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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城市道路景观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人

工化的景观环境、忽视道路实际功能的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阐述了对城市道路景观过度设计的理解，指出存在

装饰性过度、技术性过度、功能性过度三方面的问题。分

析造成道路景观过度设计的原因，包括过分强调视觉“冲

击”、外来景观设计的影响，以及忽视人性化。最后提出

通过“人性化”的适度设计、建立道路景观设计规范体系，

避免过度设计，创造优美且实用的城市道路景观空间。

Abstract：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ddress issues pertain-

ing to an over-emphasis on creating artificial roadside

views but ignoring the virtual functions of the facilities

while constructing urban highways. Starting with a discus-

sion on roadside landscaping abundant in decorative, tech-

nical, and plausible details,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causes

of the issue, including design ideas that are inspired by an

over-motivated desire to produce visual“shocking”, and in-

fluenced by oversea fashions, but disregarding humanism.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on developing a stan-

dard design system to promote appropriate approaches to

roadside landscaping design that avoids abundance in artifi-

cial decors, and thus to landscape creation along urban

streets that are not only visually appealing but also virtually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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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通过带状或块状组合使城市绿地

连为一个整体，成为建筑景观、自然景观以及

各种人工景观之间的连接，是体现现代城市精

神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存质量和生态意识的

日益重视，各城市都加大了道路景观建设的力

度。与此同时，在当前道路景观设计中，为了

增强景观效果，突出道路景观特色，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如植物配置过于密集或稀疏，种类

搭配不合理，景观效果上重近期轻远期，对后

期养护考虑不周全，以及投资浪费等等。

1 对过度设计的理解

“度”的原意是一种衡量的标尺，意为

“适当的限度”，这个限度是某范围的极限，它

侧重于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被人所认知和接

受的界限。而“过度”则是超越了其适当程度

的表现。那么，景观设计本身所具有的被人所

认知和接受的界限是什么呢？何谓景观的“过

度设计”呢？这个“度”又如何把握与评判呢？

文献[1]曾提出对于城市景观过度设计的理

解：“一味地将人工因素放在首位，过分追求

景观环境的形式美、观赏性和所谓文化内涵，

或片面追求奇异的空间体验，强调以高度人工

化的景观环境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城市

景观过度设计的本质是缺乏对景观环境的目的

性和既有自然条件的精心研究，试图以过于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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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的物质空间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事实却

是过多的人工元素不仅无法填补与观赏者心灵的

距离，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于实际功能的

体现。

城市道路景观不仅有着城市景观的一般性特

点，还具备其独特的功能性，如庇荫、降尘、减

噪、改善道路沿线的环境质量等生态性功能，同

时还有为人们的生活、工作、相互往来与货物流

通提供空间的通行功能，并应保障此功能的安全

性。在道路空间内，有各种不同出行目的的人

群，在动态的过程中观赏道路两旁的景观，产生

不同行为规律下的不同视觉特点[2]。因而道路景观

与一般的景观设计有所不同的是，它是动态景

观，常常通过在同一条道路以不同的区块重复、

以一种复现的节奏感来形成一种简洁的韵律。道

路绿化景观的植物配置，更是注重对于植物种

类、形态、数量、层次等方面的选择，在配置上

要考虑道路的长度和不同的道路形式等因素。

当前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中愈来愈突出的问

题是，为了在短期内体现出景观的视觉效果，选

择种植大树、植物密植、繁杂的硬质人工元素

等，不仅造成装饰性和技术性上的过度，更在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对道路独特功能的关注。由此，

