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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景观设计与评价

史文中1�贺志勇1�2�张肖宁2
（1．香港理工大学；2．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

　　摘　要：公路景观设计与评价是公路建设中的新课题。在介绍公路景观设计内容及设
计思路的基础上�探讨了三维工程设计先进方法在公路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并给出设计程序
框图�指出在三维可视状态下进行公路景观设计与评价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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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欧美国家于19世纪初�就开始了公路景观设计与
实施的探讨研究。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道路美
化条例》�1980年�联邦德国制订的新的道路设计规范
增加了《道路景观设计规范》�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在
生态公路建设方面也已开展多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促进了道路景观设计技术的发展。我国交通部历
来十分重视公路绿化工作�1983年制定颁发了《公路
标准化美化标准》�要求道路畅通、整洁、绿化、美化公
路景物交叉协调�构成流畅、安全、舒适、优美的道路环
境。随着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建设的发展�又提出
了要创建公路绿化精品工程�设计、施工要高标准、高
质量�注重植物的多样性和优化配置�加强公路景观的
建设。

本文论述了公路景观设计的内容、原则和设计思
路�探讨了三维工程设计先进方法应用于公路景观设
计的可行性�并给出了设计程序框图�指出在三维可视
状态下进行公路景观设计与评价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2　公路景观设计内容

公路景观规划设计是指对公路用地范围内及范围

外一定宽度的带状走廊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保

护、利用、开发、设计与完善。公路景观设计是实现公
路建设可持续发展、延续历史文脉、弘扬民族文化、保

护生态环境质量的需要。公路景观设计内容主要包括
绿化设计、桥梁景观设计和铺装景观设计三部分。
2．1　公路景观绿化设计

公路征地范围之内的可绿化场地均属于景观绿化

设计的范围�按其不同特点可分为以下几部分内容：公
路沿线附属设施（服务区、停车区、管理所、养护工区、
收费站等）；互通立交；公路边坡及路侧隔离栅以内区
域（含边坡、土路肩、护坡道、隔离栅、隔离栅内侧绿化
带）；中央分隔带；特殊路段的绿化防护带（防噪降噪林
带、污染气体超标防护林带、戈壁沙漠区公路防护林）；
取、弃土场的景观美化等。

公路景观绿化设计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要
求公路建设必须注意对沿线生态资源、自然景观及人
文景观的永久维护和利用�既有利于当代人�又造福于
后代人；动态性原则�要求不断赋予公路景观环境以新
的内容和新的意义；地区性原则�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
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气候气象特征�社会
环境特征�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整
体性原则�要求将公路本身与沿途地形、地貌、生态特
征和自然及人文景观统一规划和设计；经济性原则�要
求从经济、实用的原则出发�保护沿线的生态环境、自
然和人文景观�并满足交通运输的需求。
2．2　桥梁景观设计

桥梁景观设计内容包括：桥梁主体结构艺术造型
美学优选；涂装色彩美学设计；灯饰夜景美学设计；进
出口标志工程景观设计；桥位周边景观设计；景观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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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景观设计原则包括：保障桥梁使用功能的原
则�即景观建设项目首先要保障桥梁的通行和通航功
能；质量、安全第一的原则�即景观设计服从结构设计�
美学设计应不降低结构承载能力、结构刚度、结构稳定
性和结构使用寿命；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原则�即景观
建设不但要维护环境生态平衡�还要开发景观资源�多
方位、多角度展示桥梁景观的美学效应。
2．3　公路铺装景观设计

公路铺装景观设计主要包括：公路路面；公路沿线
附属设施（服务区、停车区、管理所、养护工区、收费站
等）；互通立交；公路边坡；中央分隔带等。

铺装景观设计的原则为：将景观铺装设计和道路
交通安全密切相连；在景观铺装设计中充分体现以人
为本、符合人的视域特点的原则；充分重视铺装景观的
民族性、民俗性和历史文脉�合理运用景观设计要素。

3　公路景观设计思路

公路景观结构体系是一个动态三维空间景观�具
有绳（线性景观）结（点式景观）模式。公路景观结构模
式的设计涉及动态与静态、自然与人工、视觉与情感上
的问题。公路景观设计是一个全新课题�目前没有固
定的模式�可按如下思路进行：

1） 保证道路畅通与安全
保证道路的畅通与行驶安全�避免对司乘人员造

成心理上的压抑感、恐惧感、威胁感及视觉上的遮挡、
不可预见、弦光等视觉障碍是公路景观设计的基础与
前提。

2） 线性景观设计重在“势”
早在汉晋之际�我国古代环境设计理论中出现的

“形势”说�恰可用于公路景观设计。在“形势”说中�
“形”有形式、形状、形象等意义�“势”则指姿态、态势、
趋势、威力等意义。而“形”与“势”相比较�“形”还具有
个体、局部、细节、近切的涵义；“势”则具有群体、总体、
宏观、远大的意义。
线性景观的观赏者多处于高速行驶状态下�看到

的只能是整体与轮廓。因此�线性景观设计应力求做
到公路线形、边坡、分车带、绿化带等连续、平滑自然且
通视效果好�与环境景观要素相容、协调。

3） 点式景观设计重在“形”
公路通过村镇、城乡段及公路立交、跨线桥、挡墙、

收费站、加油站、服务设施等处的景观�其观赏者除一
部分处于高速行驶状态外�还有很大部分处于静止、步
行或慢行状态。因此�这部分景观的设计应放在“形”
的刻画与处理上。如路体本身体态、形象设计；绿化植
物选择与造型；公路构筑物的形态与色彩；交通建筑与
地方建筑方格的协调；场所的可识别性、可记忆性强
调；甚至铺地、台阶、路缘石等均应仔细推敲、精心规划
与设计。

