列为I级保护植物有2种，为水

杉和银杏；列为II级保护植物有11种，为舟山新木姜子、大叶

榉树、天竺桂、鹅掌楸、野大豆、金钱松、罗汉松、珙桐、

秤锤树、白及和大叶木莲。

• 据统计，森林公园内有鸟纲15目41科109种、两栖纲5种、爬

行纲4种、哺乳纲5种。其中，被列为国家级II级保护动物有凤

头鹰、雀鹰、苍鹰、普通鵟、红角鸮、雕鸮、红胁绣眼鸟、

红嘴相思鸟、画眉、红喉歌鸲、白喉林鹟等11种。



总体规划
• 指导思想

• 规划定位

• 功能分区



指导思想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严格保护、科学规划、统一管理、合理利用、

协调发展”的森林公园发展方针。以自然景观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自然教育和宗教历史文化体验为特色，

大力发展休闲度假、生态体验、自然教育等内涵丰富的森林旅游项目，使之成为森林景观和人文景观并重型国家级森林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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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文化沉浸地，沪西都市后花园。

根据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风景资源特点、自然地理和人文资源优势、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

等确定的发展方向，确定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性质为：以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为基础，以优美的自然

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为特色，集观光休闲、生态体验、自然教育于一体的国家

级森林公园。

以休闲度假、科普体验、宗教体验、自驾旅游的消费群体为主要目标群体。以上海本地游客为主，

以长三角区域为核心市场，通过塑造森林公园森林旅游形象，以东南沿海及其他旅游发达地区为

拓展市场，形成梯度化的客源市场定位。

规划定位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公园性质

主题定位

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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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核心景观区包括横云山、小机山、天马山、钟贾山、西佘山、东佘山、

薛山、凤凰山、北竿山和厍公山景区内景观资源珍贵的区域，面积

82.84公顷，占31.03%。

• 一般游憩区包括小昆山、横云山、天马山、钟贾山、辰山、西佘山、东

佘山、小佘山、薛山、凤凰山、北竿山和厍公山景区内适宜开展旅游活

动的区域，总面积143.53公顷，占53.75%。

• 管理服务区包括横云山、小机山、天马山、钟贾山、西佘山、东佘山和

凤凰山景区内旅游服务设施完善的区域，同时包括森林公园内军事用地、

银行金库、人民防空设施、药品仓库等不对游客开放的区域，面积40.63

公顷，占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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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 下辖景区 景区面积（公顷） 分区面积（公顷） 比例

核心景观区

横云山 8.02

82.84 31.03%

小机山 5.51
天马山 8.79
钟贾山 7.94
西佘山 11.08
东佘山 12.15
薛山 11.03
凤凰山 11.25
北竿山 6.55
厍公山 0.52

一般游憩区

小昆山 12.58

143.53 53.75%

横云山 10.68
天马山 35.3
钟贾山 0.25
辰山 21.71
西佘山 29.32
东佘山 24.63
小佘山 4.26
薛山 0.79
凤凰山 0.54
北竿山 3.36
厍公山 0.11

管理服务区

小昆山 0.18

40.63 15.22%

横云山 7.63
小机山 0.86
天马山 4.23
钟贾山 0.18
西佘山 12.1
东佘山 10.05
凤凰山 5.4

总计 267 100%



•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267.00公顷，其中林地面积185.74公顷，

占公园总面积的69.56%；商服用地面积4.29公顷，占公园总面积

的1.61%；水域及湿地面积2.16公顷，占公园总面积的0.81%。

• 经统计，耕地、园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特

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以及其他用地均保

持不变，林地面积减少2公顷，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增加了2公顷，主要是由于东佘山笋竹文化园以及天