城市道路景观的过度设计是相对其适度设计而言

的，是在那些渴求简单的地方，我们却自诩为先

知的为道路加上很多华丽的设计元素来维护虚幻

的视觉观赏性，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技术与自然资

源，却不能满足基本的道路功能需求。

2 过度设计的表现

城市道路景观过度设计的主要表现分为三

类：为了突出强调视觉效果而大量应用各种人工

元素对道路进行装饰，造成视觉效果混乱、内容

繁杂、主题不明确的装饰性过度；为了追求短期

内的绿化景观效果，大量移栽大树、过度密植多

种植物以及大规模的土方工程等造成景观工程成

本不菲的技术性过度；过多的形式与内容对道路

产生功能性的影响而造成的功能性过度等。

1) 装饰性过度。

在城市道路逐渐脱离单调的人和车辆的交通

空间的功能概念而融入城市文化特色的发展过程

中，有些设计师为了将城市道路的个性刻意地创

造出来，而过多地将人为景观元素堆砌在道路沿

线，使得出行者的眼光不再是正前方，而是转了

90°，其可怕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道路两旁林立的

大幅广告牌、沿路密布的眩目彩色路灯、动感的

喷泉水景、罗列的雕塑小品……设计师们竭尽所

能的填塞，以为这样“溢于形表”便能诠释一个

城市道路的人文色彩。设想在 500 m路程(相当于

城市公交车站平均间隔)的某道路沿线，布置一两

架小桥，两三座亭子，四五处水景，五六种铺装

方式，加之沿路的台阶、门廊、高差变化，乍看

确有“步移景异”的效果，可对于出行者来说，

不仅失去了对道路的方向感，更是弱化了道路景

观的主题感，令观者不知其所云。

道路景观的装饰性“过度设计”还常常表现

为以大量的铺装为主体。艳丽的人行步道砖、构

图离奇的拼装，花哨不已的色彩变化，突出了道

路的平面，削弱了道路的立体空间，而道路景观

设计似乎就成了铺装的平面设计。铺装在道路景

观中的重要性当然不可替代，常常还要起到引导

方向、控制速度的作用，但它显然不是道路景观

的全部，过多的硬质铺装会使步行者感到僵硬冰

冷，失去了对道路景观特有的感受性。

2) 技术性过度。

为了追求连续的绿化景观带，大多数城市道

路绿化景观设计通常更注重大面积的绿块布置，

整体上以植物材料的大色块、大组团为主。而加

大植物材料的种植密度与移栽大树，则成为短期

内形成绿化景观效果和片面追求所谓的群体“生

态效应”的主要方式。过度的植物密植不仅影响

植物群体的通风透光，还会导致苗木营养不足，

使得生长受抑制，易受病虫危害，不但增加绿地

养护成本、影响绿化景观效果，而且浪费资金、

人力，事倍而功半[3]。

一棵大树有着小苗木、灌木、草坪无法比拟

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优势。但大树的移栽是一

项季节性强、工作环节多、技术含量高、难度系

数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栽植技术不到位、成活率

不高，会出现“一山栽树两山空”的局面，造成

自然资源的浪费[4]。同时，移栽一棵大树的费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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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棵同种类的中小规格树木的费用要高出几

