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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道路绿地景观规划设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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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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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汽车的迅速增加及道路拓宽给城市道路绿地景观的规划设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 道路绿地是城市道

路景观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 ，其自身除了具有相应的功能和景观价值外 ，它的形态 、布局和景观对城市道路的空间
限定还具有重要影响 。 通过城市道路绿地景观现状的分析 ，从生态功能 、道路性质 、路者的行为规律与视觉特性 、绿
地的养护与树种选择和道路绿地布局等方面 ，提出了道路绿地景观的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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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由于城市建设范围的扩大 、汽车数
量的迅速增加 、城市道路的拓宽 ，使得城市道路绿地
景观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 一方面很多大城市为
了缓解交通压力而拓宽城市道路 ，把原有枝繁叶茂
的行道树拔除 ；另一方面 ，为了建设景观道路 ，在繁
忙的交通干道中央又生硬地加上一条很窄的绿化

带 ，其间还点缀着稚嫩的小花 。 这些做法是否给道
路使用者带来了舒适性 、是否塑造了优美的城市道
路景观呢 ？
城市道路绿地除了发挥其净化空气 、降温增湿
等主要的功能外 ，还要发挥美化城市道路景观 、提高
城市环境质量 、提供人们日常游憩运动的场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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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本文通过对道路绿地景观现状的分析 ，从生态
功能 、道路性质 、路者的行为规律与视觉特性 、绿地
的养护与树种选择和道路绿地布局等方面 ，提出了
道路绿地景观的设计要求 。

１

城市道路绿地的功能

１ ．１

环境保护功能
随着城市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 ，噪音 、废气 、

粉尘 、震动等对环境的污染也日趋严重 。 加强对道
路绿化比重的合理配置 、保证必要的建筑间距是改

２

道路绿地景观应考虑的因素

２ ．１

汽车带来的污染
汽车的排气污染对于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非常
大 ，尤其当城市建筑物密集 ，且建筑物较高时 ，汽车
排出的尾气在地面附近不易扩散 。 表 １ 所示的是北
京市典型的上班族汽车排放量和燃油消耗量的估算
［１ ］
情况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善城市环境的有效措施之一 。 道路绿化可以净化空
气 、降 低 噪 音 、调 节 和 改 善 小 气 候 及 保 护 路 面 和
行人 。
１ ．２

安全功能
道路绿化可以起到引导 、控制人流和车流 、组织

交通 、保证行车速度 、提高行车安全等作用 ，可以防
止火灾蔓延 ，有助于增强道路的连续性和方向性 ，并
从纵向分隔空间 ，使行进者产生距离感 。
１ ．３

景观功能
道路绿地是道路环境中的重要景观元素 。 道路

绿地的带状或块状绿化的“线”性可以使城市绿地连
成一个整体 ，可以美化街景 ，衬托和改善城市面貌 。
因此 ，道路绿地的形式直接关系到人对城市的印象 。
现代大城市有很多不同性质的道路 ，其道路绿地的
形式 、类型也丰富多彩 。 绿化在视觉上能给人以柔
和安静感 ，并以树木 、灌木 、草地 、花卉等点缀着城市
的道路环境 。 它们以不同的形状 、色彩和姿态吸引
着人们 ，具有多种多样的观赏性 ，大大丰富了城市
景观 。
１ ．４

生态廊道功能
通过道路绿地可以使城市内部的道路 、绿地 、公

园等 ，与城市外围的田园 、山体 、河流等生态环境联
系起来 ，形成连续的绿色生态走廊 ，为构建城市良好
的生态环境 、绿化景观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 通过
绿化廊道的通风 、遮荫等功能 ，可以改善道路及其附
近地域小气候生态条件
１ ．５

［２ ］

。

抗灾功能
连续的道路绿地具备特有的防护功能 ，尤其是

以种植乔木 、灌木为主的绿地能有效地起到防风防
火的作用 ；大面积的道路绿地能抗洪防震 ，起到阻挡
洪水和疏散人群的作用 ，是城市其他防灾抗灾设施
的辅助用地 。

３７

项目

北京典型上班族汽车排放量和燃油消耗量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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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率和