马山户外活动园的建设。

土地利用规划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分景区规划
• 西佘山、东佘山、小佘山景区

• 小昆山景区

• 天马山、钟贾山景区

• 横云山景区



东佘山&小佘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新建景点

• 竹笋文化园

改造景点

• 红色教育基地

• 佛香泉

• 植物科普园

• 北峰步道

• 亭台景观优化



竹笋文化园 植物科普园

• 规划在东佘山北坡地势相对平坦处建设笋竹文化园，配套建设参与性

较强的生态旅游项目和一定数量的休闲游憩设施，发挥东佘山毛竹资

源丰富和兰笋文化资源优势，占地1公顷。

• 在乾隆亭北侧为荒废的蝴蝶苑，规划以佘山地区主要优质乡土树种为

主，建设乔、灌、草藤及宿根植物相结合的乡土植物科普园，每种植

物设置解说标识，占地2公顷 。

东佘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红色教育基地 亭台景观优化

• 规划将废弃的索道站改造成红色教育基地，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为2层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索道站东侧有一个面积

约300平方米的观景平台，规划加强观景平台景观建设，设置一定数

量的桌椅等休憩设施。

• 以泊憩亭、乾隆亭、龙亭、白石山亭为重点，提升亭台景观及配套桌

椅等休憩设施景观，优化亭台周边区域植物景观，提高视线通透性，

增加观赏价值较高、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乔灌木和草本植物。

东佘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西佘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改造景点及服务设施

• 茶研究基地

• 游客服务中心

• 竹林栈道

• 观光平台



茶研究基地 游客服务中心

• 规划改造现有茶场，打造成为综合型的茶研究基地。按照茶园与乔木

林复层经营的思路，在茶园上补植乔木树种，沿茶园内便道两侧补植

兰花，提升茶园景观，做好“兰茶”品牌。利用茶园中央的现有管理

用房，建设以茶物种研究和保留基地。

• 改造位于西佘山东大门处现有游客服务中心打造一处服务西佘山和东

佘山的游客服务中心，包括接待咨询台、洗漱间、商店、导游服务处

等，占地面积200平方米。

西佘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小昆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新建景点