倍、甚至几十倍，养护费用也比常规养护费用高

出很多。因此，过多的大树移栽会造成绿化工程

造价提高和自然生态资源浪费。

在有些道路绿化景观的设计中，选用奇花异

草，而不考虑植物种类适地性、植物景观的延续

性和季相性，以及植物自身的生物、生态学特

性，致使植物材料长势不佳，病虫害泛滥，植物

群落稳定性差，从而降低道路绿化景观的生命周

期，浪费绿化投资。

此外，在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中，不结合实际

地形，仅从视觉效果出发而堆砌高大土丘，或进

行大规模的地形改造，势必也会造成对土地资源

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3) 功能性过度。

道路景观中过于繁多的形式和内容带来的另

一个问题是对道路功能的影响。道路所具备的通

行功能，即为了让行人或车辆安全、迅速、舒适

地到达目的地提供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道路

中各个景观元素的影响[5]。过度的道路景观设计对

交通运行安全直接构成威胁。例如，某经济开发

区主干路侧分隔带中(见图1)，过于密植的植物材

料使得自行车道与人行道产生封闭，形成道路通

行的安全盲区，造成此区域行人的压抑感、恐惧

感、威胁感及视觉上的遮挡。因此大多数骑车者

或步行者为了自身安全而在外围的机动车道上通

行。由此可见，过度密植的结果是削弱人行道与

自行车道的通行功能，极大地影响了通行安全。

道路景观元素能对道路使用者的视觉和行为

起到引导作用，设计上必须要符合道路使用者的

行为规律并考虑其安全性，尤其是对弱势群体，

如盲道和无障碍通道设施的设计。而在某些道路

的调查中发现，盲道作为一种特殊的道路功能部

分，却常常被忽视或弱化。例如有的盲道设计缺

乏对其方向性和安全性的考虑，直接将盲道连接

树池、电线杆、栏杆等障碍物；更有甚者，将具

有特殊色彩和纹路的盲道铺装进行非必要的折线

设计作为人行道的装饰，只为追求视觉效果而不

考虑残障人士的心理感受，见图2。

3 过度设计的成因

文献[6]认为城市景观过度设计所导致的扭曲

的自然、堆砌的造景元素、奢华的用材、繁多的

主题，本质上是对人自然、放松的精神状态的威

胁。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中的“过度”现象，究其

具体成因主要为三个方面：盲目追求排场的视觉

效果；受外来景观设计的影响，盲目跟风模仿；

对“人性化”的忽略。

1) 过分强调视觉“冲击”。

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其道路景观作为城市个

性景观体现或“标识”的趋势中，城市道路景观

设计便成了一种为城市道路“涂脂抹粉”的广告

方式[7]，其目的主要在于利用纷繁复杂的设计元素

图 1 路侧分隔带过度密植

Fig.1 Improper planting on roadside me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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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吸引眼球”、“冲击视觉”以给观赏者留下深

刻印象。城市的道路视觉效果不可否认地因为有

了多元的景观元素而有了生机与活力，但人们关

注更多的往往是各个景观元素所营造的环境的观

赏性，这种观赏性固然可以通过标志性的雕塑、

个性化构筑物或是奇异的花草等元素来提升，但

视觉效果本身更多指的是人们对景观整体环境的

主观感受，是一种氛围。

人造风景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舒适与

安全等基本需求而创造的景观。因此，在追求城

市道路景观视觉效果的设计中，首先应该让各个

景观元素在满足人们基本的交通和舒适、安全需

求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易于感受的氛围，

从而能更多地发掘隐含在物质形态和技术形态背

后的人文因素、哲学文化及象征隐喻等。

2) 外来景观设计的影响。

某些景观设计师在对外来景观设计思想的利

用上，过分地强调“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对

外来景观设计加以主观的选择和整合，造成对外

来景观设计的误解。城市景观设计者们不仅盲目

模仿国外景观风格，有时还把国外发达城市作为

设计的参照，认为“无广场非城市、无景观大道

非城市、无高楼大厦非城市”[8]。在这种观念的作

用下，千年古街修建成了有着水泥花池的景观大

道，情趣石路改建成了铺着黑色沥青的商业干

路，而更多的城市道路景观则成了曼哈顿大街的

变相翻版。在此，“过度”的不再仅仅是金钱与技

术层面了，而是对于外来设计思想和形式的误解

和滥用，以及对本土文化和思想的背叛离弃。

事实上，任何异质文化思想在一个本土国家

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之前，都必须寻找到与本土

文化的契合点，否则，必将是昙花一现而已。外

来景观设计在中国的输入与认同，不应只是完全

意义上的“原型”输入，或是“全盘接受”，也应

存在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要受到

中国现实要求的制约，尤其是特定时代的精神文

化需求，以及外来景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

应点这两个因素的制约。

3) 忽视“人性化”。

城市道路是人们通行、交流的公共环境空

间，其核心是人。城市道路景观要得到人们的认

同，光靠那些繁杂的景观元素所营造的表象是不

够的。城市道路景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

这种朝夕相处的场所中传达对人性的关爱是每个

使用者的愿望。目前，许多城市过于强调道路的

景观性而忽视其基本功能与人性需求，直接导致

图 2 盲道非人性化设计

Fig.2 Non-humanized design for blind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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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国设计元素和传统文化元素的相互随意拼