计算

年排放量和

燃油消耗率
燃油消耗量
ＨＣ １ ．７４ ｇ ／ｋｍ
１ ．７４ ｇ ／ｋｍ × １０ ８４０ ｋｍ
１８ ．８６ ｋｇ
ＣＯ １２ ．９９ ｇ ／ｋｍ １２ ．９９ ｇ ／ｋｍ × １０ ８４０ ｋｍ １４０ ．８１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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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 ０ ．１０９４ Ｌ ／ｋｍ ０ ．１０９ ４ Ｌ ／ｋｍ × １０ ８４０ ｋｍ １ １８６ Ｌ

同时 ，汽车带来的噪声污染也极大地影响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等 。 因此道路绿地犹如
天然的过滤器 ，可以滞尘 、净化空气 、降低噪音 ；分车
带的绿篱和灌木可以遮挡汽车眩光 。 机动车交通量
大的道路 ，汽车的污染大 ，而道路绿化要达到良好的
过滤功能必须设置一定的宽度并选择适宜的树种 。
如澳大利亚的堪培拉 ，道路的分车带有 １０ 余米宽 ；
朝鲜的平壤市 ，在主要干道两侧布置 １０ 余米宽的绿
带 ；俄罗斯的莫斯科市强调将行道树 、林荫路 、防护
林带联系起来形成“绿色走廊” 。 而在交通量较大的
道路中央设置窄小的绿化带并配植低矮的花草来实
现所谓的景观道路是难以抵御汽车污染的 ，可怜的
花朵灰尘仆仆 ，其景观效果大大降低 。
２ ．２ 道路绿地设计要符合用路者的行为规律与视
觉特性
２ ．２ ．１ 行为规律 道路功能的不同 ，人流与车流的
出行目的亦不同 ，人们所选择的出行方式也很多 ，骑
［３ ］
车 、步行 、乘车等 。 而道路上的人流 、车流都是在
动态过程中观赏街景的 ，而且由于各自的交通目的
和交通工具的不同 ，产生了不同的行为规律和行进
速度 。 交通干道 、快速路的道路景观构成 ，道路绿地
的尺度 、方式都必须考虑速度因素 。 由于交通性道
路占主导地位的交通方式为机动车 ，用路者具有目
的性明确 ，注意力集中 ，时间紧张等特点 ，因此对道
路绿地景观细节的敏感度较差 ；而生活性道路和步
行街则主要以慢速行进为考虑因素 ，道路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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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处理得细致而丰富 。
２ ．２ ．２ 视觉特性 如今已进入汽车时代 ，更应考虑

当地的生长环境 ，植物的生长速度 ；管理较为粗放 ，
萌芽能力强 、耐修剪 、易整形 ；对土壤 、水分 、肥料要

城市交通的构成情况和未来前景发展 ，并根据不同
的道路性质 、各种用路者的比例 ，作出符合现代交通
条件下视觉特性与规律的设计 ，以提高视觉质量 。
道路上的用路者是进行有方向性的活动 ，特别是车
辆驾驶者 ，在速度逐渐增高的情况下 ，头部转动的可
能性也渐渐变小 ，注意力被吸引在车道上 ，视线集中
在较小范围内 ，注视点也逐渐固定起来 ，此时的视野
很窄而形成所谓的隧道视 。
因而 ，不同的行为规律和视觉特性会产生不同的
视觉范围 ，注意的焦点也是不同的 。 步行者的运动速
度较慢 ，视觉范围主要集中在周围五六米的区域内 ，

求不高 ，抗病虫害能力强 。 道路绿化分隔带为了丰
富景观可以配置色彩艳丽的花草 ，应设置在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的绿化分隔带内或人行道上 ，这样既便
于养护和更换 ，又适宜观赏 。 行道树应选择树干挺
拔 、端庄 ，树形美观 、冠幅大 ，遮荫效果好 ，最适合该
城市道路立地条件的树种 ，并能反映地方特色 。 如
杭州市道路绿化的植物配置主要选择香樟 、悬铃木 、
无患子 、乐昌含笑 、杂交鹅掌揪 、广玉兰 、合欢 、珊瑚
朴 、桦树 、银杏等 ，并逐步取代六七十年代栽植的白
杨 、枫香等 。