• 观景塔

• 乞花场

• 紫藤径

• 涌月台

• 神虎穴

改造景点

• 陆韵广场

• 平复堂（二陆草堂）

• 华亭

• 九峰禅寺

• 平复湖



小昆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平复堂（原二陆草堂） 九峰禅寺

• 将二陆草堂改造成展示互动二陆文化的平复堂，并在二陆草堂南侧新

建1处入口牌楼、在二陆草堂北侧新建1处林下诗书剧场。外立面参照

晋唐风建筑立面进行改造。以精致古朴的风格打造二陆草堂室内空间，

作为研学课堂。

• 拆除寺庙外围围墙、厢房和生活用房等建筑，拆除面积共计660平方

米。整治现有菜园和废弃场地，打造成为开敞的休憩观景空间，增设

休憩平台。



小昆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陆韵广场 华亭及周边

• 改造现状南入口广场，从空间和高度上将现有广场分隔成集散、迎宾

和休憩三个空间。通过铺装、植被、外立面改造对对现有游客服务中

心、售票处、牌坊、卫生间等建筑构筑物进行更新修缮。

• 改造提升华亭、放鹤亭及周边环境，充分利用山顶平整场地，在华亭

周围新建绿化花池和1处林下平台，烘托古迹底蕴。



小昆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观景塔 平复湖

• 依托小昆山西北处现有矿坑水体，新建水上平台、木栈道等设施，打造

平复湖景点。并在夜晚设计水景灯光秀运用书画、书法等元素作为灯光

秀主题，与寺、塔形成呼应。

• 在华亭周围新建1处高50米的观景塔。结合山顶地势，利用与周边区

域50米高差，新建一处高50米的十二层观景塔，兼具观景、防火、监

测功能，丰富小昆山天际线，打造小昆山对外文化展示形象。



小昆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神虎穴 涌月台

• 规划在新建观景塔西侧，利用互动网兜装置和休闲躺椅打造一处观塔

的休闲场所。

• 规划在九峰禅寺西侧竹林中设置一处山石景观，还原典故场景。 。



小昆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乞花场 紫藤径

• 规划在通往九峰禅寺的上山游步道上，根据地形高差，与历史典故相

结合，打造一处紫藤花径。

• 规划在二陆草堂北侧，根据地形高差，载植成片不同色彩的花卉，

再现林下花海的场景，烘托山花烂漫的氛围。



天马山&钟贾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新建景点

• 玉清林影

• 花木明瑟

• 梅、兰、竹、菊园

• 户外活动园

改造景点

• 环境教育学校

• 铜观音文化遗址园

• 三高士名人文化园

• 斜塔园



花木明瑟 玉清林影

• 规划在钟贾山东入口附近，利用高大乔木进行植物造景，结合现有

建筑打造的购物点，形成药用植物科普展示和休憩的空间，占地约

800平方米。

• 规划在钟贾山西入口附近，打造一处展示花灌木和低矮类药用

植物的展示和休憩空间，占地约600平方米。

钟贾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户外活动园 环境教育学院

• 规划利用斜塔园周边闲置建筑，建设环境教育学校，规划建筑面积

200平方米。形成天马山环境教育的固定室内场地。

• 规划在天马山东侧，通过步道建设，设计竹林探险、星空营地、

森林越野等丰富的活动产品，打造一处户外活动园，满足游客

户外活动需求。

天马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斜塔园 三高士名人文化园

• 对现状三高士墓进行装饰性景观提升，增加解说系统和互动性智慧

装置；对三高士墓西北角的看剑亭进行整体环境提升，通过植物搭

配营造深山古亭的意境。

• 对现有斜塔的外观进行修复，通过周边植物搭配烘托斜塔形象。

将斜塔园内闲置建筑改造成小型斜塔博物馆和天马佛光VR体验

馆，占地100平方米。

天马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铜观音文化遗址园 梅/兰/竹/菊园

• 规划在天马山东侧一般游憩区内依托森林景观，对林相进行改造，

打造梅、兰、竹、菊主题园区，

• 规划在上峰寺原址进行修复重建，结合现状铜观音打造一处铜

观音文化遗址园，占地约1200平方米。对寺庙局部构建恢复，

通过铺装、轴线、植被等设计，强化遗址园的仪式感和氛围感。

天马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横云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改造景点

三好步道

横云生态营地

横云山摩崖石刻

碧岩台



三好步道 横云生态营地

• 改造横云山山顶现有围墙内的场地，规划一处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

施舍各年龄段儿童游憩的自然教育营地。

横云山景区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整合现有登山步道，通过路面改造、植物整治、节点营造和活

动策划，建设一条特色步道，长度900米，主要位于山顶和山体

北侧。



投资估算



•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在规划期内建设投资为14794.00万元。

• 总投资额按投资项目类型划分：工程费用13355万元，占90.27%；其他费用734.53万元，占

4.97%；基本预备费用704.48万元，占4.76%。

• 总投资额按投资期限划分：近期投资8302.81万元，占56.12%；远期投资6491.19万元，占

43.88%。

投资估算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工程项目 合计 近期 远期

合计 14794.00 8302.81 6491.19 

工程费用

小计 13355 7495.2 5859.8
景区景点建设工程 4860 3010 1850

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工程 1561.4 780.7 780.7
资源与环境保护建设工程 2381 1277 1104

生态文化建设工程 637 336.7 300.3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工程 676 616 60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659.6 919.8 739.8
防灾减灾建设工程 1580 595 1025

工程其它费用

小计 734.53 412.24 322.29 
前期工作咨询费 66.78 37.48 29.30 
勘察设计费 333.88 187.38 146.50 
工程监理费 200.33 112.43 87.90 

建设单位管理费 113.52 63.71 49.81 
招投标费 20.03 11.24 8.79 

小计 704.48 395.37 309.10 
基本预备费 704.48 395.37 309.10 

投资估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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