贴、过度使用，使得道路景观空间杂乱无章而无

法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此外，在景观节点上设

置尺度过大的景观雕塑，不仅没有体现人文精

神，反而无法和周边环境相协调，让路人产生疏

远感；一些道路景观的建造只求规模而不去考虑

项目所在地居民的使用需求，产生很多并不方便

人们使用的空间和设施，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4 解决途径

纵观前人对我国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发展变化

的研究分析，普遍的评价是：单调、简陋、缺乏

新意；呆板、生硬、缺少创意。但今天我们所看

到的是，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着城市道路景

观设计不断发生变化，不论是参差不齐的设计水

平，还是纷繁满目的设计元素，抑或是日新月异

的景观材料，不断充斥着城市景观的脉搏，而道

路景观的“过度设计”则仿佛是血管中的脂瘤，

“暴发户”式地产生了。问题是，如何在城市道路

景观效果的营造中避免从过去的简单、平淡甚至

简陋的一个极端走向繁杂、新奇乃至格调低俗的

另一个极端呢？

1) 回归“以人为本”的适度设计。

景观的愉悦来自于适度，其本质上就是要求

根据项目环境个性、场地条件、大众需求的客观

现实来建立设计理念。人性化的设计是当今世界

上重要的设计思潮之一，也应是城市道路景观设

计思想中的主流，即道路景观设计从人的角度出

发来满足人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需要[9]，既要对道

路的功能和性质提出要求，如交通是否通畅安

全，空间场所是否满足人们活动的需要，城市道

路附属构筑物尺度设计是否合理等，也要对道路

的设施、小品进行研究、设计，使之能够符合人

的尺度，给使用者以良好的感官体验。同时，城

市道路景观空间的创造还要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求，通过营造符合地域人文特色的景观，使出行

者产生所需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0]。而要使道路

景观更好地为出行者服务、更好地体现人性化的

关怀，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景观尺度和视觉效

果上，还应当充分研究人活动的各种尺寸要求，

了解人的行为心理，了解设计受众的审美情趣和

人对于景观环境的心理感受[11]，从而达到景观的

适度设计。

2) 建立道路景观设计规范体系。

城市道路的景观设计往往受到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完善的相

关政策与规范体系将成为道路景观开发设计的重

要基础参照，它有利于排除个体利益或偏好的干

扰，使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工作有序开展，并保证

城市道路拥有优美且实用的公共空间。道路景观

设计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包括设计管理、实施维

护等一系列规范，将是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从图纸

文本向现实转化的规章保障。规范体系有利于道

路景观设计工作在对总体空间的指导和对环境与

景观元素的具体控制下有序展开。规范中应综合

考虑城市道路空间的景观特征、交通运行组织、

路权分配与隔离等因素，给出景观设计规模、尺

度等方面的指引。

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定位是一个不断发展和

深化的课题。而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规范化是为

了避免过度设计对于道路建设造成的道路功能缺

失、不良景观效果与资源浪费，其立足点是紧密

结合城市自身的景观环境特征和城市道路设计工

作的具体状况，这也正是实现城市道路景观适度

设计的前提基础。

5 结语

景观设计在道路建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仅

是创造取悦于人的视觉效果与功能要求，还应是

基于对当地环境的保护与协调，和对本土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12]。如果设计师所做的工作只是“涂

脂抹粉”，而业主单位却不惜为此花费大量的工程

费用，由此导致的结果必将是整个道路景观设计

的歪曲，而“过度”的道路景观设计与建设将会

停留在模仿与抄袭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中国

道路景观设计领域真正需要的是正确认识现代设

计的内涵，实实在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落叶

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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