所观察到的景物也比较细致 。 因此 ，人行道的绿化应
以种植常绿落叶乔木和形态优美的灌木为主 ，同时间
隔配植色彩丰富的花卉 ，并配有一定数量的休息设
施 。 自行车速度稍快 ，骑车者视觉范围内的景物基
本注意不到细节 ，考虑到与机动车的安全分隔 ，道路
隔离带的绿化以外形美观的灌木为主 。 机动车的速
度较快 ，驾车者主要注意道路交通情况 ，特别是车流
量较大的交通干道 ，道路较宽的中央分隔带种植易
养护的灌木或分隔栏 ，路幅较窄时可不设分隔栏 。
２ ．３ 限定空间
城市道路的使用者以行人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
为主 ，由于交通工具不同 、行进速度不同 ，因而安全
程度也不同 。 设置道路绿化分隔带既可以有效地限
定道路步行空间和车行空间 、增加安全性 ，同时又丰
富了道路景观 。 尤其是行道树在城市道路景观中成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改善环
境方面起着其他基础设施无法代替的作用 。 道路的
拓宽应考虑原有行道树的利用 ，既可以增强道路绿
化特征 ，又可以成为沿街建筑的绿化配景 。 如杭州
市教工路 、学院路在拓宽前行道树分别以枝叶繁茂
的樟树 、梧桐树为主 ，人行道空间较大 ，建筑与树木
相互掩映 ；但是遗憾的是拓宽后只保留了少量的行
道树 ，人行道空间减少 ，建筑直逼路缘 ，缺少了过渡
空间 。
２ ．４ 道路绿地的养护与树种选择
城市道路绿地的立地条件极为复杂 ，给浇水 、打
药 、修剪等日常养护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 而树木生
长需要一定的地上和地下空间 ，如得不到满足 ，树木
就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甚至死亡 ，不能起到道路绿化
应起的作用了 。 所以植物的选择要考虑以下因素 ：

３

道路绿地布局

道路空间是供人们生活 、工作 、休息 、相互往来
与货物流通的通道 ，而道路绿地的布局和植物配置
直接影响道路景观 。 由于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路面交
通工具以公交车 、小汽车和自行车为主 ，而自行车是
速度相对较慢 、安全性高 、无污染 、噪音小的交通工
具 ，因而城市道路绿地的布局应从环境保护功能和
安全功能出发 ，主要解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分隔
问题 。 路幅较宽的道路中央可以种植常绿的粗放型
灌木或设置隔离杆 ，树冠大 、形态优美 、遮荫效果好
的乔木和色彩丰富的灌木 、花卉 ，可布置在非机动车
分隔带和人行道上 。 绿地的布局方式 、面积和形态
要依据道路的路幅宽度和交通量而定［４ ］ 。
３ ．１ 交通性主干道
由于机动车辆交通量大 ，道路中央可以种植常
绿的粗放型灌木或设置隔离杆 ；非机动车道的绿化
分隔带可种植高大 、有地方特色的乔木 ，并配置吸附
灰尘较好的灌木和草 ；人行道上间隔种植有季节变
化 、叶相美观的灌木和花卉 ，见图 １ 。
３ ．２ 交通性次干道
道路中央可以不必设置隔离带 ；非机动车道的
绿化分隔带主要种植吸附灰尘较好的灌木和草 ；道
路的绿化重点放在人行道 ，种植有季节变化 、树形美
观 、冠幅大 、遮荫效果好的乔木 ，并配置易修剪的灌
木和花卉 ，见图 ２ 。
３ ．３ 生活性道路
道路绿地主要布局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绿
化分隔带 。 可种植高大 、有地方特色的乔木 ，并配置
有季节变化 、叶相美观的灌木和草 ，同时配置色彩丰
富的花卉 ，见图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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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城市在不断地发展与建设过程中 ，城市道路也
随之更新和建设 。 与此同时 ，道路绿地景观与城市
形象的联系也越发紧密 ，而道路使用者对道路绿地
的布局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 由于中国现代城市进
入汽车时代 ，道路尺度明显扩大 ，机动车道上的绿化
景观可以相对减弱 ，而应更多地关注道路人行空间
的绿化景观规划设计 ，创造舒适 、安全 、人性化的道
路绿化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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