4　基于计算机三维可视化的公路景观
设计方法

　　根据文献�利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在三维可视化
设计平台3Droad上进行高速公路景观设计�可以实现
三维可视化工程设计�随时观看任何位置处的景象�随
时对所设计的道路做可视化检查、修改和评价。
3Droad是一个 Windows95�98／NT 平台下的三维道
路设计量测系统。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① 地形的三维可视化；② 正射影像制作和拼接；

图1　公路景观设计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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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三维实时纹理编辑；④ 三维景观设计；⑤ 地物、地
貌的生成和编辑；⑥ 大数据量立体影像的显示和漫

游；⑦ 三维景观漫游；⑧ 三维立体环境下的道路设

计；⑨ 设计结果的三维可视化；〇10 距离、角度和面积
各种量测；〇11 与 AutoCAD集成。

图1为应用3Droad 进行公路景观设计的程序框
图�图2为采用3Droad软件设计的某高速公路行驶模
拟。目前�利用数字摄影测量采集地形资料已越来越
普遍�利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生成正射影像和立体匹
配片�并进行镶嵌�建立大范围地形的三维立体模型及
三维可视化动态景观影像图�然后在三维立体模型上
进行工程设计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三维可视化
工程设计是公路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将会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

图2　公路设计行驶模拟

5　公路景观影响评价

公路项目的建设除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外�还可能带来包括景观环境及视觉影响在内的其
他影响。公路景观环境评价是指运用社会学、美学、心
理学等多门学科和观点�对拟建公路所在区域景观环
境的现状进行调查与评价�预测拟建公路在其建设和
运营中可能给景观环境带来的不利和潜在影响�提出
景观环境保护、利用、开发及减缓不利影响措施的评
价。
5．1　评价因子

公路景观环境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一个新领

域。公路景观评价是多因子评价（图3）。评价内容包
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公路建设影响。
5．2　评价方法

公路景观影响评价方法有景观综合评价指数法、
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目前多采用景观综合
评价指数法�即：B ＝∑XiFi（式中：B为某区域公路
景观环境综合评价指数；X i 为某评价因子的权值；Fi
为某景观在某评价因子下的得分值；X iFi 表示某景观

评价分指数）。这种方法可以较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
公路景观的综合性和复杂性。

图3　公路景观影响评价因子

6　结论

公路景观设计与景观影响评价是一个全新的课

题�目前还没有固定的模式。本文介绍了公路景观设
计的内容和设计思路�探讨了基于计算机三维可视化
的公路景观设计方法�并给出了设计程序框图。其特
点是使公路环境及景观设计直观、方便。可视化设计
环境是交通工程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计算机技
术、GPS 技术的发展及卫星影像分辨率的提高�可视
化技术在交通领域将会得到快速的推广应用。开展三
维可视环境下公路景观设计与评价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研究�必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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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世行贷款公路项目的建设特点

张家慧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公司�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文章介绍了世行贷款公路项目准备期和建设期管理的一般情况�重点阐述了世
行项目对人力资源、配套路网和道路安全三个方面的投资特点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特点�
通过与内资项目的比较说明世行项目在投资、管理上的建设特点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

关键词：世行项目；建设特点；导向作用　　●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作为两大国际金融组织
之一�是一个拥有181个成员国的全球性伙伴组织�其
共同目标是：改进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迎接可持续
发展的挑战；其主要任务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性
贷款�为最贫困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世界银行总结半
个多世纪的项目贷款管理经验�坚持经济、有效、透明
的采购政策�在工程、货物、咨询服务的采购方面制订
出了一套成熟和完善的行为规范。

世行资助中国大陆公路建设始于“七五”末期�所
完成的项目表现出极高的履约率和满意度。采用的贷
款方式为政府贷款�即中国政府以借款人的身份与世
行签署《项目协定》和《贷款协定》（以下合称《协定》）�
再由借款人与项目业主签订《转款协议》。申贷程序包
括项目鉴别、评估、谈判与签约�工作周期约为两年。
在项目构成上�因其开放性和集成性而独具特色：除高
速公路的土建与监理这一主要子项目外�还包括小区
建筑物、征地与再安置、机电设备、环境保护、配套路
网、道路安全、人员培训、设备采购、财务管理等子项目
群；而世行贷款项下的子项目�不论其使用贷款比例的
大小�都必须遵守世行的采购导则�接受世行的监督和

检查。
从1997年底开始�笔者全过程参与了一条长度为

152km�贷款额为2亿美元的高速公路的前期准备工
作�并技术负责了建设期的实施工作。因此�根据亲身
的工作实践�归纳和总结了一些经验和体会�本文主要
是介绍世行贷款项目与内资项目相比较的建设管理

特点。

1　注重对人的直接投资

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对工程建设的投资同等重

要地看待�反映出世行项目投资的开放性和战略眼光�
因为人是项目实施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
的因素。

进入世行项目前期工作的每一位技术骨干都必须

经过培训来熟悉世行导则�而培训子项目所指的是建
设期、运营初期的各类业务培训�包括公路规划、路桥
设计、环境监测、工程试验、合同管理、财务管理和收费
管理�培训对象涵盖了业主、监督、监理、设计咨询、收
费监控和工程教学部门。前述高速公路项目在准备培

　　［Report of PostPhd］．WuHan：National Lab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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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Universit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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